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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坤良仙「南方澳」系列散文與村史建構之探討 

邵玉明 ∗ 

一、導言 

對於南方澳這個漁港的印象，也正如坤良仙所言的漁船、海產店、媽

祖廟、魚市場、造船廠、還有陣陣的大海的味道，或許曾經和坤良仙擦身

而過，也不自知。曾經，是短暫的住民，也是過客。懷著這一份對南方澳

既熟悉又陌生的印象，打開《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1的書頁，受坤良仙的

文字感染，我也掉進自己的宜蘭 (南方澳在宜蘭 )經驗裡去。  

如果說爭吵萬端的本土問題，若是落到坤良仙的嘴來講，可能會比喻

到「脫衣舞」、「歌仔戲」、「舞臺表演」、「歌舞團」，或者他那植根於故鄉的

「南方澳」的魚港味。是生活的、是經驗的、是直指內心的「土地」的滋

味。它不是一種意識，卻充填於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之中。沒有對抗、也無

驕傲，更不用隱晦，是一種對於土地的相思、與對過去時光的詠嘆。是對

斯土的關愛，不政治、沒黨派、只有一份含著「泥土」及「大海味」的相

思。  

說到坤良仙的寫作，「真」是他描述的最高技巧，「觀察入微」則是他

創作的行動原則。沒有雕琢，自然流露並且情感飽滿，這樣的筆調，不用

那些什麼現代主義、寫實主義、後現代主義、⋯⋯來分析它，這樣反而是

一種學院派的「俗氣」。正如坤良仙所說創作重要是「內容」、「題材」，「形

式是外在的」。不也說明了他的文章風格，著重在對「內容」與對「題材」

的觀察入微。看似輕鬆的筆法，可是必須要有「內容」與「細心觀察」在

表現上則不會流於只是「形式描寫」，而是從平實的文筆中流露出「真情

至性」，此何嘗容易啊！  

所謂的「南方澳」系列散文，是坤良仙對南方澳的情感寄託，透過一

篇篇的散文所串接出南方澳一地的風土人文特色，建構出以人為中心的南

方澳漁港生活的紀錄，《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也是他對於南方澳生活的

回憶錄。之所以說系列，這是由於《南方澳》一書，是他不斷以其所居的

                                                 
∗ 逢甲大學中研所碩士班。 
1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台北縣：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2007 年 6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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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澳生活書寫的篇章所組成，書分三卷，卷一，海上大舞台；卷二，歌

