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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神社現況分析 
 

第一節  二戰後神社的接收 
1944年 4月 17日蔣委員長在中央設計局內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統籌規

劃接收臺灣的事宜1；到 1945年 10月底會務結束，共經過 1年 6個月的籌畫與作

業，且得到旅居或留居大陸的臺籍人士之助，完成幾項具體工作，其中一項重要

工作就是：擬就各項接管計畫及專題研究報告：（一）「臺灣接管計畫綱要」，（二）

分項接管計畫草案，含臺灣「教育、警政、金融、地政」四項接管計畫草案，（三）

具體重大問題的研究報告，有「臺灣行政區域研究會報告書」、「臺灣土地問題研

究會報告書」。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國民政府派陳儀為臺灣最高行政長官，來

臺負責接收工作。陳儀於 10月 24日飛抵臺北，25日在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至

此臺灣歸中國管轄。對於行政組織的接管與重建，分成省屬各機關、地方各機關

兩個層級進行，從 11月 1日起，到 11月 30日止，全部接管工作要進行完畢。

接管與重建幾乎同時進行，而接管工作最重要的原則，是以所謂建立對等機構的

方式來進行；亦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衡量日治總督府各機關單位之性質，即以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立的相對類似的行政機構進行接管和重建；所以長官公署

在組織型態上大抵承襲日治時總督府的組織體系。 

    因為 1945年 9月 20日國民政府公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在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下，設置 9個「處」，接受監督與指揮；其中之一名為「教

育處」，行政機構與等級相當於日治時期的「文教局」，就接管與重建日治時期「文

教局」的業務與工作（在日治時期的文教局管理的業務包括「庶務系」、「教學課」、

「國民研修所」、「臺灣神宮臨時造營事務局」、「博物館」、「援護課」等）。 

    此外，臺北帝國大學由教育部接收，各師範學校和附屬國小、高等學校、經

濟專門學校、臺北的高等學校、臺北市公立中等學校由教育處接收，各州廳、郡

的公立中等學校和社教機關則由州郡接收委員會接收2。 

    臺北市的神社，包括臺灣神社、臺灣護國神社、建功神社由教育處接收，而

                                                
1 參見張瑞成編輯（1990），〈光復臺灣之籌畫與受降接收〉，《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第 4集，臺
北：國民黨黨史會出版，頁 43-44。 

2 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於民國 35年 12月印行的《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第
四類「行政組織」，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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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神社由前往各州廳接收的州廳接管委員會接管，之後在各縣市政府組織成立

3後，神社就移交給各縣市政府接管，而省署行政長官公署根據中央政府內政部

規定，最後也裁定各神社移歸各縣市政府民政處接管4。 

 

第二節  神社土地和神社現況分析 
 

（一）神社土地來源 
早期民間信仰的神社許多出自日本人、會社出資興建、維持，例如日本移民

村的神社，這些移民村神社是基於日本移民信仰而自動興建的，所以一開始時，

神社的興建與運作就是由信仰者出資維持，並由政府那裡接受官有原野，吉野神

社和後來的豐田神社、林田神社，三社共有官有原野 157.63 甲作為基本財產，

以其收益來維持神社所必須的等支出5。 

    建造神社需要的土地，有的由官有地撥付，有的由人民出資購買或是捐贈，

另外也為了要與建神社，而有強購或強徵民地之情事發生。 

例如本研究前述之宜蘭神社：1906 年(明治 39)設置的第一代宜蘭神社是用

日後作為宜蘭公園的官有地，後來神社因為白蟻蛀壞和颱風毀壞後，又於 1918(大

正 7)年選定員山為第二代神社社址，該處原為日本人波江野吉太郎與山田德次之

私人土地，後以官有地與之交換，而將宜蘭神社建於該處。 

    臺東神社：位於臺東市，1911年(明治 44)建造的第一代臺東神社是位於既有

街廓內的官有地。 

    澎湖神社：因為原建在馬公媽祖廟後方的遙拜所窄小，所以選定東方丘地文

澳，買收 22個人的祖墳地，作為興建澎湖神社之用地。 

    五間厝神社：位於虎尾，由「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提供嘉義廳大坵田堡五

間厝庄七拾番第一千五百坪作為建造神社之用地，因為神社之興建是為著製糖所

內的日本內地人。 

埔里能高社：位於南投埔里，原為官有地的風致保安林，埔里街大湳的原野

                                                
3 為求繼續過去業務，省署當局按照日治末期的五州三廳區域，改設八縣，原有的十一市，改為
九個省轄市，二個縣轄市，無郡級單位。 

4 〈民政處接管各地前日本神社〉，《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檔案》，檔號 2488，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藏。 

5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豫約賣渡許可  吉野神社（外三社）〉【03567】大正 12年永久保存第

十八卷（五‧地方/七‧年期貸下及開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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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甲六分六毫二絲，和同州同郡同街枇杷城原野壹甲五厘，共有拾甲六分五厘六

