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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正濱漁港背景分析及現象觀察 

第一節 發展背景 

和平島早年是平埔族原住民凱達格蘭族大雞籠社的所在地，但當時以工

藝及商貿為主。在正濱里舊火車站1附近，有來自花東平原的原住民在此群聚

成落，現已改建國民住宅2。在和平島西北邊有一處「琉球埔」，以前是琉球

人聚居的聚落3。 

 
圖一：正濱漁港場域空照圖4 

 

正濱漁港於1929年五月動工興建，1934年五月完工啟用。昔稱「珠螺澳」，

故名思義，是盛產珠螺的港澳，在日治時期曾有養珠業。正濱漁港臨近基隆

港（圖一），又稱「和平島漁港」、「正濱里漁港」和「基隆漁港」，在台灣光

復後因為基隆地區的大小漁港眾多，為避免混淆，才正名為「正濱漁港」5。

正濱漁港的興起與基隆港的開發有密切的關連，同時也是政府當局的港務建

                                                 
1
 重修基隆市志‧經濟志漁業篇 P.8，「日治時期日本礦業公司在金瓜山礦山採金，其原石之出口在八尺門水道上

坡設轉運站，以小火車運送至此轉駁大貨輪，輸往日本本土鍊金銅。」 
2
 重修基隆市志‧經濟志漁業篇 P.7。 

3
 基隆漁業史 P.78。琉球人約在 1905 年來到和平島，擅長採石花、刺丁鮸、抓龍蝦、採九孔等 

4 擷取自網路 Google Earth 基隆地區畫面 
5
 李嘉亮。台灣漁港圖鑑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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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一環。 

早在明朝萬曆年間，中國沿海的漁船經常到台灣捕魚、停泊，巡撫周寀

記錄：「東西二洋共八十八隻，又有小番，名雞籠、淡水，地鄰北港捕魚之處⋯」

是早期的記載基隆文獻之一。至清朝起用施琅平定台灣的鄭朝，台灣的漁業

往來興盛，當時仍以天然的港澳或河口做為港口，並未修築漁港6。至清末馬

關條約後，日本政府基隆港的建設─包含漁港，天然的港澳條件加上現代化

的港口設施，當時成為台灣北部最重要的遠洋和沿海漁業的港口，僅次於高

雄漁港。 

正濱漁港是北部地區遠洋近海拖網漁船的基地，港口設施完善，周圍漁

業相關的行業聚集眾多，發展完善自成一個完整體系，很容易吸引相關船隻

的停泊，在日治時期這裡已經是金瓜石金礦主要輸出港口，因為船舶修理工

業的帶動，漁港周遭多為金屬機械及電子工業，食品、罐頭工廠等相關產業

也是重要的產業。之後因為高雄港遠洋漁業的發展，影響正濱漁港船隻停泊

的數量，改變正濱漁港的地位。 

台灣四面環海漁港數量多，經過多年的投資興建及調整，目前共有漁港

239處，分四等級。屬中央漁政機關所主管之第一類漁港7有八斗子、正濱、

安平、前鎮、興達港、南方澳、烏石、新竹、梧棲、將軍、東港鹽埔、馬公

等歸為第一類漁港，由中央管理共計12處。在功能、設備方面較為完整，泊

地面積及泊船數量也較龐大。 

基隆地區環山面海，海岸線屬岩岸地形，曲折並產生很多灣澳，是做為

港口的良好地形，在這裡第一類漁港有正濱和八斗子，第三類漁港有大武崙、

外木山、長潭里、望海巷。正濱漁港位於基隆商港東防波堤內、和平島南岸，

                                                 
6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台灣的漁港 P.21。 

7
 據《漁港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第一類漁港條件為：（一）港內泊地面積有二十萬平方公尺以上，水深大

於大潮平均低潮位以下五公尺，可停泊一百噸級漁船三百艘以上者。（二）港內航道水深大於大潮平均低潮位以

下五公尺者。（三）陸上有魚市場、起卸碼頭，且漁船補給（加油、加水、加冰）、魚貨加工、冷凍、船機修理、

保養設備齊全者。（四）陸上交通方便，魚貨運輸銷售便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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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和平島區和八尺門區，兩區以和平橋為分界點，航道位於西南邊，與商

港共用航道。 

正濱漁港周邊設施完善，相關產業群聚。包括漁船修造廠、機械修造廠、

冷凍製冰廠、漁箱加工廠、五金行、日用品供應商等。正濱漁港與嵌仔頂街

魚行有互相依存的緊密關聯。正濱漁港的遠洋沲網冷凍漁貨經由崁仔頂漁市

批發至全省各地，近海漁貨則連同基隆市及東北角的中小型漁村匯集，再銷

售至大台北都會區及其他北部縣市8。 

 