舞團的故事；卷三，青春悲喜曲。篇章各展現不同人物面貌與生活及在南

方澳常民生活的主題。而這個組成並未因成書而結束，對於南方澳的生活

故事，坤良仙自出書之後，還陸續發表，〈再說一段南方澳情事〉 (《印刻

文學生活誌》，95.06)；〈粗坑的菅芒〉 (《聯合文學》，96.06)；〈日出東方〉

(《聯合報》，2007 年 2 月 6、7 日 )等篇章，而這些篇章則收錄在《跳舞男

女 --我的幸福學校》一書中。由於這些陸續而出的南方澳生活故事的串聯，

因此稱此為系列之作。而坤良仙認為：「歷練提供創作參考；規則自訂，掌

握時間持續而行；地方都有其特殊的人文傳統，但南方澳是開放的，在地

深入才會明白；有興趣，還要利用興趣，更好與生活事業相結合。」2閱讀

坤良仙的「南方澳」系列的創作，觀其內容，則為理解其創作最好的說明。 

從《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到《跳舞男女》 3，第一個感覺，坤良仙

在前作的基礎下，擴大了他的觀察視野，筆調依舊，範圍卻擴展的更大了。

不自誇外，更多了一份謙虛，寫真之外，透露更多對於臺灣斯土地方文化

的敏銳感想，那些已不是他過往的宜蘭經驗了。在看膩了的悲情「臺灣」

回憶，我看見那質樸純真「愛臺灣」的真正本質，孕含其中，而且「植根

本土」更加上客觀的「國際視野」。  

坤良仙的創作，著重對事物的深入觀察與資料的掌握，其文學形式是

能反映出來對於事物深度的觀察面上的呈現。其散文用語並不尚難，文字

也不雕琢，敘事清析，以人事陳述為主，而不以文筆瑰麗為尚，讀來清新

可喜，「清楚」並且讓人能夠感動。其為文創作，明顯反應出，坤良仙的

「史學」背景。這樣一來，坤良仙散文作品的風格就很清楚，受到史傳文

學的影響。是充滿「寫實主義」風格，當集其系列文章而見，就可呈現出

「南方澳」地方史的味道。本論以《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為探討主體，

《跳舞男女》作為延續補述資料，由於其中陳述「南方澳」的部分是與《南

方澳大戲院興亡史》相連貫，故合二部份做為論述觀察的依據。但所討論

                                                 
2 2007彰師大學術演講「進出幾種文類的經驗」邱坤良教授 96 年 11月 28日講題
整理。 

3 邱坤良《跳舞男女：我的幸福學校》，台北市：九歌出版社， 2007 年 10月，初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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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非內容，而是以其創作筆法與「村史建構」的寫作方向提出個人淺見。 

二、從創作地方文史觀念看《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 

坤良仙的創作是有其連貫性的，若要清楚體會其散文創作，不得不從

《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這本著手。坤良仙此作品除了筆調清鬆時有詼諧，

主體陳述他的南方澳生活經驗外，活脫似他個人的年少傳記。透過了記憶、

生活觀察與體驗的陳述，描繪了南方澳光復以後當地的社會狀況，這包含

了眾多面向，地理、宗教、民生、經濟、娛樂、教育、族群⋯⋯等，眾多

社會面貌的呈現。也就是這種真面貌的描述，雖然無心或者有意，這樣的

散文創作對地方文史建構，題供了一種新的創作方向。  

從創作地方文史的關念來看，地方志著重對於所在環境人、事、地、

物的紀錄及描寫，以呈現地方時代變遷，在這樣的精神下，我們從《南方

澳大戲院興亡史》來看：坤良仙創作的最初期望：  

希望寫一部南方澳史紀錄這個漁港百年來的興衰起落，以及來自全

省各地移民所建構起來的南方澳文化。我想寫南方澳史，最早的動

機是因為想寫「南方澳大戲院史」希望能把在「南方澳大戲院」的

生活經驗記錄下來，讓後代子孫知道，他們的祖先我，是如何在困

難的環境中快樂地生活。 4 

因此，對「南方澳仔」的地理、歷史、住民人種、所在位置，生活條件與

社會環境，都做了框架式的建構。他擺脫傳統寫史分寫方式，將其時空、

人、事、物融合為一體的表述方式，呈現出南方澳的時間與空間的立體架

構。例如，對於地方歷史所應呈現的，若如宗教信仰來說，對於港口普遍

性的媽祖信仰坤良仙在〈這邊港與彼邊港〉的描述中云：  

南方澳更締造歷史的新頁，數百漁船組成船隊，突破政府禁令，浩

浩蕩蕩地到湄洲迎媽祖，一下子把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南方澳媽祖廟

提升到名廟之林。 5 

陳述媽祖信仰，不是從沿革、規模、歷史源流陳述，坤良仙描繪的媽祖信

仰內容是和常民生活結合在一起的事件陳述。不但描述媽祖源流、地方之

信仰中心、干犯政令，為信仰付出的常民情感。在〈金媽祖的故鄉〉對於

                                                 
4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頁 40。 
5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這邊港與彼邊港〉，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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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廟門聯內容記憶的深刻，其言：  