毫二絲，無料貸下。 

鵝鸞鼻神社：位於臺灣南端，為官有地，燈臺敷地十九甲六分七厘七毛二絲

中的壹分二厘八絲，無料貸下。 

花蓮港神社：在花蓮港市的米崙山上，為官有原野保安林五十九甲壹厘（登

記在「國庫」項下，），申請解除其中的保安林五甲六分五厘作為神社用地。 

員崠神社：位於新竹廳竹東街，原來部分的土地為宋燕謀等人所持有，昭和

10年由基隆的「臺灣鑛業株式會社」買收，後來昭和 13年移轉為「日本鑛業株

式會社」所有，最後於昭和 18年成為「帝國石油株式會社」的土地（圖 6-2-1、

圖 6-2-2）；另有部分土地則是由甘家所捐，甘家的名字也刻在石燈籠上。甘家原

本不願捐地，但是日本人故意蓋馬路從甘家的老宅前經過，甘家的風水被破壞

後，發生了一些事情，甘家從此沒落，後來甘家就把土地捐出蓋了員崠神社。 

竹東神社：位於新竹廳竹東街，日人相中吳錦堂先生家族的土地（圖 6-2-3），

用半強迫的方式要吳家捐出，作為神社用地（吳家於昭和 14 年將大片土地捐贈

給竹東街作為神社用地後，所餘的土地已經不多，竹東國小後方仍留有吳家捐地

的紀念碑，而竹東高中附近吳家的老宅還在），當時的神社用地頗大。 

     

綜合以上來看，日治時期神社用地之由來，大致可歸納為二大類，一為官有

地，以撥付的方式作為各地神社之神社建地，或放租以維持神社日常之運作。二

是企業用地或民有地，在早期則用買收或是人民樂捐的方式；但是到了後來卻有

強買人民私有土地或徵收給神社使用的情況出現（特別在日本對大陸的戰爭開始

後，強買或強迫捐贈土地作為神社用地的事更常發生）6。 

 

                                                
6 何鳳嬌（2004），〈戰後神社土地的接收與處理〉，《臺灣風物》第 54卷 2期，臺北：臺灣風物

雜誌社，頁 111-116，120。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278

 
圖 6-2-1  日治時期員崠山神社之土地移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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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員崠山神社—今員崠國小之境內與地形等高線圖（圖內有員崠國小字樣） 

註：員崠，原為「圓崠」，客語的「崠」是地形名詞，獨立的小山頭之意，可以看出員

崠是一個橢圓形的小山丘，很適合選為神社用地。右上方為參拜道入口，沿著小山丘邊

緣等高線形成的緩坡而上，而後進入神社境內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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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竹東神社土地來源之一 

 

（二）二戰後的神社土地歸屬 
神社土地的歸屬，依據內政部所頒「地方政府接收處理日人寺廟祠宇注意事

項」7第四條之規定，頒布「臺灣省各地神社土地處理要點」，按照該神社土地原

來所屬的行政區域層級，將其土地分別劃歸國有、省有、縣市有、鄉鎮有8。 

    以下舉幾個例子，作為二戰後的神社土地歸屬的參考。 

 

竹東神社：二戰後於民國 40年 3月改作「新竹縣立竹東初級中學」校地使

用，民國 50年 6月該校改制為「臺灣省立竹東高級中學」，今日的竹東高中土地

則比神社土地還大。 

接收後土地管理與土地使用單位並不相符，校地分割登記在不同行政單位下

                                                
7 參見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一）》，頁 18。 
8
 (1)日人私設神社，其土地為日人私有者，收歸國有；(2)原國官幣社、護國神社及其他各種神社

屬於前臺灣總督府管理者，劃為省有；(3)原縣市成招魂社及其他各種神社為前州廳管理者，

在市轄內者劃歸市有，在縣轄內者劃歸縣有為原則；(4)原屬鄉社以下各神社劃歸鄉鎮所有；(5)

原屬兩個市街庄以上創建並合管之神社，其產權劃分按當時各市街庄參加之成數分配之，由該

管上級機關定期召集各單位協商分割，協議不成時，由縣市政府擬具處理意見報省核定，必要

時由各單位平均分配或劃為共有財產；(6)人民私有土地經捐獻或被給價買收或辦竣交換手績

充為神社用地，均為公有土地。參見何鳳嬌前揭書，頁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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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時，土地擁有者分別包括有：竹東鎮公所、國有財產局、省有財產局；

意即有一部分土地登記的擁有者是竹東鎮公所，有一部分土地的擁有者是國有財

產局，另有一部分土地的擁有者是省有財產局，情況頗為複雜），直至民國 56

年之後才由當時的陳漢宗校長積極辦理管理機關變更，除了竹東鎮公所所有地之

外，還須向國有、省有財產局分別申請登錄撥用，小部分的民有地則申請贈與。 

至於像竹東高中土地因為接收單位不同而產生有數個管理單位的問題，不是

單一例子，今另舉東港海濱國小為例。 

 