 

 

 

 

 

 

 

 

 

 

 

 

                                                 
8
 崁仔頂─魚行與社群文化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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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漁業現況分析 

一、正濱漁港的漁業型態 

基隆市漁會目前會員 5948 人，20 噸以下漁船之漁民多為沿岸世居漁民， 

20 噸以上近海及遠洋漁船之漁民則來自全省各地，流動性較大。 

正濱漁港的泊地面積有二十三公頃，漁船以五十噸以上為主，以拖網漁

船較多，棒受網、延繩釣及流刺網等 (流刺網已被禁) ，作業漁區以東海、

黃海、台灣海峽、及南海為主，主要漁獲為白帶魚、海鰻、蝦類、紅目鰱、

秋姑、花枝、鎖管、龍蝦、螃蟹、雜魚等為主。主要特色漁法有延繩釣、一

支釣和鏢旗魚。在 1955 年開始，正濱漁港是台灣北部的鏢旗魚業重鎮，1957

年是鏢旗漁業產量最高的一年，基隆市的漁獲量突破一千公噸。9 

1958 年「集中運用資金，開發海洋資源」的計畫讓台灣的遠洋漁業有了

快速的進展，政府及民間投注資金，遠洋漁船的數量迅速增加，加上海洋實

驗船在遠洋漁場的開發，讓遠洋漁業的魚貨量增加，1967 年台灣遠洋漁業的

產量便已超過近海漁業，在國際漁業市場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在世界各地

的漁業基地增加為台灣遠洋漁船作為補給據點外，更對當地社會產生相當的

影響力。 

 

二、漁業生態改變與漁業衰退 

在台灣經濟起飛產業轉型下，大量人口外移，早年船員的薪支待遇的優

勢消失，加上工作時間長及高危險性的環境，讓年輕人不願從事漁業工作。

大陸漁工的引進後雖減緩人力上的不足，但在管理與合作的機制上仍衍生許

                                                 
9
陳世一(2003)。文建會會認識古蹟日 :雞籠漁鄉.魚香導覽手冊 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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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問題。加上今日海上魚類的濫捕產生的漁業資源匱乏魚貨量銳減，都嚴重

影響漁港的發展。 

相較於傳統漁業，今日工業和科技的進步讓漁業快速發展，機械自動化

設備節省人力提高工作效率，電子化的操作系統、自動化設備更讓捕撈的作

業有突破性的發展。漁業前景看好的年代，漁船一窩蜂的拼命的建造，漁港

內的船隻停靠擁擠，甚至需要擴建或另築新港，但自然資源有限，在密集的

捕撈之餘漁業資源的也在加速枯竭，捕不到魚時便往更底層的水域捕撈，大

魚小魚都不放過，流刺網、炸魚等不重視永續生態的濫捕行為，讓日後的漁

業發展越來越困難。 

早期各國的領海只限定在三海浬，在二次大戰後各國為保護自身的漁業

資源，自行將領海及經濟海域的範圍擴大，形成混亂的局面。聯合國在 1982

年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確

立各國 12 海浬領海及 200 海浬經濟海域的規範，才有了統一的標準。聯合國

在 1993 年通過跨界和高度迴游魚類公約，加強在公海的漁業管理，因此漁船

航行在公海上，仍得受到各種公約的限制和管理。10 

台灣近海漁業生存不易，遠洋漁業的資源也遭受限制，為維護全球漁業

資源，國際公約和諸多的國際漁業組織目前已制訂各國船隻數量來限制捕撈

的魚貨量，台灣以往的漁撈作業體系亦需配合。2005 年 11 月大西洋鮪類資

源保育委員會（ICCAT）對台灣做出處分，決議隔年台灣在大西洋大目鮪的

配額自 14900 公噸檢為 4600 公噸，並必須減少漁船的數量及加強漁船的相關

管理作業。 

漁業資源減少漁船間彼此競爭激烈，為求獲利部份業者違反規定利用權

宜國籍船隻（FOC）躲避魚貨限額的規定，在公海上肆無忌憚的捕魚，超額

                                                 
10

盧向志(2000)。細說漁業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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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撈的魚貨在管制比較鬆散的港口轉運給其它船隻，以合法掩護非法的方式