記憶中最早能背誦的文章詩句不是三字經，不是唐詩、宋詞，也不

是《蔣氏慈孝錄》而是這幾個字「南向仙台，恍見仙槎浮海上；天

開聖域，恭迎聖駕駐江濱。」虛無飄緲，仙風道骨，誰知道在講什

麼？這是南天宮媽祖廟的聯句。 6 

用語詼諧，但同時保留了早期南天宮媽祖廟的對聯內容。對於南天宮的描

述五○年代的廟宇，乃像一座無所不包的博物館與演藝廳、漁民生活與媽

祖信仰間的聯繫，還有地方上其他媽祖信仰間的變遷旣融合又爭鬥的過程

概括，如：  

北方澳漁村改成軍港之後，當地住民集體遷入南方澳，他們供奉的

進安宮媽祖也遷來漁港，在南天宮不到三百公尺建廟。臥榻之側豈

容他人酣睡？兩位媽祖間開始了戰爭。從廟殿整修，擴建，到祭典

場面，競相爭奇鬥艷，地方國中、國小在家長會的引導下都成為迎

神賽會的陣頭。 7 

地方的人、事，如何與信仰、宗教建築之間的聯繫上，不是單純的說明當

地信仰什麼，宗教建築神像多麼華美，歷史久遠之詞，而是住民與宗教融

合的寫真。對於金身媽祖的由來，南方澳的進香如何突破國安禁忌，媽祖

和民間生活如何的扣合在一起，都充滿了常民生活的記憶。而對於媽祖廟

的變遷亦有所興發，其云：  

金媽祖的崛起，在某些層面反映當前宜蘭文化，甚至台灣文化「大

就是美」、「熱鬧就成功」的觀念⋯⋯要如何保護這七千多萬？光靠

媽祖的靈驗與遊客的誠實是無用的，緊密的保全才能保衛媽祖。 8 

又：  

柴頭雕的媽祖時代過去了，金製的媽祖來了，南天宮愈有名，與南

方澳的關係反而愈趨淡薄，漁港原有的人情逐漸消失了，外地親友

來訪，本地人大概也不得不帶他們去謁見媽祖了。 9 

這有著今昔差異的感嘆與諷刺的意味。我們所見，坤良仙描述南方澳媽祖

                                                 
6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頁 67。 
7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頁 73。 
8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頁 80。 
9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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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演變的過程，地方信仰的媽祖廟，他是在人、事之中烘托而出。當然對

於宗教部分的敘事描繪還有〈少年來福造神事件〉 10，以及散見於其他篇

章中的片段。坤良仙創作在形物之外，融入在地人的生活在其中，金媽祖

象徵了南方澳的改變，柴頭媽祖的古意，常民生活在媽祖面前生動上演，

他不只描繪出南天宮的演變，也述說常民生活的改變過程。這擺脫純物象

的描述，而與南方澳的人與事結合。  

這樣的創作型態，在《南方澳》篇章之中所在多有，也就是說其文形

成了史的脈絡，旣述物又寫事，並融入常民生活在其中。這樣的做法不純

粹是單純報導，在卷一：蘭陽大舞台，與卷二：歌舞團的故事，整個架構

都是串接著在南方澳這個地區在地生活的融合，漁民生活，漁港活動，生

活型態，童趣生活，透過這些建構出南方澳這個地方的空間歷史，呈現出

一種立體的想像，交織出南方澳村鄉歷史脈絡，擺脫一種以線性陳述呆板

框架。  

地方志的範圍是大的，我們以坤良仙所處的宜蘭，拿《葛瑪蘭志》11為

例，志分三十一，「天文、建置、疆域、山川、城池、街市、津粱、海防、

水利、戶口、田賦、屯田、鹽法、祀典、祀廟、學校、書院、鋪遞、人物、

物產、風俗、番事、藝文」等等，這些眾多的元素構成一部地方志。志序

云：  

夫修志難，而創始尤難。前無所考，今無所承，獨以一己之力，網

羅抉擇，蔚然稱明備焉！故不特為一時文獻之徵，亦使後人有所依

據。 12 

南方澳之地處宜蘭南陲，若以「村鄉」視之，作志規模，焉可與地方志相

比擬，且政教法令所出，非鄉村也，故村鄉志，應不以「建置、疆域、山

川、城池、街市、津粱、海防、水利、戶口、田賦、屯田、鹽法、祀典、

祀廟、學校、書院、鋪遞」等為重的創作，而以「地方人物、事件、風物、

習俗、藝文、宗教」為創寫中心，述其演變。這樣小形「鄉村志」的落實，

將會使大型地方志取材方便，內容更加豐富而活潑。  

從南方澳一地的「史記」建構來看，坤良仙的《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

                                                 
10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少年來福造神事件〉，頁 103。 
11 柯元培《台灣文獻叢刊-噶瑪蘭志略》，台灣省文獻會編印，民 82。   
12 柯元培《台灣文獻叢刊-噶瑪蘭志略》，〈吳序〉，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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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其待補充之處，從地方志的架構，我們明白，地方史的建構，必須有