從東港海濱國小的地籍圖觀察，學校校地的地目仍然稱為「祠」（圖 6-2-4），

是一塊西北←→東南走向的土地，從土地登記資料和土地的地籍謄本觀察，可以

發現土地所有者都是「中華民國」，但是在同一個校地裡面，卻還有三個不同的

單位負責管理不同地號的土地，管理單位包括「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屏東縣政

府」、「東港海濱國小」。（圖 6-2-5 至圖圖 6-2-11）校地中最大的一塊土地，地號

為 1453，地籍謄本地號 1453-0000，管理者為東港海濱國小，地號 1453-0001的管

理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地號 1453-0002的管理者為屏東縣政府。 

 
圖 6-2-4  東港海濱國小地籍圖（民國 91年時的地目名稱仍為「祠」） 

註：「國」表示土地屬於「中華民國」；「海」表示管理機關為「海濱國小」； 

   「府」表示管理機關為「屏東縣政府」；「財」表示管理機關為「國有財產局」 

    原圖太大，部分被切割掉，但仍可以看見右上角與右下角部分標有「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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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民國 45、65、73年的土地登記（73年地號 3259的管理者登記變更） 

 

 

圖 6-2-6  民國 59年、65年的土地登記（地目名稱為「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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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7  民國 65 年的土地登記（同上圖地號 12689，所有者：中華民國，管理者：屏

東縣政府） 

 

 
圖 6-2-8  民國 59年的土地登記（地號同圖 6-2-5之 3151，所有者：中華民國，管理者：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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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9  東港海濱國小地土地登記謄本之一（地號 1453-0000） 

 
圖 6-2-10  東港海濱國小地土地登記謄本之一（地號 145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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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1  東港海濱國小地土地登記謄本之一（地號 1453-0002） 

 

 

（三）神社現況分析 
因著行政長官公署要將接收來的護國神社改為省級的忠烈祠，並飭令各縣市

將轄內原有的神社擇一改為縣或市忠烈祠，以奉祀本省有功黨國之烈士。因為國

民政府在 1945年二中全會中決議，在全國各地普遍建立忠烈祠，並經內政部函

請各省辦理，並在 1945 年 11月 8日以禮字第 1257號函請各省政府督促縣市限

期一律籌設完成。於是 1946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就發布署民字第 2272號令，

要各縣市就接管的神社中，擇一改建為忠烈祠9。於是各縣市就將轄內接收的日

本神社，擇一改成中華民國的忠烈祠，祭神換成臺灣抗日英雄和中華民國抗日烈

士。  

    當時成為市級忠烈祠的包括有基隆市的基隆神社、臺中市的臺中神社（1970

改建）、臺南市的臺南神社（1972改建）、高雄市的高雄神社（1977改建）；縣級

的忠烈祠有臺北縣的淡水神社（1977 改建）、宜蘭縣的宜蘭神社（1958 改建）、

                                                
9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大二次大
會》，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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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的桃園神社（未改建）、苗栗縣的苗栗神社（1983 改建）、彰化縣的員林

神社（1960 改建）、嘉義縣的嘉義神社（未改建）、臺南縣的新營神社（1976 改

建）、屏東縣的阿緱神社（1966改建）、花蓮縣的花蓮港神社（1984年改建）、臺

東縣的臺東神社（1961年改建）、澎湖縣的澎湖神社，而臺灣護國神社成為臺北

市忠烈祠10（1969年改建）（阿緱神社、新營神社、臺南神社的忠烈祠後來則都

另覓他處重建），成為忠烈祠的神社共有十多處。各縣市的忠烈祠除了臺北縣的

淡水神社為無格社之外，其他都是縣社以上的層級，包括官幣中社和國幣小社，

由此可知當時的縣市政府都是將轄內最高層級的神社選作忠烈祠的用途。 

     

本研究在前一章已經分析過，神社的土地面積往往十分廣大，有數千坪至數

萬坪之鉅，有些與公園毗鄰者面積還要更大，而且整理的環境清幽美麗，是十分

吸引接管單位的財產，也可以作為新的土地規劃利用。 

    臺灣地區的神社，分別被作為幾種用途，除了上述建物變更或改建為忠烈祠

之外，部分神社社地成為學校用地，神社土地成為學校用地的有五間厝神社（雲

林縣虎尾鎮安慶國小）、東港神社（屏東縣東港鎮海濱國小）、南靖神社（嘉義縣

水上鄉南靖國小）、新竹神社（新竹市成德中學）、斗六神社（雲林縣斗六市斗六

高中）、豐原神社（臺中縣豐原市南陽國小）、鹿港神社（彰化縣福興鄉鹿港國中）、

東勢神社（臺中縣東勢鎮東勢高級工業學校）、中壢神社（桃園縣中壢市中壢高

中）、竹東神社（新竹縣竹東鎮竹東高中）、南投神社（南投縣南市南投高中）11、

阿里山神社（嘉義縣阿里山鄉阿里山國小）、高砂社（花蓮縣水源國小）12、臺

南神社外苑（臺南市忠義國小）13；此外還有新竹縣竹東鎮日治時期竹東油頁所

建立的山神社，神社社地已經成為員崠國小的校地14；林內神社社域的一部分成

為淵明國中和林內國小的校地；因此，神社和神社社域在光復後成為學校和學校

校地的有 15所。（參見表 6-2-1） 

 

 

                                                
10 參見（1）陳玲蓉（1992），《日據時期神道統治下的臺灣宗教政策》，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頁 212-215。（2）何鳳嬌前揭書，頁 127-128。（3）黄士娟前揭書，頁 194-201。（4）蔡榮任（2001），
《一種傅科權力技術的歷史性建構—從臺灣日治時期神社到戰後忠烈祠》，國立成功大學建築
學系碩士論文，頁 4與附錄一。 

