（許評註提供）

玖

文資篇

第一章

有形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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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古蹟與歷史建築
壹、已登錄之古蹟與歷史建築
一、蘇澳砲台山與蘇澳金刀比羅神社遺跡
【表 9-1-1】蘇澳砲台山與蘇澳金刀比羅神社古蹟登錄資訊 1

玖

古蹟類別

縣（市）定古蹟

種類

砲台、神社、碑碣

公告文號

府文資字第 0990007678 號

文資篇

1. 砲台山之清領時期砲台有 2 處，但北側砲座已重新施作，不復原貌。南側
則僅存砲座遺構及部分圍牆牆基。
2. 金刀比羅社位於蘇澳砲台山上，面向蘇澳港，沿石砌階梯拾級而上，分別
有四個平台，第一層平台立有篆刻「金刀比羅社」之社名石柱一座及石桌、
石椅各一座，石桌桌腳上刻有「許木山寄附」之字樣。第二層平台立有石
特徵

燈籠一對，燈籠上刻有圓形及新月形之鏤空圖案。第三層平台作為石梯轉
向之轉換空間。第四層平台原為神社正殿所在，但現僅存基座遺址。基座
上方現立有蘇澳國際獅子會於 1991 年 12 月為慶祝成立 21 週年之雕塑一
座。
3. 警察遭難碑碑體為橢圓形，立於兩層洗石子基座上，刻有「警察遭難碑」
之字樣，質地樸實。
1. 目前留存之神社或砲台遺構，見證蘇澳砲台山在地方歷史發展過程中擔負
著重要角色，雖神社主體建築不復存在，且砲台僅存 1 處砲座遺構，然其
參拜路徑及具制高優勢之格局皆仍可考，因此具有保存價值。

指定理由

2. 歷史遺蹟及所處之環境脈絡清晰，且經由不同時代之歷史疊層，可閱讀自
清領、日治及二戰後地貌之演變。現場遺留之碑碣與石燈等附屬設施，仍
具有不宜移動之重要性。
3. 砲台遺構為清光緒年間，蘇澳民眾抵抗法軍攻台的最佳歷史見證，具備重
要歷史事件或人物之關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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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文化資產局公告資料，公告文號：府文資字第 0990007678 號

歷史沿革
1884 年（光緒 10 年）清法戰
爭時，法軍攻打蘇澳，陳輝煌奉
居民協力扛大砲上山守禦。1889
年（光緒 15 年）陳輝煌與游擊鄭
雲泰在此興建砲台及營房，1927
年（昭和 2 年）日人在此興建金
刀比羅神社、警察遭難碑及涼亭
一座。
金刀比羅神為日本大物主命、

【圖 9-1-1】蘇澳砲台山古砲（溫宗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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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鎮守蘇澳，利用砲台山地勢與

崇德天皇二神的合稱，為日本自
古以來守護海路之神，日治時期在台灣的重要港口如基隆、高雄等地皆設有金刀比羅神社。
蘇澳砲台山上的金刀比羅社，居高臨下，可以俯視蘇澳市街和太平洋。1927 年（昭和 2 年）4

現今金刀比羅社神社主體建築已不存在，僅存社名石柱、石桌、石椅、石燈籠及神社正
與砲台山公園進行整體規劃利用，而古砲則存放於蘇澳鎮公所內。
砲台山海拔約 180 公尺，由蘇澳鎮中山路白米橋橋頭轉入通往花蓮的台 9 線公路，往山

有形文化資產

殿基座遺址等，第一層平台以下之石階梯亦於開設蘇花公路時被拆除。神社正殿基座遺址已

第一章

月 20 日舉行鎮座式。

上走約 1 公里處的右側，有條小徑可直達山頂。砲台山的基地是丘陵上的平台，海拔不算很高，
但前方（東側）有落差近百公尺的陡坡斷崖，台 9 線公路就沿崖面而行；後方（西側）則是
蘇澳溪的下游溪谷，地勢低平。蘇澳溪上游稱為圳頭溪，發源於東澳嶺北麓，向東北流至永
樂與西來的支流白米溪（上游為粗坑溪）會合後，折向北流過蘇澳市區再轉向東後注入蘇澳
港。
1884 年（光緒 10 年）爆發中法戰爭，清國鑑於法軍曾想入侵蘇澳，便在此處建立海防砲
台和營房，便於防禦外海。砲台山能被擇定為鎮守海口的軍事要地，居高臨下的優越地理位
置不言可喻。昔日的軍事要塞，今日成為風景區，本屬美事，但因附近山區蘊藏豐富的石灰
岩等礦石，水泥廠輸送礦石的纜車穿梭在幾座山頭，在砲台山風景區的視界裡，顯得格外刺
眼。
1992 年（民國 81 年）蘇澳鎮公所執行「砲台山風景區開發事業計劃」，將清朝北側砲台
重新施作，不復原貌。南側砲台已用水泥覆蓋，並將周圍植栽移走，改建成二樓建築之廁所
兼瞭望台 , 兩座古砲則存放於蘇澳鎮公所。警察遭難碑碑體為橢圓形，立於雙層洗石子基座上，
刻有「警察遭難碑」碑文已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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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蘇澳金字山清兵古墓群
【表 9-1-2】蘇澳金字山清兵古墓群古蹟登錄資訊 2
THE HISTORY OF SUAO TOWNSHIP

古蹟類別
種類
公告文號

歷史建築
其他歷史遺蹟
府文資字第 0940003224-1 號
1. 本墓葬群，墓碑材質多以頁岩為主，少數砂岩，碑面均朝向南南東，墓
穴上方除覆土外另以當地較大的石頭排列圍遶成一墓身，墓碑處後方另