無數的資料，進行分類，連貫而建構出來的。《葛瑪蘭志》志雖然宛若一

本分類帳簿，具有史料價值，但坤良仙的南方澳一書，對於南方澳初興的

敘述略過於單薄，雖然這一部份，若加以取材陳述，則更能突顯出一地方

「史」的架構。  

就寫作體例而言，時間是線性發展而下，空間卻是立體的變化，地理、

山川、風物的描繪，本是單純的，是可以和人事相結合，互聯勾串，成就

一篇文章中的立體畫面，突現出空間的立體感。小說中常以生活的概括來

創造典型人物，不同人物有其概括性；事件有其因果影響；在時間序的脈

絡下勾串，呈現立體的架構。小說需要虛構的成分，而鄉村史建立在事實、

真實，排除虛構的成分。宛若小說筆法，卻呈現真實的社會，這就是坤良

仙的《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特殊之處。用以創作村史，便可使村鄉史更

具可看的因素。  

坤良仙在創作《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本身已然有立「史」的概念，

百年的南方澳史當然有其可觀性，坤良仙所設定的時空乃以戲院興衰引

發，由我、戲院、學校、漁港生態、地理、社會、宗教、風俗、人物交織，

建構出一定時期南方澳的風貌。這種敘事方法，提供對建構村鄉歷史一個

方向。以各項歷史元素，交織形成一個完整南方澳的形像塑造。一種客觀

敘述，夾敘夾議的做法，在《太史公書》早有此作，坤良仙的筆法、寫作

制度無疑的，提供我們建構地方鄉村史的發展新的參考作法。  

三、「南方澳」系列散文呈現村史建構的內涵 

在《南方澳》出書八年之際，坤良仙的近作《跳舞男女》輯一，〈迷

濛的島嶼〉；〈粗坑的菅芒〉；〈日出東方〉；〈再說一段南方澳情事〉，這些

陸續創作的篇章可以視之《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的延伸之作，論題所言

「系列」之因即在此。〈迷濛的島嶼〉 13談釣魚臺與南方澳間深厚的淵源，

是以南方澳漁家奮鬥的過程進行回憶，「拼無人島」，對南方澳漁民甚至在

地人生活的影響，「拼無人島」的利與危，對漁民「海海人生財富與死亡

的象徵」以及南方澳漁民四季海上生活的描寫，並延伸到南方澳民眾陸上

生活也擺脫不了和魚產生關係，更對於天然災害「颱風」對南方澳的影響

                                                 
13 邱坤良《跳舞男女：我的幸福學校》，〈迷濛的島嶼〉，頁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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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陳述。  

〈粗坑的菅芒〉 14雖述其姑姑，但無疑的對於南方澳外圍地理進行描

述，更像是對於鄉野間無名人物立傳。說立傳或許過於正經，應該是對於

社會底層的人物被忽視的無奈之言。生活困頓也不改純真本色的鄉野人

物，人生在世，各顯風姿，更道盡現代人情的冷漠，也體現坤良仙「悲憫

的一面」。〈日出東方〉 15對東西部的差異性描述，兼敘地理人文風土，對

族群深刻的認識，以其特有的南方澳經驗，似有反諷現實社會中族群對立

的無知行徑，用一個融合多元的社群進行對比分析，若如對現在族群分裂

的政治議題進行反思。  

〈再說一段南方澳情事〉 16歸結坤良仙這南方澳一系列的文章的感想

與心情，以一種平等的觀念來看待南方澳各個族群。坤良仙家鄉的觀念，

無疑的是一種寬和的、不分族群的觀念，無論先來後到，遲早都會變成「南

方澳人」，擺脫族群分別意識的觀念。而以斯土為中心。「南方澳大戲院興

亡史」他是一個區域家鄉故事的概念，放諸於各地都有成就這樣文章的元

素。也就是本文所欲探討「地方史建構」的涵義，沒有族群意識乖隔的、

生活的「村鄉史」。  

在《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與《跳舞男女》的篇章綜合交織，從一個

人、一座廟、一條路、一個過程、一份感動、一個節慶，這份記憶都可成

為建構村鄉史的內容，「形物」不過是襯托那裡面人的「佈景」。逐漸從南

方澳逐漸擴大而出。從而更清楚明白南方澳一地的地理人文特色。在村鄉

史的建構上，許多描述是不必要以專章作為說明的，專章說明反而不能夠

突顯它的在地特色。如純粹說明般的敘述反而和在地生活型態格格不入，

這是因為只取物形描繪所造成的。《大家來寫村史總論》序中言：「使鄉野

歷史資料轉化為活生生的先民生活史。」17常民生活才是村史創作的主體。 

形物是村史生活型態中的點綴，在生活的描繪中穿插摹寫，看的人也

能心領神會，並充滿趣味性。坤良仙這樣的創寫不刻版，引起讀者共鳴與

                                                 
14 邱坤良《跳舞男女：我的幸福學校》，〈粗坑的菅芒〉，頁 31-42。 
15 邱坤良《跳舞男女：我的幸福學校》，〈日出東方〉，頁 43-54。 
16 邱坤良《跳舞男女：我的幸福學校》，〈再說一段南方澳情事〉，頁 55-64。 
17 周樑楷等箸《大家來寫村史總論》，〈採擷歷史中的的感動〉，彰化縣文化局，民