11 參見陳玲蓉前揭書，頁 212-215。 
12 參見黄士娟前揭書，頁 194-201。 
13 參見林佛兒（1985），《快門下的老臺灣》，臺北：林白出版社，頁 100-101。 
14 參見黎許傳編著（2000），《照說橡棋林：竹東老照片集》，新竹縣立文化中心，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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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神社社域作為學校用途者 
神社名稱 學校名稱 神社名稱 學校名稱 
中壢神社 桃園縣中壢市中壢高中 南投神社 南投縣南市南投高中 
新竹神社 新竹市成德完全中學 斗六神社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高中 
竹東神社 新竹縣竹東鎮竹東高中 五間厝神社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國小 
東勢神社 臺中縣東勢鎮東勢高級工

業學校 
臺南神社外

苑 
臺南市忠義國小 

豐原神社 臺中縣豐原市南陽國小 南靖神社 嘉義縣水上鄉南靖國小 
鹿港神社 彰化縣福興鄉鹿港國中 阿里山神社 嘉義縣阿里山鄉阿里山國小 
林內神社 淵明國中、林內國小 竹東山神社 新竹縣竹東鎮員崠國小 
高砂社 花蓮縣水源國小   
 
神社土地作為公園用地的，在陳玲蓉的著作中提及基隆神社（中正公園）、

阿緱神社（中山公園）、旗山神社（中山公園）、東石神社（中正公園—朴子）、

竹山神社（竹山公園）、海山神社（海山公園）、北門神社（中山公園）、潮州神

社（中山公園）等；黄士娟則增加了宜蘭神社（員山公園）、嘉義神社（中山公

園）、花蓮港神社（美崙山公園）、旗山神社註記的是中正公園等，公園共有 11

處。本研究將神社社域與公園、生態園區、植物園等用地相關者均列出，則共有

31處，見表 6-2-2。 

    除了學校和公園的用途之外，有的神社土地被用作體育館（臺南神社內苑）；

作為圖書館或文化中心（建功神社、岡山神社、澎湖神社）；有的建為醫院（新

營神社）、衛生所（竹南神社）；有些成為廟宇或教堂（豐田神社—碧蓮寺，汐止

神社—忠順廟，大湖神社—昭忠祠，開山神社—延平郡王祠，吉野神社—慶修院，

林內神社--濟公廟，新城神社--天主教堂，本殿基地上立了一尊聖母像）；有的成

為公墓（文山神社）；有的成為書社（魚池神社—瓊文書社）；有的神社地建起大

飯店（臺灣神社—員山大飯店）；有的成為民眾活動中心（海山神社，橋仔頭神

社），這一些有明確用途者共 18處。 

    而 1943 年都市計畫中的虎尾神社沒有建成，但在都市計畫內劃為神社用地

的地方，成為今日的虎尾地方法院看看守所所在地；1943 年都市計畫中的白河

神社也沒有建成，而在都市計畫內劃為神社用地的地方，今日已經成為白河運動

公園。 

    由於在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於神社和神社土地的重視和經營，為都市保留廣

闊的公有土地，因此在光復後由各級政府接收後，無論轉作公園用途，或作為學

校用地，對都市的綠地或教育事業都有相當大的益處，因此可以說這是「都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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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呢。 