特徵

以石頭堆疊以穩其碑座。
2. 本墓葬群其中有一九品文官王家驥，立碑人為友人周樹人，墓碑形式僅
用以當地頁岩石材而已。由於當時代清兵埋葬於此，因離鄉在外，故其
墓葬形式構造簡單，均已當地石材構成，並無特殊之處。
蘇澳金字山清兵古墓群，依文獻記載應為清治時期開山撫番之清兵，或臨陣

玖

登錄理由

捐軀、或入伏遇害、或積勞成疾、或疫氣遭風隕身、或其他原因之兵勇而埋
骨於斯。此清兵古墓群，提供文獻中所提在清代有清營駐紮蘇澳，並曾留有

文資篇

清營遺址的一個有力證據。

歷史沿革
該古墓群，依文獻記載應為清治時期開山撫番之清兵，或臨陣捐軀、或入伏遇害、或積
勞成疾、或疫氣遭風隕身、或其他原因之兵勇而埋骨於斯。本清兵古墓群於 1992 年（民國 81
年）曾進行調查共有 11 座，其中 8 座葬於金字山、1 座葬於台泥蘇澳廠山崙、2 座葬於永春
里蛙仔湖，另金字山忠靈塔內尚奉祀有 300、400 具蛙仔湖出土之清兵遺骸。金字山發現清兵
古墓共有三處：日月宮忠靈塔附近及前方相思林內、祥光寺後方山坡上、山下蓮霧園內與現
代墓雜處。3
該調查登錄範圍為金字山日月宮忠靈塔附近及前方相思林內。範圍原 1992 年（民國 81 年）
調查共有 17 座，其中清兵古墓有 10 座，其他為一般居民或無法判斷。現今較為完整古墓（含
墓穴）共有 2 座，其他僅剩墓碑，有的傾斜，多存放於忠靈塔內。立碑時間約於 19 世紀末，
墓主籍貫為安徽、江南、山東、楚南、湖南、江西等。由於時間以及環境因素，保存狀況欠佳，
保存較為完整僅三座。

三、蘇澳舊垃圾焚化場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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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文化資產局公告資料，公告文號：府文資字第 0940003224-1 號
吳永華，《蘇花古道宜蘭段調查研究報告》，宜蘭：宜蘭縣文化中心，1994 年，頁 73-75。

【表 9-1-3】蘇澳舊垃圾焚化場古蹟登錄資訊 4

古蹟類別

歷史建築

種類

建築物類
府文資字第 0920005613 號
為全台灣 4 座佐佐木型直立式垃圾焚化爐唯一保存至今的 1 座。本建築內部
為地上 2 層，地下 1 層，本體牆身材料為鋼筋混凝土牆，本體屋身構造為鋼

特徵

筋混凝土柱樑結構。舊蘇澳焚化廠主體建築以鋼筋混凝土築成，內部除行政
管理及控制室外，主要為深約 4 公尺的垃圾儲槽、高約 12 公尺的爐體室及高
29 公尺的煙囪。主體建築外敷洗石子，外觀簡潔。

登錄理由

為全台灣佐佐木型直立式垃圾焚化爐唯一保存至今之建築，且為本縣第一座

THE HISTORY OF SUAO TOWNSHIP

公告文號

垃圾焚化爐，具歷史教育意義。

歷史沿革
爐屬於佐佐木型直立式垃圾焚化爐，地下 2 層，地上 1 層，主體建築以鋼筋混凝土築成，內
部除行政管理及控制室之外，主要為深約 4 公尺的垃圾儲槽，高約 12 公尺的爐體室及高 29
一保存至今的 1 座。
此垃圾焚化場的焚化設備保存良好，見證了當時代的焚化技術文明。宜蘭縣政府已經將

有形文化資產

公尺的煙囪，主體建築外敷洗石子，外觀簡潔，為全台灣 4 座佐佐木型直立式垃圾焚化爐唯

第一章

蘇澳鎮舊垃圾焚化場建於 1980 年（民國 69 年），為宜蘭縣第一座垃圾焚化爐。此焚化

此焚化場規劃在武荖坑風景區內，未來可以結合該風景區作歷史教育展示。
為宜蘭縣第一座垃圾焚化爐，為佐佐木型直立式焚化爐，每 8 小時可焚燒 10 噸垃圾，蘇
澳焚化廠成立啟用後，平均每日處理 14 到 15 噸垃圾。
1990 年（民國 79 年）焚化廠因爐內耐火磚崩塌而停用，7 月 14 日以後，改於廠外用簡易
掩埋方式處理垃圾，目前作為資源垃圾回收堆置廠用。1996 年（85 年）6 月 7 日後，蘇澳鎮
的垃圾則改運至頂寮垃圾掩埋場進行處理。

貳、未登錄之歷史建築
一、北方澳燈塔
北方澳燈塔建立於 1927 年（昭和 2 年），為白色四方形混擬土建築，高 7.9 公尺，是臺

4

參見文化資產局公告資料，公告文號：府文資字第 092000561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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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碩果僅存的方形燈塔。
燈塔立於斷崖峭壁之上，東臨太平洋，除了有引導蘇澳港域漁船的功能外，也肩負海防
前哨的重任。二戰期間，燈塔多次遭受飛機轟炸，戰後，燈塔由關稅總局海務處接收，1949
THE HISTORY OF SUAO TOWNSHIP