進行「洗魚」，嚴重威脅海洋資源並造成台灣形象受損。經過一年得努力，

台灣安排 42 艘鮪魚釣船休魚並拆解掉 160 艘的鮪魚釣船，配合相關要求嚴密

執行漁船和魚貨的監控，2006 年 12 月 ICCAT 決議恢復台灣在大西洋大目鮪

的配額為 14900 公噸。 

漁業資源的維護是長期的工作，短期利益的濫捕終將造成資源的枯竭，

屆時的損失是屬於全人類的，ICCAT 的懲處雖已暫告一個段落，但其提示出

的問題猶如冰山一角，眾多的漁業問題還需大家的共同合作。除了制度的建

立、管理的實施之外，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更應加強，為海洋資源的永續發

展而努力。 

遠洋漁業的定義為在公海或其它國家主權範圍海域內作業的船隻，以五

十噸以上的漁船為主，另有一部份五十噸以下的漁船利用海外港口為基地的

方式進行捕撈。11正濱漁港現今的遠洋漁業是以印尼路線的拖網船和關島捕捉

鯊魚的延繩釣漁船為主，以漁業合作的名義付費進入當地經濟海域捕撈，十

多年前台灣漁業是印尼漁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近期中國大陸的介入，使台

灣在印尼漁場的發展受限，首先印尼政府取消入籍船的優惠，又規定相關聯

合投資公司，如果沒有在印尼當地設立漁貨加工廠，所屬的漁船執照過期後

便不再續發。因為印尼漁場本身的狀況不佳，再加上種種限制，業者已紛紛

尋求他國漁場的合作，兩年前正濱的拖網漁船便以實驗性捕魚的名義前往巴

國水域作業，企圖為往後的漁業找到新的出路。 

遠洋漁業工作型態不同於近海、沿海漁業，一年可能只出海三次，船上

有船長、輪機長、大副各一人及數名船員。航程較遠除了回航補給船隻維修

的短暫休息時間可以回家外，大部份的時間都必須在海上度過，加上漁業資

源的減少，捕撈時間拉長連帶的使基本支出費用相對提高，雖然政府在漁業

                                                 
11

盧向志(2000)。細說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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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油方面仍有補助，但在台灣加入 WTO 後，對於漁業用油的補助已經削減

對漁民來說負擔增加不少，加上魚貨量不穩定漁船維修和基本用油費用龐

大，整體的收支方面不理想，很多漁船便被迫放棄漁撈作業。 

 

三、、面臨考驗的現況 

隨著漁業的快速發展，正濱漁港的設施已無法容納未來的漁業發展，並

為了解決基隆港軍、商、漁港共用的擁塞情形，政府決定在長潭里興建另一

處更大型的漁港來取代正濱漁港，即為今日的八斗子漁港。自 1974 年開始興

建八斗子漁港，1979 年第一期工程竣工並於隔年正式開放啟用，第二期的碧

砂漁港 1988 年完工後，八斗子漁港是北台灣最大的遠洋漁港，但碧砂漁港受

到地形限制，蔽風效果不好12，而且相關產業並未遷入，漁船的進駐意願也不

高13。加上八斗子興建的十幾年期間，基隆漁業發展迅速，漁船噸位逐漸大型

化。因此，經評估之後認為八斗子無法容納正濱漁港所有船隻及漁業設施，

決定將近海漁業規劃在八斗子漁港發展，正濱漁港則保留原先的遠洋漁業船

隻。 

由於正濱漁港的水深不夠，無法停泊三千噸以上的遠洋漁船，所以大型

漁船只能到高雄前鎮漁港停泊，有鑑於此，從 1998 年開始，正濱漁港開始建

造深水碼頭，深水碼頭雖已完工，但仍無法追趕高雄遠洋漁業的龍頭寶座，

千噸以上登記的漁船近年只維持在 1~2 艘，無法和高雄港的 37 艘相比。 

近十年來，隨著台灣遠洋漁業的發展瓶頸，正濱漁港漁獲量在民國八十

七年開始下降，民國九十四年漁獲量和產值首次低於八斗子漁港(表 2-1、

2-2)，登記漁船數同時創下光復以來的最低記錄(表 2-3)。表 2-4 可觀察出八

                                                 
12

 基隆漁業史 P..85。「一九九六年賀伯颱風來的時候，曾將港中的一艘漁船推到岸上的馬路邊。所以有人說碧

砂漁港是『面桶仔港』。」 
13

 基隆市中正/中山區誌 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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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子漁港登記的漁船數量同時雖然也降至近年最低，但 100 噸以上的遠洋漁

船從 93 年的 13 艘略為回升至 20 艘，顯示正濱漁港以往挾著臨近基隆嵌仔頂

魚市的優勢，已逐漸被八斗子漁港和碧砂觀光漁市所動搖。 

正濱漁港與八斗子漁港歷年漁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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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濱漁港與八斗子漁港歷年漁獲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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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料來源：農委會漁業年報，民國 86 年無資料。 
15 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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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正濱漁港與八斗子漁港漁船噸位17 