 
表 6-2-2  神社社域曾與公園、生態園區、植物園用地相關者 

神社名稱 社    格 鎮         座         地 現 今 相 關 位 置 

臺灣神社 官幣大社 臺北州臺北市大宮町 臺北市劍潭公園、長壽公園 

臺南神社 官幣中社 臺南州臺南市南門町 臺南市府前路運動公園 

臺中神社 國幣小社 臺中州臺中市新富町 臺中市中山公園 

嘉義神社 國幣小社 臺南州嘉義市山子頂 嘉義市蘭潭公園 

宜蘭神社 縣社 臺北州宜蘭郡員山庄外員山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公園 

苗栗神社 縣社 新竹州苗栗郡苗栗街苗栗 苗栗市貓貍山公園 

基隆神社 縣社 臺北州基隆市義重町 基隆市中正公園 

阿緱神社 縣社 高雄州屏東市大宮町 屏東市中山公園 

高雄神社 縣社 高雄州高雄市壽町 高雄市壽山公園 

花蓮港神社 縣社 花蓮港廳花蓮郡花蓮港街米崙 花蓮市美崙山公園 

臺東神社 縣社 臺東廳臺東街臺東鯉魚山 臺東市鯉魚山公園 

北門神社 鄉社 臺南州北門郡佳里街 臺南縣佳里鎮中山公園 

林內神社 鄉社 臺南州斗六郡斗六街林內 雲林縣林內鄉林內公園 
竹山神社 鄉社 臺中州竹山郡竹山庄竹圍子 南投市竹山遊憩公園 

東石神社 鄉社 臺南州東石郡樸子街 嘉義縣朴子鎮朴子藝術公園 

文山神社 鄉社 臺北州文山郡新店庄 新店市太平運動公園 

海山神社 鄉社 臺北州海山郡中和庄外員山 中和市員山路原員山公園 

潮州神社 鄉社 高雄州潮州郡潮州街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公園 
岡山神社 鄉社 高雄州岡山郡岡山街前鋒 高雄縣岡山鎮中山公園 
鳳山神社 鄉社 高雄州鳳山郡鳳山街竹子腳 高雄縣鳳山鎮中山公園 
彰化神社 鄉社 臺中州彰化郡南郭 彰化市自然生態公園旁 
清水神社 鄉社 臺中州大甲郡清水街 臺中縣清水鎮鰲峰山公園 
旗山神社 無格社 高雄州旗山郡旗山街五鼓山公園 高雄縣旗山鎮中山公園 
通霄神社 無格社 新竹州苗栗郡通霄庄虎頭山腹 苗栗縣通霄鎮虎頭山公園 

建功神社 無格社 臺北州臺北市南門町 臺北市植物園內 
加羅山社 社 臺北州羅東郡蕃地太平山 宜蘭縣大同鄉太平山公園 

新高社 社 臺中州新高郡集集庄集集公園內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公園 
南投社 社 臺中州南投郡南投街五七番地ノ一 原南投街公園內 

大溪社 社 新竹州大溪郡大溪街字草店尾 桃園縣大溪鎮中正公園 
臺北天滿宮社 社 臺北州臺北市文武町 臺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內 

鵝鸞鼻社 社 高雄州恆春郡恆春庄鵝鸞鼻 鵝鸞鼻燈塔和南側熱帶公園 

資料來源：陳鸞鳳（2002），〈日據時期在臺神社社域特徵之研究〉，《新竹師院社會科教

育學報》第 5期，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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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地訪察 
    在這幾年實地調查神社現況的期間，也同時訪察了部分的當地居民，想要瞭

解他們在幼年時對於神社的印象、參拜神社的感覺，也想瞭解他們現在對這些神

社的感想，結果在不同的地方所訪問的結果也很不相同。 

 

例一：調查東港神社的過程中，訪問到東港海濱國小校長蔡誌山時，他說： 

「學校是民國 51年 9月 1日創立的，當時是一片荒涼的沙灘地，

民國 24年（昭和 10年）日本人在這裡建造神社，種植許多木麻黃、

樟樹、毛柿樹和小葉榕（小葉榕今已長成茂密的大樹，許多樹木都保

留下來了，參拜道兩旁的大樹使校園的夏季不覺炎熱），神社像公園一

樣。 

光復後，東港駐紮需多官兵（國軍海防東港地區指揮部和衛生連

官兵，前面說過接收以對等單位為原則，日治時期東港是日軍駐紮地，

岀還挖海沙填 土地作為日軍眷屬宿舍，才建立東港神社），東港漁民也

希望成立學校，經過地方士紳的奔走，縣政府核准後將東港神社改為

國民學校。」 

 

蔡誌山校長說到日治時代留下的神社或日本建築，據他所知，許多都已經在

光復後（二戰後）沒有多久就被拆毀了，但是他覺得那一段歷史在東港這一塊土

地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很重要，是鄉土教育中重要的一環，不希望完全被遺忘。他

談到他如何努力保存東港神社還遺留下來的建物，並盡力蒐集相關的遺物，如今

學校內不但神社的三層地基依然存在，神社的本殿依然完好的保留在最上層的地

基上，還找回三根重要的捐金芳名柱，並且保留參拜道兩側濃密蓊鬱的樹木。此

外他還和東港文史學會出版的《東港采風》季刊合作製作〈東港神社〉的專刊，

〈大鵬灣畔—眷村的故事〉專刊，學校創校四十年專輯中也在書首的「獻詞」部

分特別製作海濱國小內的日本神社回顧。 

 

蔡校長說： 

「神社雖然已經成為歷史，神社本殿裡的東西當然是不存在了，

但是我有一個新的想法，我在神社本殿裡安放孔子的塑像，把神社本

殿改成孔子祠，和學校裡的老師們共同努力，籌辦第一次的祭孔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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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每一年也都隆重的舉辦，並且通知鎮公所和東港鎮每一個學校，

包括高中、國中、國小各學校，請他們共同參與，讓整個東港都能因

此感受到我們對於文風的重視，建立更深層的文化氣氛。」（参見附件

二之照片 1至照片 3）。 

 

例二：佳冬神社，由佳冬市區沿著省道 13號公路南下，出了市區不遠，緊鄰省

道的左側出現第一鳥居，通過第一鳥居進入參拜道，參拜道和省公路成直角角

度，神社位置就在筆直的參拜道終點。參拜道其實不長，只有 150公尺左右，參

拜道也頗窄，寬僅約 5到 6米，參拜道兩側現在是檳榔園和住家，研究者訪問了

二位老先生都姓陳，年齡一位是 77歲，一位是 74歲。另一位是老太太，姓賴，

年齡 60多歲，神社附近在光復後開始有人購地建屋後，從附近的賴家庄嫁過來

的。後二位都正住在神社參拜道的兩旁。他們還給研究者看一張許多學生在佳冬

神社前割草的照片，照片裡神社的參拜道兩旁樹木很少，整片都是草坪，社域也

不大，可以看到社務所（參見附件二之照片 7至照片 12）。 

 