年（民國 38 年）修復完成，裝六等電石氣閃光燈，每七秒一閃，1953 年（民國 42 年）改為
電燈，1964 年（民國 53 年）換裝五等電燈，光力白光一萬五千燭光，紅光兩千六百燭光，見
光距離白光為約卅四公里，紅光廿五公里。1966 年（民國 55 年），新建發電機與宿舍，1969
年（民國 58 年），燈光改為四等電燈，見光距離達卅公里，光力白光二萬一千燭光、紅光
三千六百燭光。1985 年（民國 74 年）增設雷達標桿，1992 年（民國 81 年）汰換為雙頻道雷
達標桿，效果更佳。5

二、凌士彥紀念亭
蘇澳建有海軍中正基地，凌士彥便是負責總體設計、施工的總工程師。其竭智盡忠，宵
旰勤奮，1972 年（民國 61 年）奉命接掌龍淵計畫於策畫靖波專案時，積勞成疾，同年 11 月

玖

25 日，腦溢血因公殉職，享年 67 歲。

文資篇

時任海軍總司令宋長志，為感念凌士彥功勳，便於鼻仔頭建一紀念亭，並於亭內立紀念
碑，亭前設有龍池噴泉，以慰其在天之靈。6

三、畚箕湖圳
畚箕湖圳是由隘丁庄人廖龍、廖虎兩兄弟，因農作灌溉需求，開鑿而成。圳水主要引武
荖坑上游水源，流經畚箕湖庄，故名畚箕湖圳。由於水質清澈，生態體系豐富，且流經畚箕
湖、出水口，入湖口店仔、景腳到隘丁城等地，受惠者眾，並衍生不少地名。諸如：畚箕湖
出水口處有小店設立，故此地稱「湖口店仔」，又早期居民在畚箕湖圳分支處，用九芎樹鑿
天溝 7，懸空於地表引水灌溉，聚落在「水井」邊，得名「井腳」等。8

四、金榮發埤圳
金榮發埤圳於 1814 年（嘉慶 19 年）竣工，灌溉面積約 165 甲，範圍最北至加禮遠（今五
結鄉）；最南則至埤仔尾（今蘇澳鎮）的沿海地區。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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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陳素珍編輯，《北方澳回顧》，宜蘭：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共同編印，2003 年，頁 94。
參見陳素珍編輯，《北方澳回顧》，宜蘭：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共同編印，2003 年，頁 98。
半圓管狀，俗稱「水景」。
參見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 - 宜蘭社區日曆：「http://www.youngsun.org.tw:8080/calendar/index.asp?calendar_
day=2009/3/26，2013.08.28」。2、隘丁社區發展協會，《話說隘丁》。

1811 年（嘉慶 16 年）部分泉籍移民承租開墾加禮遠、婆羅辛仔宛、奇武荖等「番埔」9
之外，還有蘇澳地區猴猴、隆恩等地區的水源灌溉問題。
由於此地區普遍屬於地勢較高的海岸沙丘地，時任總理翁清和，為解決缺水灌溉之問題，
張春臺攜眷返回中國後，便將此圳水權及相關資產轉賣新榮發油鋪的林權等 5 位股份持有者，
爾後此圳方命名為「金榮發埤圳」。
金榮發埤圳灌溉範圍平均每年收取租約有 198 石 4 斗左右之水榖（每甲上繳約 1 或 1.5
石）。比鄰近埤圳徵收要少，但開墾地質環境不算優良，但是在不缺乏水源還有少有水患的
情況下仍舊能維持穩定的收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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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請張志遠開鑿埤圳，從猴猴一帶引進新城溪水源。直至 1851 年（咸豐元年），張志遠之子

金榮發埤圳建成後，帶動新城溪以北的聚落穩定發展，一方面，因新城溪形成天然屏障，
往南又有兩座關隘阻擋，使漢人勢力得能穩固發展，並大量減少與南方泰雅族群的衝突，故
在本圳開鑿後，埤仔尾、隆恩、猴猴、頂寮等聚落便穩定發展成形。11

澳嶺間的土地受地勢較高影響，土地貧瘠且鹽分過重，甚不適合開闢水田，再加上當地墾民
開闢後數年內，都未有水圳設施，故馬賽圳之建設在當時是非常迫切的課題。

有形文化資產

金豐萬圳，又有稱為馬賽圳，於 1818 年（嘉慶 23 年）鑿通引水。開鑿前，新城溪及蘇

第一章

五、金豐萬圳

最早於 1815 年（嘉慶 20 年），當地結首范兼、古大展等人，便與佃農協議籌備開圳工程，
卻因資金短缺，使工程進度落後。直至 1817 年（嘉慶 22 年）增募到資金後，方能竣工。由
於此圳是屬於商業投資性質之水圳，設立相關維護人員有：圳長、巡圳工等職務，而投資者
更成立「金豐萬號」，藉以統籌管理事務，由於當時政府與住民行文，皆透過「金豐萬戳記」，
故此圳又稱為「金豐萬圳」。
金豐萬圳的灌溉範圍橫跨蘇澳地區內的馬賽、新城、隘丁、功勞埔等民莊。平均每年每
戶收 1 到 2 石不等的水穀，但也要繳交 3 斗的圳租。在維護上，金豐萬圳建於土質鬆軟之地，
且水圳品質不佳，遇水災就易坍壞，股權轉讓情況相較於金榮發圳也顯得複雜許多。
整體而言，金豐萬圳雖然面臨許多修繕問題，但其灌溉範圍相當靠近泰雅族矬動領域，
南方地區縱使設有隘防，鄰近聚落榮然無法避免防禦工事，此圳最大的效益就是能夠讓這些