94，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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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其實創寫內容亦有根據，不讓文章落入一種制式刻版的印象而已。

坤良仙，學史出身，焉不知地方志的寫作方式嗎？司馬遷以來的史傳文學

傳統，本就是寫史寫志的好方法。並不因為它本身未符學術規範，加注釋，

就失去史學的價值。周樑凱先生認為：  

史料固然可貴，然而「大家來寫村使運動」理想史書是寫給大眾喜

歡閱讀的歷史，所以我們有三不原則：(1)不要史料彙編的作品，

(2)不要類似地方行政體系出版的方志，(3)不要學院派的專著。 18 

而台大歷史系吳密察先生也認為「強調從民間底層由上而下，不拘形式，

大家分別表述集體記憶，或共同歷史。⋯⋯同時地方史的呈現不必受限於

傳統方志的體例。」19村鄉史傳著作本無定制，求實求真為宜，間雜抒情、

議論，觀點各異，唯不失真即可。坤良仙這種類如自傳式的陳述，雖然雜

蕪一體。一文之中間敘人文、歷史、地理、物產、人物、夾敘夾議，陳己

所思及其所見。讓人能心領神會，南方澳之風土、民俗、歷史、興衰、轉

變，領略其美、詳其住民生活，盡在其中，焉是報導式的村史著作可比擬。

這是由於坤良仙文章述說得其「深刻」之故。「太史公書」的史傳文學精

神，坤良仙可謂得其神髓。實際上，「南方澳」系列作品可稱為「村鄉史」

創作體例的重要參考作品之一。  

肯定小人物，那是村鄉史的最重要組成元素。在〈再說一段南方澳情

事〉最後拿南方澳地方來說明：  

有南方澳精神的人自然不只我一人，每個南方澳人都有他們的南方

澳經驗與精神，能從生活中直接敘述一段屬於它們的南方澳歷史，

以及社會變遷的過程，彼此共通又不相同。這種經驗似乎尋常，卻

極其珍貴，與缺乏人文傳統的新市鎮、社區截然不同，與古老城鎮

住民僅有的片段記憶的情形也大異其趣。若從今日看來，南方澳人

還得加上泰國外勞、菲律賓外傭、中國漁工、印尼、越南新娘。這

些人初來乍到，遲早都會變成南方澳人，生一堆「南方澳囝子」。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段屬於南方澳的故事，每一個人也應該都有這一

                                                 
18 周樑楷等箸《大家來寫村史總論》，〈大家來寫村史的緣—彰化縣民領導歷史意義

的自覺運動〉，頁 27。 
19 周樑楷等箸《大家來寫村史總論》，〈大家來寫村史的緣—彰化縣民領導歷史意義

的自覺運動〉，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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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起源於自己家鄉的故事。 20 