    他們說： 

「神社在過年和例祭日的時候非常的熱鬧，佳冬街都舉辦盛大的慶

典，有抬神轎的，有跳舞的，打太鼓的，有許多許多人一起遊街，慶

典非常隆重，規定學校的學生都必須參加，不可以無故缺席，另外所

有的公家機關職員也都必須參與。」 

 

    神社參拜道的鳥居共有四個，第一鳥居在參拜道入口，就在今日省道 17號

公路旁轉入參道的入口處，第二鳥居在參拜道中央，第三鳥居在神社前的階梯下

方，第四鳥居就在階梯的上方，神社本殿基座的前方，第三、第四鳥居非常接近。

如今只剩參拜道入口的第一個鳥居（見附件二之照片 8），和階梯上方的第四個

鳥居（見附件二之照片 9）。階梯上方是一塊築高的基地，基地上就是拜殿和本

殿，所佔面積其實也不大。本殿又用幾個小小的階梯築高，看起來也很小。基座

都還留著，上面已經空無一物，旁邊菜園子種的瓜藤攀了上來；參拜道沿途的石

燈籠已經完全被毀掉，只留下石燈籠最底部的基座在原地排列著，而石燈籠的燈

柱部分已經成了居民的石椅或桌子的腳柱，其中有一根上面還刻著『奉獻』、『陸

軍二等主計正  佐藤忠一』（見附件二之照片 10）；鳥居只剩第一鳥居和第四鳥

居，而第一鳥居後的神橋保存的不錯，依然精巧美麗，橋下的小溪流也仍有溪水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291

流過。 

 

    研究者問他們是如何住到這裡來的，他們說在光復後，神社社地歸給鄉公所

擁有與管理，他們的長輩向鄉公所購地築屋居住於此的。而老太太則是由賴家庄

嫁到此地的。當鄉公所和學校開始重視鄉土教育時，他們這裡也開始受到關注，

學校會帶學生來參觀，老師會來訪問，鄉公所也有派人來拜訪他們，甚至還有記

者來採訪，讓他們感到自己突然變的重要起來。 

 

例三：新竹神社。（參見附件二之照片 71至 82）。 

二戰後最早進駐這裡的是「警備總部」，建在新竹神社的心域中，後來還成

為「港澳居民收容所」的靖廬所在；旁邊的學校是成德完全中學，這二個單位位

於整個松嶺山（或稱客雅山、牛埔山）上最重要的地方。研究者住的神社前域面

積也很廣大，地勢平坦，市政府已經陸續將土地釋出，住宅正在一幢又一幢的興

建當中，倒是有保留一塊公園地。日治時期神社前域的「野球場」現在是一個大

型鐵工廠。 

    走過參拜道後，在靖廬的左側山邊上，歪歪斜斜蓋了不少雜亂的住宅，看到

許多年紀很大的老人家，以男性居多。在民國 40多年以後，陸陸續續來了許多

大陸隨國民政府來臺的軍人，在山腳下覓地建宅，作為棲身之處，當時的想法也

是「暫時棲身之所」，經濟力量又弱，於是就這樣一家一家在山坡地上搭建屋子

居住。一位楊姓老太太告訴研究者，她就是在那之後的民國 50年代結婚後和丈

夫搬到這裡住在附近。 

 

    她說： 

「因為這一帶的山坡地當時樹林茂密，整個山頭都沒有人居住，

岀樹林栽種的很茂密，只要進樹林裡砍樹砍 一小片空地，有能力搭一

間暫時棲身的地方，就可以居住，沒有人會驅趕他們，也沒有人管理，

於是陸陸續續就來了不少人。到現在也還有一些人沒有結婚，年紀已

經很大了，房子沒有辦法重建翻新，有好些房子甚至根本沒有地權。」 

 

    研究者問起山腳下附近的居民（這些退伍老兵是外省人），他們對神社的認

識和印象如何？他們的回答是：只知道這山坡上面有日本神社，但是他們不會去

關心、不感到好奇、不會想去瞭解這一個日本神社。此外，他們對日本神社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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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好感，因為對日本人沒有好感。 

    他們只知道當初到這裡想要找一個地方可以搭屋居住時，這一片廣大的地方

非常空曠，都沒有什麼人，就沿著山坡一直往上砍樹蓋屋子，大家有地就隨便蓋，

歪歪斜斜的也沒有關係，樹林子裡也沒有馬路，路是後來才修建的（馬路到現在

依然很彎曲又很狹窄）。 

    繞向山腳下的西南方，有一片比較整齊有規模的住宅區，訪問到幾個老太

太，她們搬來的時間雖然不短，已經有將近 20年，但是對神社也沒有什麼印象。

但是她們告訴研究者，這附近有磚窯，就在客雅山的南坡，那是一片廣闊的紅土

平地和一座已經廢棄的磚窯，原來光復後有磚窯廠看上這一片紅土區，在這裡開

窯造磚，直到造磚行業沒落之後就棄廠而去，留下的大片平地成為新竹市民練習

壘球的場地（有毗鄰的兩區）。 

    大體來說，新竹神社的位置是在新竹市市區外的西南方，建在松嶺山山腹，

社域範圍廣大，除了大片山坡之外，山腳下被鐵路和客雅溪包圍的地方都屬於神

社地，在政府接收之後，是屬於沒有百姓居住的郊區（日本人不准凡俗之人住在

神社範圍內，也不准有豬狗雞等動物闖入）。光復後最早在這裡築屋居住的是隨

國民政府來臺的軍人，之後才有人陸續遷入居住，所以這裡的居民多半對於神社

沒有什麼認識，也顯得沒有什麼興趣。 

     