9
10
11

昔日對平埔族墾地之稱呼。
參考游家瑞，《清領時期蘇澳地區漢人聚落的發展（1796-1895）》，新竹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碩士班，2003 年 7 月，頁
54-56。
黃雯娟，〈清代蘭陽平原的水利開發與聚落發展〉，《臺灣文獻》，卷 43 期 4，1992 年，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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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在泰雅族出草的壓力下，也能夠方便取得水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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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蘇澳冷泉隧道
蘇澳冷泉隧道正確興建年代不
詳，據耆老所言，今日蘇澳冷泉池
附近一帶之土地，在昔日多是荒煙
蔓草，杳無人跡。由當地耆老回憶
所得，可能於日治時代末期即已鑿
成。由於該隧道通往海邊，故有防
空洞、軍防通道與疏洪道等三種說
【圖 9-1-2】蘇澳冷泉隧道（溫宗翰拍攝）

法。

七、冷泉先驅者紀念碑
玖

1895 年（明治 28 年），日本仙

文資篇

台丸輸送指揮官竹中信景，率部隊
自蘇澳港登陸，軍隊沿山步行，須
臾遂覺口渴，見七星嶺下泉水湧現，
但士兵卻因泉水有股異味，不敢飲
用，唯有竹中信景大膽嘗試，飲後
驚覺泉水清甜甘美。1897 年（明治
30 年）竹中退役後，旋即攜妻兒定
居蘇澳，著手開發碳酸泉，並設廠

【圖 9-1-3】冷泉先驅者紀念碑（溫宗翰拍攝）

生產彈珠汽水。因其風味獨特，暢
銷海內外，1916 年（大正 5 年）更獲得日本全國博覽會銀賞，噪名一時。1942 年（昭和 17 年），
竹中信景病逝，囑言欲葬於七星山麓，戰後，子女將其遷葬返日。1979 年（民國 68 年）竹中
信景之孫女竹中信子來臺尋訪故居，迄至 2002 年（民國 91 年）才發現舊家位址。13 為感念竹
中信景發現冷泉與對地方之貢獻，蘇澳鎮公所乃於 2004 年（民國 93 年）立「冷泉先驅者紀
念碑」，以表彰竹中信景開發蘇澳冷泉的貢獻。

八、蘇澳車站及鐵路側線
蘇澳車站，位於宜蘭縣蘇澳鎮太平路 1 號，是宜蘭縣之終點站，1919 年（大正 8 年）3 月

12
13

768

參考游家瑞，《清領時期蘇澳地區漢人聚落的發展（1796-1895）》，新竹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碩士班，2003 年 7 月，頁
59-60。
參見自蘇澳冷泉沿革碑誌。

24 日正式營運，昔日，是進入臺灣東部花蓮的重要樞紐，北迴線通車前，搭乘鐵路之旅客，
皆需於蘇澳車站轉換搭金馬號客運，方能進入花蓮。因此，昔日的蘇澳車站，繁華興盛，周
邊除有熱鬧市集，並有眾多旅社。

並為候車室與廁所進行擴建。1966 年（民國 55 年）1 月 1 日升等為一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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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民國 51 年）波蜜拉颱風襲臺，蘇澳車站受損，其後站房改建為鋼筋混泥土構造，

第一章
有形文化資產

【圖 9-1-4】臺泥蘇澳廠舊鐵道（溫宗翰拍攝）

1973 年（民國 62 年）娜拉颱風重創臺灣東部，同年底，啟動北迴線建設工程。1980 年（民
國 69 年）2 月 1 日，北迴線通車營運，原公路聯運旅客均改乘火車，並由蘇澳新站上下車；自此，
蘇澳火車站成為闌尾線，少有對號車進入車站。在北迴通車初期，臺鐵曾為接駁往返蘇澳與
蘇澳新站之旅客，以柴油客車行使兩站間，並一度改為承租客運車方式運載，形成購買火車
票，卻搭成客運的情形，其後客運接駁停駛，完全由區間車取代。1984 年（民國 73 年）為擴
建複線，增設雨棚，且延長月臺長度，使旅客進出月臺更具保障。14
在貨運運輸方面，過去以臺灣水泥公司運往北部之水泥與海軍造船廠之零星器具為主，
但自 1996 年（民國 85 年）起，水泥產銷沒落，已難有大幅度成長。昔日為運輸而建造之鐵
路側線，共有五條，分別為：臺灣水泥公司蘇澳廠線、臺灣水泥公司永春線、立祥公司線、
中國石油公司蘇澳油庫線、蘇澳港線等；今已全數廢除，唯因留有鐵道與相關建築，並在居
民美化之下，而具有觀光特色。

14

林栭顯，《臺灣鐵路管理局所屬車站之沿革》，南投：臺灣文獻館，2006 年，頁 38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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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文資篇

【圖 9-1-5】俯拍臺泥蘇澳廠舊鐵道（溫宗翰拍攝）

臺泥蘇澳廠線全長共有 1.3 公里，自蘇澳車站起約在 358 公尺處，設有轉轍工房乃臺泥線
與永春線轉轍點，另於 460 公尺處，設有一座臂木式號誌機，至今依然存在。另由蘇澳車站
往前行駛之鐵道，則為蘇澳港線，途經白米溪路段，今日保有水泥橋鐵道一座。昔時，蘇港
線沿途需經過蘇東隧道，今日仍可見其遺址與部分鐵道存在。較具觀光特色是，臺泥線進入
永春線之轉轍站，除了保有號誌閘柄與轉轍器等器具外，在永春線上，經過白米社區守望相
助隊附近之直線鐵道，與永春路平行之路段，已經地方居民重新整理，逐漸形成地方特色景
點，即使永春路建設時鐵道已有不少破壞，但永春線與周遭居民的生活融合，形成一股新的
文化特色。
蘇澳鐵道側線另有立祥公司線，該線之起點位於永春線 412 公尺處，與永春線轉轍分歧，
但因此路段開發甚多，鐵道多處已被柏油路覆蓋掩埋，保存較少，偶經路口則可見平交道號
誌留存。另一條油庫線，則是由永春線 1500 公尺處往油庫方向延伸，廢除後，已被中油公司
阻隔出入，難以探查。