  無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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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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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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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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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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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 

千噸 

以上 
合 計

正濱 6 53 56 39 38 5 8 88 35 1 2 331 92

年 八斗子 9 27 52 41 51 45 44 8 7 - - 284 

正濱 6 36 49 21 8 8 41 143 41 2 1 356 91

年 八斗子 19 20 39 42 61 43 56 17 8 - - 305 

正濱 6 36 49 21 8 8 41 162 41 2 1 375 90

年 八斗子 19 20 39 40 61 42 56 17 8 - - 302 

正濱 5 48 51 36 35 4 7 80 32 - 1 299 93

年 八斗子 8 25 47 37 46 41 40 7 6 - - 257 

正濱 1 22 37 15 6 4 13 70 33 - - 201 94

年 八斗子 16 13 41 29 38 37 38 11 8 1 - 232 

 

四、海上危難事故 

    面對全球性海洋資源的匱乏外，船隻在公海上作業仍得面對多方面的問

題，種種的考驗都必須以超越常人的毅力方能面對。就因為有這許多的艱辛

的過程，讓漁民更深刻體認生命的可貴，以直爽豁達的態度坦然面對生命的

各種遭遇。以下列舉三項漁船在海上航行時較常發生的危難事件如下： 

（一） 漁船海難事件 

漁船的海難事件可概分為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兩種，自然因素方面，現

代儀器和氣象預報的輔助可避免一般性的災難，但海上天候變化劇烈，許多

不預期的風暴轉眼間就發生了，其它如地震引發的海嘯其它因素突如其來的

巨浪都可能讓船隻翻覆。海面上水氣豐沛，濃霧的產生亦增加航行的危險性，

與其它船隻碰撞、海上暗礁的觸碰擱淺、船艙進水等。人為因素方面，人為

操作不當或機械運轉本身引起的故障、爆炸、火災、油管漏油、氯氣外洩、

                                                                                                                                            
16 同註  14 
17

 資料來源：農委會漁業年報 



 17

遭漁具打傷、船舷工作落海潛水割網溺斃等都是常見的意外事件。 

（二） 漁船違規被扣 

漁船違規被扣留的事件多為在擅入他國海域作業、或因機械故障、漁具流

入的因素誤入他國海域、在重疊的經濟海域上作業、及假非法入侵為由的洗

劫等。台灣因為國家地位的問題，在國際漁權的劃分談判方面顯的很無力，

在漁民被扣留海外時，多半也提不出有效的營救策略，無法善盡照顧漁民的

責任。漁民還是得靠自己和親友的幫忙，情況好的付出巨額賠償後人就能回

來，遇到情況差的就很難預料未來的日子會演變成如何。18 

（三） 海上人事糾紛 

大陸漁工雖解決勞力上的短缺，語言溝通方面也很方便，但長期的海上生

活苦悶，管理失當很容易便演變成挾持及喋血事件。檢討其原因主要是大陸

漁工素質低落，很多漁工不是專業漁業相關工作人員，來台從事漁工的工作

只是單純未賺取更高的薪資，專業技能不足。加上工作認知上的差異、生活

不適應、生產壓力、幹部人際溝通不足及領導統御偏差，都是造成意外事件

的原因。 

 

 

 

 

 

 

                                                 
18

 洪家明（2003）。近二年來我國漁船海難事故原因分析及防範措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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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業發展造就出來的人文景觀 

一、 漁業人文景觀特色 

正濱漁港位於基隆商港東防波堤內，平橋左側的正濱泊區為主要範圍，

包含修造船廠、拍賣場、加油區等主要設施皆在此地，北側鄰近水產試驗所

和中船公司，和平橋右側為八尺門泊區，停泊有小型的沿海漁船，傍晚時分

多數小型漁船回到港口，岸上便有魚貨市場的販售和生鮮美食區的品嚐。在

八尺門泊區南側，在二十年前，這裡曾是許多花東來基隆投入漁業活動的阿

美族原住民，撿拾當時廢棄木船的船板和購買一些材料，自立搭建而成的聚

落。19現為原住民文化園區，設有原住民文化廣場、大樓和濱海國宅。靠近

和平橋一側則有廢棄的美商阿根納遊艇公司的舊廠房，剩餘的巨大的主體結

構造型簡約，佇立在此頗具特色。 

 