例四：竹東神社。竹東鎮文史工作者黎許傳先生帶著研究者，到竹東鎮的許多長

者聚集的地方，研究者訪問到幾位老先生，都是客家人，他們都市在光復後才陸

續搬到竹東市區內，他們小時後的老家分別是在橫山、芎林地方。他們不約而同

說到日治時期竹東街的發展，因為日本人在竹東探勘到豐富的石油氣，於是臺灣

鑛業會社竹東油業所開始在竹東開採石油，甚至發生竹東第一號井噴出石油氣卻

引燃大火，日本人想盡辦法都難以撲滅，連續燃燒了 36天，成為國際新聞，日

本人最後向美國人求助，用大砲轟炸滅火的事件，竹東油田因此聞名世界。 

於是因著石油的開採，臺灣鑛業會社竹東油業所在竹東街的東南方蓋了一片

宿舍，裡面設備在當時是十分先進而舒適的，有自己獨立的生活機能，包括俱樂

部、醫務室、商店、浴場，自成一個完整的日本社區（現在稱為「資源莊」），面

積有二萬八千三百坪15。沒有多久，竹東街內就住進了許多日本人，當時連在竹

東一帶的公共巴士都是用石油氣作燃料的，街上還有石油氣加氣站（後來黎許傳

先生還帶研究者去看其中一個在員崠國小下方的石油氣加氣站遺跡）。他們有自

                                                
15 參見臺灣礦業株式會社（1937），《竹東油業所概要》，新竹：臺灣礦業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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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活圈，因為遠離家鄉日本，十分需要精神上的慰藉，於是在他們的竹東油

業所社區的南方—員崠山，建立自己的信仰中心—員崠神社，祭祀天香山神（由

日本新潟縣彌彥神社分靈而來），是日本人開採石油業的保護神16（參見附件二之

照片 4至照片 6）。 

因為開採石油氣而住進許多日本人，竹東街就開始迅速發展，人口也超過了

當時熱鬧的北埔街。後來日本人因著宗教政策的關係，建造了屬於街庄的「竹東

神社」17（祭神是國家神到系統的明治天皇、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 

問到其中幾位客家老先生他們對於神社參拜的想法，從橫山搬來的老先生

說： 

「日治末期我們還在讀小學，當時從橫山出來要到竹東街上，交

通非常不方便，沒有什麼交通工具，走路要走很遠。日本人規定學校

要定期帶學生到竹東神社參拜，於是學校在固定要到竹東神社參拜的

日子就舉辦『遠足』，由老師帶著學生來竹東神社參拜。」 

 

從小就住竹東的 73歲老先生說，家中有規定供奉神宮大麻，神社卻很少去

拜。竹東神社平常是開放的，感覺沒什麼特別，指覺得它像個公園，平常都可以

隨意去旅遊，沒有管制進出，只是老師常常不定時的會帶他們去打掃和除草。他

當時讀的是大山背國小，今名楓香國小，距離神社很近，學校帶他們去參拜時大

家都很高興，因為不用上課，感覺很像郊遊，卻不懂參拜有什麼意義，而當時的

校長和老師都是日本人。學校上課時老師會說明和解釋為什麼要參拜，拜的對象

是什麼，近神社看到有特別高貴的柏樹，像屋子一般高，全部是人工栽植，不是

原生樹種，很漂亮。 

 

他們對神社的印象很平淡，祇覺得日本的廟宇和中國的廟宇非常不同。 

軟橋一帶搬來的老先生則覺得在神社舉辦慶典的時候，非常熱鬧，因為人很

多，各公家機關都必須參加，但是日本人並沒有強制學校的每一個學生都必須參

加，所以他們學校都是採取派人參加的方式，並沒有全部學生都去。平常的時候，

他們學校則會定期、輪流派定學生，到神社裡面鋤草、打掃、清潔環境。 

最後他們共同的感覺是，日本神社信仰在竹東街客家人的社會裡，並沒有造

成什麼樣的影響，日本神社裡沒有雕刻的神像讓他們覺得很希奇，神社裡的氣氛

                                                
16 竹東郡役所（1937），《竹東郡勢要覽》，頁 27。 
17 員崠山神社建於昭和 10年，竹東神社建於昭和 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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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不同。 

 