九、蘇澳新站與新馬站
蘇澳新站位於蘇澳鎮聖湖里聖湖路 175 號，距離八堵站起點 91 公里 795 公尺，介於今日
新馬站與蘇澳站之間，是北迴鐵路之起點，1968 年（民國 57 年）草創時稱為南新城站；1981
年（民國 70 年）升格為二等站，並於隔年正式定名為蘇澳新站。其轄下有一簡易車站：「新
馬站」，位於蘇澳鎮聖湖里新城北路 8 號，該站營運時間甚早，於 1920 年（大正 9 年）11 月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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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站同名，遂改稱聖湖站，1983 年（民國 72 年）改稱新馬站迄今。

有形文化資產

22 日正式啟用，時稱為新城驛。1975 年（民國 64 年）6 月 1 日，考量北迴線上花蓮新城站與

第一章

【圖 9-1-6】新馬火車站（溫宗翰拍攝）

蘇澳新站於 1968 年（民國 57 年）4 月 15 日開始營運，同年 8 月 10 日開辦貨運。1980 年
（民國 69 年）2 月 1 日北迴線通車後，該站成為北迴線之起站。曾於 1976 年（民國 65 年）
10 月 15 日興建第二月台、延長第一月台，並設置行車室在第一月台南端，於隔年 3 月完工，
並於 12 月 25 日因原有鐵道不敷使用，再新鋪四道，1978 年（民國 67 年）又增設第 12 道。
1981 年因應北迴線人數激增，擴建候車室、天橋加蓋雨棚，1985 年（民國 74 年）新鋪設第
13 至 18 之股道。此外，在 2010 年 10 月蘇花公路大坍方後，致使客運往花蓮之旅客，大多在
蘇澳新站轉搭火車，載客量因而成長 44%。在貨物運輸方面，蘇澳新站以信大水泥為運輸大
宗，另設有東南、利東、源泰等石礦專用側線，皆以載運砂石為大宗。貨運年收入平均約 7,900
萬元，起運噸數 64 萬公噸，到達噸數為 14 萬 9 千公噸。15

十、永樂站與永春站
永樂火車站位於蘇澳鎮永樂里永樂南路 148 號，是 1980 年（民國 69 年）北迴線正式通車

15

林栭顯，《臺灣鐵路管理局所屬車站之沿革》，南投：臺灣文獻館，2006 年，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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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配合臺灣水泥公司蘇澳廠供應水泥原料之需求，辦理貨運業務而設站。迄至 1987 年（民
國 76 年）9 月，才開始兼辦客運業務，以方便當地協助開採礦石之居民乘車，屬於三等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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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文資篇

【圖 9-1-7】永樂火車站（溫宗翰拍攝）

過去，不斷配合臺灣水泥公司蘇澳廠要求而增加班次，但受路線轉運飽和點限制，較無
營利機會，為解決經營困境，提出班次不變，牽引車廂增加方案，使原 22 車增加至 32 車，
故自 1993 年（民國 82 年）2 月 14 日起，改採用重連機車方式牽引。永樂火車站轄下另有招
呼站：永春火車站，該站位於蘇澳鎮永樂里永樂路 4-3 號，永春招呼站原屬蘇澳新站管理，
1988 年（民國 77 年）1 月 1 日才改由永樂站管理。16

十一、東澳火車站
東 澳 火 車 站 非 屬 蘇 澳 鎮， 位 於
南澳鄉東岳村東岳路 60 號，距蘇澳
新 站 起 點 10 公 里 700 公 尺。 該 站 於
1978 年（民國 67 年）啟建，北迴線
通車時正式營運，原屬花蓮管理處管
轄，1982 年（ 民 國 71 年 ）2 月 16 日
才改由宜蘭運務處管轄。1985 年（民
國 74 年）7 月 1 日由三等站調整為二
等站，隔年 12 月電氣路牌閉塞式切
換為ＡＢＳ自動閉塞行車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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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8】東澳火車站（溫宗翰拍攝）

林栭顯，《臺灣鐵路管理局所屬車站之沿革》，南投：臺灣文獻館，2006 年，頁 390-391。

該站多為學生與礦場工人搭乘，故以貨運為主，客運為輔。路線共分八道，第二、三、
四道為行車轉運線，第一道為待特車專用線，第五道為散裝水泥發送車專用線，第六道為石
灰石到達車專用線，第七道為幸福水泥公司特有機車進出該站專用線，第八道為石斗車發送
專用線。另分設有幸福水泥公司專用側線，主要協助幸福水泥進行運送工作。17

南澳火車站位於蘇澳鎮南強里大通路 243 號，距北迴線蘇澳新站起點 18 公里 698 公尺，
該站於 1978 年（民國 67 年）起建，北迴線通車時正式營運，原隸屬花蓮管理處管轄，1982
年（民國 71 年）1 月 1 日由二等站調整為三等站，同年 2 月 16 日改隸屬宜蘭運務段管轄。
1984 年（民國 73 年）9 月 16 日停辦零擔貨運。1990 年（民國 79 年）2 月在月臺北端增設臨
時月台一百公尺。1995 年（民國 84 年）9 月北端臨時月台完成改建。站務推廣以客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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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南澳火車站