圖二：正濱漁港區域規劃平面圖
20
 

港區南側中正路旁有舊基隆區漁會大樓，1935 年興建，佔地六、七百

坪為二層樓建築，以四方口字形為主體結構。1987 年新的漁會大樓興建，這

                                                 
19

陳世一(2003)。文建會會認識古蹟日 :雞籠漁鄉.魚香導覽手冊 P.111 
20 修改自基隆市政府在正濱漁港所立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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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大樓則租給漁業相關團體，目前房舍老舊斑剝鏽蝕的情況嚴重，僅能勉強

使用。建築物主體仍有安全上的顧慮，曾有改建的提議，但在產權、責任歸

屬等多重問題下一直未能改建。 

今日正濱漁港所見多為金屬大型漁船，和一般木製的中、近海漁業的船

隻不同，居民的生活節奏和作業人員的工作型態也有所差異。正濱漁港因為

發展的時間較久，建築物密集分佈在漁港周圍，各種基礎建設完備相關行業

資源豐富，給水區、卸魚區、漁具整補場、製冰場、加油區、廢棄油料管理

區、造船廠等提供各種支援補給。船舶修理和周遭金屬工業的發展，岸邊經

常可見堆置的大型金屬物體，大型的起重機、吊車也都隨處可見。船體大，

漁船出海作業時間長，魚貨量大，顯而易見的，正濱漁港是一個極需要團隊

分工合作及計畫經營的工作場域。 

台灣的漁網具早期以棉紗製成，只能用在沿海漁業，1956 年後整體漁

業環境的成長，大量的投資和技術層次的改進，研發出塑膠、尼龍等材料作

為編織漁網的主要工具。為配合外銷市場需求，不斷的開發新產品提高生產

品質，整體製作已有國際水準。但近年來因為勞力、漁業資源、國際上禁止

大型流網使用的諸多問題，致使漁網具的生產的產業衰退。 

    造船工業位在港區，和漁業發展情況有密切關係，台灣遠洋漁業在

七０年代經濟起飛時期，遠洋漁業的建造便逐漸增加，1987 年政府研擬「漁

業發展方案」確定今後遠洋漁業為台灣漁業發展的主要目標。但在漁業環境

過度開發的情況下，1989 年又頒訂漁船限建政策，來抑制漁船的成長數量。

21正濱漁港附近的和平島和正濱里有許多修、造船廠林立，在民國 62 年到民

國 69 年北部拖網漁業興盛，需要的漁船多，所以造船利潤豐厚，之後新建漁

船數減少，大都只靠修船維持。位和平島及正濱里一帶的機械廠、鐵工廠大

                                                 
21

胡興華（2002）。海洋台灣。台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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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都也是漁船修理相關行業22。     

 

二、 環境景觀的改善計畫 

為改善正濱港區的環境，基隆市提出「國門山海關整體發展系列計畫暨系列—

老雞籠懷舊碼頭環境整頓工程」被評選為營建署城鄉改造計畫第一名的作

品，內容有（一）老舊基隆懷舊碼頭改造計畫 （二）正濱水岸漁市山產大街 

（三）和平島濱海公園 （四）和平島異國風情小鎮環境營造 （五）摃仔寮

遺址公園等五項計畫，於 2004 年開始執行並於 2005 年 7 月完工。 

    為配合海洋科學博物館的開發，都發局規劃「和平雙翼」計畫，強化當

地的觀光產業，預計將懷舊碼頭、水岸風情、漁產大街、漁業文化、造船歷

史及港口沿革等概念融入其中。 

    因為 1979 年政策決議以八斗子漁港取代正濱漁港，致使當時正濱漁港的

開發投資停頓，只維修部份損壞的碼頭設施，雖然 1998 年陸續整修漁港設施

及增設深水港，但由於正濱漁業的修船業和拆船業林立，加上部份鋼鐵製的

大噸位漁船沒有漆上新漆，鐵鏽色變成為正濱漁港的獨特特色。一般小型漁

船多為木製，即使是油漆已脫落斑駁，也不比諾大的生鏽鐵船更讓人感覺更

像陳舊的廢墟。在 2003 年行政院文建會編製的《文建會認識古蹟日─雞籠漁

鄉‧魚香導覽手冊》中便形容：「⋯旁邊滿佈油污和鐵鏽的修船廠，許多廢棄

或待修的器具、零件散置，⋯」。 

停泊在正濱漁港的船隻中有一艘白色塗裝的民間美術號，原為 190 噸級

的鮪釣船，現已退役為巴蜀文教基金會的海上美術館。還有老基隆懷舊碼頭，

對於文化保存及推廣都有很大的助益。 

                                                 
22

 基隆中正/中山區誌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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