例五：東部地區 

    在本文第三章第二節提及，東部的神社只有花蓮港廳的花蓮港神社（縣社）、

佐久間神社（原住民地區的神社，位於大比多社—今之天祥，為無格社）和三個

日本官方移民村的吉野、豐田、林田神社（均為無格社），臺東廳的臺東神社（縣

社），共有 5 個神社；其餘皆為社祠，這些社祠的角色是要在精神方面控制並改

造原住民的思想和信仰，東部社祠的數量很多，花蓮港廳有 15處，臺東廳有 40

處，而 1940年初的記載裡，在蕃地建造的也不過 69處。 

在二戰後日本退出臺灣，許多神社迅即遭到破壞，有些神社則被改變用途，

如前述的忠烈祠。東部地區則除了花蓮港廳被選為忠烈祠而改建外，花蓮廳的吉

野神社成為慶修院（參見附件二之照片 48至照片 49），豐田神社今為碧蓮寺（參

見附件二之照片 94），此外，花蓮廳新城地區的社祠成為天主堂（參見附件二之

照片 91 至照片 93），這些情形即顯示二戰結束後，日本國家神道退出臺灣，其

他宗教進入後取代的情形。 

    在臺東一帶地區的狀況則頗為特殊，國家神道也隨日本人離開台灣而迅即結

束，社祠參拜不復存在，原住民逐漸恢復自己族群的社會制度和節慶儀典，其他

的宗教也開始進入。結果並不是漢人傳統的宗教勢力在這裡擴展，而是基督教和

天主教的傳播，順利的在每一個小聚落中扎根，成為這裡原住民部落最重要的宗

教信仰，幾乎每一個原住民部落裡都可以看見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而基督教

中又以長老會最穩定發展，此外是真耶穌教會；以都蘭為例，這一個聚落可以看

見基督教的長老會教堂（參見附件二之照片 95至 100），包括都興教會和都蘭教

會，教堂修建得美輪美奐，成為原住民新的、重要的信仰中心。 

 
 
 

小結： 
（一）二戰後神社的接收，因為接管工作最重要的原則，是以所謂建立對等機構

的方式來進行；亦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衡量日治總督府各機關單位之性質，即

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立的相對類似的行政機構進行接管和重建；所以長官公

署在組織型態上大抵承襲日治時總督府的組織體系。 

因為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下，設置有 9個「處」，接受監督與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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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名為「教育處」，行政機構與等級相當於日治時期的「文教局」，就接管

與重建日治時期「文教局」的業務與工作（在日治時期的文教局管理的業務包括

神社和神社土地）。 

（二）不同層級的神社土地由不同層級的行政區域接收與管理，轉為其他土地使

用，中央要求各縣市擇一作為忠烈祠外，因為土地大多廣闊，植被茂密良好，又

是接收為公有地，所以保留為公園用地或生態園區的超過有 30處，作為學校校

地的也有 14處，這是都市之福。 

（三）二戰後住在神社社域內的居民，因為居民來源、性質和居住時間的不同，

對於神社的觀感自然不同，有的覺得觀感很好，有的覺得觀感不佳。例如新竹神

社參拜道兩側最早的居民是隨政府來臺的軍人，對神社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甚

至因為對日本人印象不好而對於神社的感覺不佳；而佳冬神社旁的居民卻因為近

年來鄉土教育興起，他們因此受到矚目，所以回想小時的神社印象還很懷念；東

港神社所在的海濱國小校長則致力保存遺跡，還製作神社專刊回顧並紀念。 

全臺灣近 200個神社，除了桃園神社保留狀況最佳以外，在臺灣各地的神社

有許多都已經拆毀、頹圯，甚至消失。但在臺灣開始重視本土文化之後，有些地

方的神社建築又再度受到關注，例如通霄神社18、新竹神社19、桃園神社20、宜蘭

神社21等，而通霄神社、桃園神社、宜蘭神社是因為被選則作為忠烈祠之故，所

以又特別受到重視。像這樣有歷史意義的神社建築，假如沒有官方的力量，也沒

有像東港海濱國小校長這樣的有心人，肯定會逐漸消失。 

（四）東部地區的日本國家神道信仰隨著二戰結束日人退出而結束，繼而進入的

其他宗教信仰，在花蓮還可見到小部分佛教取而代之，而大部分原住民部落裡，

因著基督教和天主教積極的傳教，所以今日看見的外來宗教以此二者為主。 

                                                
18 通霄神社於民國 93年獲得文建會補助 1400多萬進行本殿、拜殿和參拜道的修復，苗栗縣文化

局和通霄鎮公所等單位在神社修復工作完成後辦理「再現通霄神社新風貌」活動（民國 94年

6月 19日），希望喚起民眾對歷史和文化的認同，並建立重視文化資產的觀念；甚至希望能以

神社為主軸，打造「文化園區」。 
19 新竹神社則於民國 87年 7月時，受到新竹市政府重視，計畫籌編預算進行調查研究，12月新

竹市政府去函入出境管理局維修時盡量保存原貌，因為極具保存價值；89年學者專家會勘後

並決議將「新竹神社殘蹟及其附屬建築」列入古蹟；90年 6月新竹市政府文化局正式提報為

市定古蹟，市政府文資第一一○九四五號函正式公告之。 
20 桃園神社則曾於民國 70年代因拆除與否引起各界爭論，但於 83年被定為三級古蹟而保存下

來，89年委託學者李乾朗主持調查研究，希望加以整理修復。 
21 宜蘭神社則在宜蘭縣政府在民國 88年進行忠烈祠整修工程時，發掘岀神社本殿的基地，就特

別停工變更設計，以強化玻璃保護神社本殿基地，89年完工後重新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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