日載客可達 2 千人次，貨運則辦理零星貨物、物料及貨車過磅等業務。共設有七股道，供正
常行車線計有四股道，並設有地磅一處。18

1920 年（大正 9 年），地方官制改正，原宜蘭廳分為臺北州下的宜蘭、蘇澳、羅東三郡，
度作為警察分局使用，爾後，又轉賣民間成為「新台礦業有限公司」。1961 年（民國 50 年）
波密拉颱風襲臺，造成建築體多處受損，現除主建築外，原有的日式木造宿舍已不復存。19

有形文化資產

為便利於郡務推廣，啟建蘇澳郡役所，並於 1922 年（大正 11 年）5 月落成。戰後，郡役所一

第一章

十三、蘇澳郡役所

十四、永春堤防
永春堤防位於白米甕社區，因居民出入時，每逢大雨，道路便流壞，交通經常受阻，地
方人士遂建築防波堤，1934 年（昭和 9 年）臺灣電力、臺灣石粉、林嘉普會社，負擔近四分
之三的工程費用，餘款由鄉民募捐補足，待經費問題解決，勞力短缺的問題接踵而至，地方
士紳乃向白米派出所林巡察懇請讓十甲甲民每戶出動勞工二日，是年 9 月 28 日動工，1935 年
（昭和 10 年）完竣。20
1959 年（民國 48 年），發生八七水災，造成堤防潰堤，遂重新修築，1966 年（民國 55 年）
又因大雨成災，從黑橋（現永春橋）開始潰堤，造成附近農庄嚴重的農業損失，待大水消退，
是年 6 月便展開重建堤防的工程，但後來因為勞資雙方不快，重建工程便不了了之。1968 年（民
國 57 年），政府當局終於正視堤防危安問題，遂以石籠工法 21 重建並推高堤防，1969 年（民

17
18
19
20
21

林栭顯，《臺灣鐵路管理局所屬車站之沿革》，南投：臺灣文獻館，2006 年，頁 393-394。
林栭顯，《臺灣鐵路管理局所屬車站之沿革》，南投：臺灣文獻館，2006 年，頁 395-396。
參照自簡浴沂主撰 ,《蘇澳之美─蘇澳鎮文化導覽手冊》, 宜蘭 : 蘇澳鎮公所 ,2007 年 , 頁 53。
參見自〈白米甕部落民美舉，出勞工築造防波堤〉，《臺灣日日新報》，A 版，昭和 10 年 10 月 11 日。
以粗約 0.5 公分的的鐵線，串綁從河中撿拾的石頭，五個石頭為一單位，先放砂，再疊石頭，並以混凝土固定石頭，再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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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58 年）又重新修築堤防，該次修築工程涵括了磚仔埠頭到文化館前的堤防，而因建築工程
採分段進行，故現在看起來會產生有兩個埠頭的錯像。1979 年（民國 68 年），政府當局以柏
油鋪設整個永春路的路面，解決了附近道路一直以來泥濘不堪的窘況，也讓鄰近居民的交通
更為便捷。
THE HISTORY OF SUAO TOWNSHIP

十五、豆腐岬景觀
豆腐岬位在宜蘭縣蘇澳鎮，是南方澳風景區中的一隅。日治時期，岬灣內曾置有兩塊巨
大的方形水泥消波塊，狀貌似豆腐，故得名「豆腐岬」。22 1980 年代蘇澳港興建工程期間，
一塊消波塊被炸毀 23，原存留的另一方形水泥消波塊現也已不復見。
豆腐岬原本規劃為漁港專用航道，但在蘇澳商港南側防波堤竣工後，使得豆腐岬的地形
成為一處半封閉的弧形，凹槽底部的海灘成為附近居民嬉水弄潮的好去處。

玖
文資篇
【圖 9-1-9】豆腐岬景觀（溫宗翰拍攝）

花方式堆疊，最後堆砌成堤防。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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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自《在宜蘭 • 期 2• 南方澳的容顏與桂冠》，宜蘭：博物館家族協會，2011 年 12 月。
參照自張智欽，〈南方澳及其附近的海岸地景賞析〉，《宜蘭文獻雜誌》第 65 期，2003 年，頁 40-68。

第二節、碑碣與石佛
壹、碑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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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羅大春開闢道路紀念碑記
年

代

1874 年（同治 13 年）

尺

度

長 61 公分，高 206 公分

存放地點
碑

南澳震安宮旁小祠

文

大清同治十三年夏六月丙戌，福建
陸路提督黔中羅大春欽奉諭旨，巡
防臺朔，開禁撫番。秋七月癸丑，

【圖 9-1-10】羅大春開闢道路紀念碑（溫宗翰拍攝）

師次蘇澳；八月辛未，達大南澳。
初臺澎道江右夏獻綸以千人伐木通道，自蘇澳及東澳；七月戊午，還郡。東澳以往萬
大春徵募濟師斧之、斤之、階之、級之、碉之、堡之；又從而以番說番，招撫之。於戲！
朝廷威福也，將用命也，不可不紀，囑幕次三衢范應祥撰文，三山應道本書丹，龍眠
方宗亮、齊安高士俊選石，勒諸大南澳道左，黔中馮安國監造。24

有形文化資產

軍士縋幽鑿險、宿瘴食雩，疫癘不侵、道路以闢。

第一章

山茸然，□古未薙；兇番伏戎，大為民害。

二、羅提督里程碑
年

代

1874 年（同治 13 年）

尺

度

長 45 公分，高 100 公分，寬 8.5 公分

存放地點
碑

蘇澳晉安宮

文

自 蘇 澳 至 東 澳 二 十 里 自 東 澳 至 大 南 澳 三 十 里，
自 大 南 澳 至 大 濁 水 三 十 里， 自 大 濁 水 至 大 清 水
二十五里，自大清水至新城四十五里，自新城至
花蓮港北岸五十里，以上自蘇澳至花蓮港北岸計
程二百里。
同 治 十 三 年 陽 月， 福 建 陸 路 提 督 黔 中 羅 大 春 勒
石。25

24
25

【圖 9-1-11】新仿造之羅提督里程碑
（溫宗翰拍攝）

參見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http://memory.ncl.edu.tw/」，最後上網日期 2013 年 7 月 3 日。
參見自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彰化縣：左羊出版社，1989 年，頁 17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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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羅提督義學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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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1875 年（光緒元年）

尺

度

長 58.5 公分，高 125.5 公分，寬 10 公分

存放地點
碑

蘇澳晉安宮

文

臺北蘇澳背山面海，距蘭城五十里，歸化之番雜處南、北兩澳；其地距生番社不遠，
地僻人稀，民番識丁者少。同治甲戌之秋，欽命福建全省提督軍門衝勇巴圖魯功加一
等羅，奉旨統師臺北，駐紮蘇澳；督率弁勇進闢後山，沿山伐木開路，直達泗波瀾大
港北岸，計程三百餘里。
沿途撫番、衛民、招墾之外，復蒙惠及民番，自捐資銀五百員札廳生息，永于蘇澳設
立義學；酌議條款，嚴定章程，並將欽命臺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夏所建蘇澳之廟傍瓦
屋三橺、草屋二棚，咨請撥為課讀學堂，以垂久遠。屯營講武之餘，繼以文教菁莪雅化，
又將見於臺北海濱矣！
茲特紀載於石，後之上進者，當知木本水源，寔出軍門養育恩深之所致，共誌弗諼。

玖

云爾。

文資篇

大清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六月日，三澳總董鄭禮泉、王秀俊、黃寶忠暨舖戶庄民等仝立。26

【圖 9-1-12】羅提督里程碑與義學碑新舊對比（溫宗翰拍攝）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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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自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彰化縣：左羊出版社，1989 年，頁 174-176。

四、晉安宮捐題碑記
代

日治時期

尺

度

長 36 公分，高 107 公分

存放地點
碑

蘇澳晉安宮

文

……、游□□、游阿正、韓□、游乞食、新振發、新振益、新振興、金建成、俞烏獅、
劉丁、新利號、新德發、新合發、新協盛、張阿標、林阿添、張□□、林清□、游永□、
張錫□。
一金拾□也：張阿清、張文秀、張淑南、張阿闊、黃永爐、洪□□、藍□□、范純□、
陳玉書、何木養、游行雲、陳□銓、□□□、林木火、林振隆、林振火、俞石頭、陳茂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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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方廷祥、陳□生、江□川、游□火、林□成、蔡火端、林金清、何添旺、徐氏細妹、
彭阿炮、許土全、李阿旺、黃金發、許南山、曾老番、□□石、□□□、林荖□、吳
水金、林國安、陳旼取、林阿本、呂祈祿、嚴秀太、楊火木、鐘銀財、吳石維、黃阿流、
黃甘火、俞阿和、黃阿富、李連松、溫□山、黃□岳、黃□德、黃□□、林唐、林左、
中野源市、江張氏銀、洪王氏葉、山□□□、高□□□、蘇澳□教師人會、□林仁、
陳□□、陳平□、許南□、黃金□、黃阿□、黃阿□、黃阿□、王□□、林阿□、藍阿□。
警察課職員一同，李順長寄附石參□。
□□□、□□□、陳阿九、方標。27

有形文化資產

三郎□、市田□次郎、□務□有同一志、張□□……，黃□□、黃□□、□阿□、……

第一章

陳□、吳旺、陳□、□□、□□、羅□、朱□、林峰、魏氏綺、黃□、王順德、洪陳長福、

五、大陳義胞頌德碑記
年

代

1956 年（民國 45 年）

尺

度

長 36 公分，高 95 公分

存放地點

蘇澳岳明新村活動中心

碑

文

共匪倡□，荼毒神州；我故鄉大陸地區同胞目擊殘暴，義不苟全，於上年二月八日國
軍返斾之時，舉家乘桴，避難來臺。
總統蔣公至仁盛德，軫念有加。承盟友熱情贊助，組織輔導會，省主席嚴公主其事，
宵旴宣勞、安撫周至。縣長甘公主持宜蘭公會，初予接待安頓，繼為覓地建村，終令
安居樂業。
種種惠政，使民等鼓腹天涯、立身海陬，益覺國家之可愛。常思巨惡之須懲，秉此信念，
感願竭盡所能供□於戡□復國大業。

27

參見自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http://memory.ncl.edu.tw/」，最後上網日期 2013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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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以各地新村落成之今日，趙為民等離鄉出走之周年，層峰於全省各地新村中特擇本
村舉行落成儀式，意義深長、感惕交集。爰述概略，勒此豐碑，用頌宏。云爾。
宜蘭縣蘇澳鎮岳明新村全體居民敬立。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二月八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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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治時期之石佛
廣義而言，石佛包含有石佛雕像、石塔、石神、道祖神及其它宗教石造物等類型；而狹
義的石佛，則專指透過石材雕刻與佛教相關之雕像。臺灣民間早有以石為神的信仰行為，諸如：
石頭公、石聖公、石敢當等，亦有相似觀音之石像為祭祀對象者；日本殖民統治以後亦將日
本石佛引進臺灣。29
日治時期臺灣各地石佛，多來自庶民之手，不同石佛類型反映出各造立者內心的期盼與
寄託，從中呈現佛教派別與國家神道外，更傳承發展了庶民生活的信仰原貌。30 1905 年（明
治 38 年），擔任臺北三板橋葬儀堂監守的諫早得淳和三遊亭萬朝在三板橋日人共同墓地入口

玖

處所造的六地藏石佛，為現有文獻在臺日本石佛年代最早的紀錄。1925 年（大正 14 年），居
住在臺北的鐮野芳松、平尾伊三郎、大神久吉、二宮實太郎、尾崎彌三郎設置「臺北新四國

文資篇

八十八所靈場」，以 88 座石佛作為四國八十八所巡禮札所的模式，產生臺灣第一座石佛群宗
教設施。其後，1921 年（大正 10 年）宜蘭的「新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設立，其後相繼於
臺北五股、基隆、新竹、北投等地，都紛紛設有西國 33 所巡禮道場。31
日治時期宜蘭複製西國巡禮系統的地方靈場，以石佛型態來雕塑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
聖像。32 今日蘇澳地區，仍可見日治時期石佛有四：

一、南方澳城隍廟第一番如意輪觀音
南方澳城隍廟左廂主祀一尊日本造型的觀世音菩薩，陪祀有西方三聖像，該石佛採用半
浮雕和淺浮雕揉合的雕刻手法製成並抹以濃麗色彩，石佛下段刻著「第一番キイ青岸渡寺如
意輪觀世音」，代表了日本那智山的御本尊。
該石佛為坐相，高髮髻，頂上坐一尊化佛，身具六臂，皆戴腕鐲：右側第一手微貼著臉，
作思惟相，是為「思惟手」；右側第二手于胸前持摩尼寶，爲治世人貪吝，滿一切眾生的祈願，
是為「摩尼寶手」；右側第三手下垂持數珠，念念不忘覺察省悟，願遠離愚癡，是為「數珠
手」；左側第一手執法輪，啟動妙法來碾碎所有邪知妄見，突顯生命究竟的皈依處，是為「法

28
29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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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http://memory.ncl.edu.tw/」，最後上網日期 2013 年 7 月 3 日。
參見林承緯，《宗教造型與民俗傳承─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庶民信仰世界》，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2 年，頁 101。
參見林承緯，《宗教造型與民俗傳承─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庶民信仰世界》，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2 年，頁 100。
參見釋永東，〈臺灣三十三番觀音靈場之現況研究〉，《臺灣文獻》，第 63 卷，第 3 期，頁 305。
參見林承緯，《宗教造型與民俗傳承─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庶民信仰世界》，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2 年，頁 34。

輪手」；左側第二手握蓮華，顯示出淤泥而不
染的珍貴難得，是為「蓮花手」；左側第三手
向下做按地狀，其信念宛若堅固的磐石，不為
傲慢與忌妒所左右，是為「按地手」；六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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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代表對於地獄、餓鬼、畜牲、天、人、阿
修羅等六道眾生的護念，道盡了觀世音菩薩的
大慈大悲，和善巧設教的智慧。33

二、南光寺石佛
南光寺供奉的石佛原被安奉在寺後的山
壁，正對南方澳港灣，庇佑鄉里，1981 年（民
國 70 年）南光寺建寺後，石佛才被移奉自寺
內，1990 年（民國 79 年）南光寺在能度法師
的領導下進行整建，新建寺宇期間，石佛險遭
宵小偷竊，以致面部鼻樑毀壞，1992 年（民國
金祀奉於該寺頂樓的大雄寶殿。34

【圖 9-1-13】第一番キイ青岸渡寺如意輪觀世音
（溫宗翰拍攝）

第一章

81 年）南光寺新建工程竣工，石佛也重妝貼

有形文化資產

【圖 9-1-14】南光寺石佛（溫宗翰拍攝）

33
34

參見郭祐孟，〈宜蘭觀音石佛踏查記〉，《圓光新誌》第 92 期，2007 年。
參見自郭祐孟，〈宜蘭觀音石佛踏查記〉，《圓光新誌》第 92 期，桃園：圓光雜誌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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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龍寺第三番千手觀音
金龍寺第三番千手觀音石佛雕像下緣刻有昭和三年 35 字樣，是現宜蘭 11 座新西國石佛中，
唯一有年代落款者，乃推測佛教西國巡禮系統傳入宜蘭地區時間的重要依據。36 其原安奉於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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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公路旁，戰後，蘇花公路幾經拓寬，道路工程進行時，多次損及觀音石像基座，地方士紳
遂興建廟聲浪，1981 年（民國 70 年），地方志士籌組管理委員會，並將原有小祠改建為鐵皮
屋寺宇，1991 年（民國 80 年），隨著移港路拓建，廟地面臨徵收，張新英、曾添賜、陳明煌
等人與該寺管理委員會再度籌劃遷移廟址與擴建廟宇相關事宜，幾經整修，始具今貌。每逢
農曆的初一、十五都會有團體到此誦經，也有不少信徒會攜帶香花水果前來朝拜。37

四、祥光寺石佛
祥光寺石佛非屬宜蘭新西國石佛系統，佛像為右手托腮，凝視面前蓮花的思惟相，根據
其造相，可推斷其應為觀音 33 法相之 9 的「施藥觀音」，另外，雕像下緣勉強可看出刻有文字，
疑似有「昭和」二字，但其實該石佛形塑之詳細年代難考。

玖
文資篇
【圖 9-1-15】祥光寺石佛（溫宗翰拍攝）

35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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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參見自林承緯，《宗教造型與民俗傳承─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庶民信仰世界》，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2 年，頁 34。
參照自廖大慶，〈南方澳的宗教概況〉，《宜蘭文獻雜誌》，卷：65，2003 年 9 月，頁 94-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