若以地方村史創作的觀念來看，他表現的中心點不是政治、也不是傳統、

更無意識，而是以常民生活、以地方民俗、以活生生的小人物，歌舞電影

表演為寫作的中心。建立了是一種常民生活的村莊史，人是中心，過往的

歷史、山川、地理、自然景觀都已是現實生活的陪襯。實際上完全符合擺

脫舊方志與學術的框架，這也就是坤良仙的「南方澳」系列散文的迷人所

在。  

四、坤良仙的散文創作與「地方史的建構」 

彰化地區文史工作蓬勃，對於地方鄉村史的建構也正積極進行，出版

了多部著作，提供村史建構的方向。坤良仙的「南方澳」系列文章，對於

地方史的建構創作，提供文史工作上什麼養分？我們就創作體例與敘事方

法嘗試分析，一部村鄉史應該有哪些部份？以及其建構的元素的必要部分

是什麼？在《大家來寫村史》中對於村史的寫作方法上提出：  

(一)村莊的地理位置，境域與生態環境。 

(二）村民來源分析與聚落的形成。 

(三)宗教信仰與民俗生活。 

(四)開發概況與行政區的沿革。 

(五)村莊住民的工作與活動。 

(六)傳說、掌故或值得書寫的歷史文物。 

(七)村莊大事年表--寫出從古到今村莊上的共同記憶。 21 

這些都是建構村史內容的必要元素，元素經過組織撰寫成文章。村史若如

「報導文學」，如「新聞陳述」，反不能得其深刻，不能見其真正內涵，只

求於形式正確。以報導方式呈現地方史缺乏的是人情的味道與區塊分割，

求其一定的脈絡是可以的。但是，真能彰顯區域內的真精神嗎？這樣的規

格式的寫作方法，套用到村史的寫作上，產生的結果，其實和一般地方志

的概念是一樣的，呈現出一種區塊式的介紹，分割。我們看坤良仙的敘述，

在道陳南方澳歷史方面，例如〈這邊港與彼邊港〉說：  

南方澳的歷史不過百年，但所經歷的族群變遷，社會發展有如台灣

                                                 
20 邱坤良《跳舞男女：我的幸福學校》，〈再說一段南方澳情事〉，頁 63-64。 
21 周樑楷等箸《大家來寫村史總論》，〈附錄二、村莊史的寫作法〉，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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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史的縮影。文獻上的猴猴社，在這個世紀初期已不見蹤機跡。

一九二三年開港之後，漢人、日本人陸續移居於此。戰後日本人、

琉球人離開了，來自台灣各地的移民大量擁入，短短二十年間，這

個原本人煙稀少的小漁村一下子成為人船擁擠的大漁港。 22 

這段描述了南方澳族群變遷的概括。是一種時空移動彙整的寫法。又言： 

南方澳不會因為移入地不同而相互仇視。每個在這裡成家立業的人

不管先來後到，來自小琉球，龜山島、恆春、澎湖也好，福州、朝

鲜、沖繩也罷，都是「在地人」，只有在南方澳沒有家的人才會被

看成「外地人」。 23 

此寫南方澳族群豐富。又寫南方澳的地理特色如：  

我經常爬上蘇花公路，俯瞰腳底下的大舞台，做為佈景的是海灣、

港口、山巒，若即若離。學校、廟宇、漁民之家、魚市場、造船廠、

天主堂、⋯⋯都是共同建構大舞台的小舞台。 24 

這一段描繪了南方澳的地文建築的組成。這些都是民國三十八 (1949)年坤

良仙出生，他所眼見的南方澳地文、人口的特色。在道述先民歷史如說明： 

根據學者研究，是猴猴社的平埔族人，馬偕牧師在十九世紀八○年

代到南方澳傳教。 25 

其文中並引口述傳說，用說故事的方式，來陳述說明這段南方澳的歷史。

在地方語言特色上云：  

南方澳的人不論來自何地，講的都是福佬話。但宜蘭腔、加上各種

下港腔及外省腔台語，共同形成南方澳話。 26 

這些陳述都是在人的活動中穿插。物是靜的，人才是史傳中的主角，事是

人為的，因此，不論是巨著的「史記」，歷史的脈絡，主要都是紀錄人在

一段的時間中，發生的人與事的紀錄，而物則本是歷史洪流中遺留下來「陪

葬品」。舉例只是說明，坤良仙早將建構地方史的元素融入在文章之中，

而物只不過是紛陳在各個不同的敘人、敘事之中。  

                                                 
22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這邊港與彼邊港〉，頁 27。 
23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這邊港與彼邊港〉，頁 29。 
24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頁 29。 
25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頁 41。 
26 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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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南方澳金媽祖的例舉後，我們再看下面這段村莊史風情的陳述： 

北斗街北門附近，有一座以蕭何(太傅)為神主的富美館，是北門一

帶居民的信仰中心。昂立在北斗農會前，可以清晰地觀看整座廟

身，裡頭一對廟聯書寫著「富我邦家千歲威靈震北斗；美斯鄉土三

王神庇遍螺陽」。螺陽，亦是北斗街的別稱，往昔以為「山南水北

謂之陽」，北斗街由於位於東螺溪的北側，因此詩人作詩填詞時，

紛紛以螺陽來代稱北斗。富美社官鄉傳乃光緒三年(1877)，北門附

近居民為了建立共同的信仰，乃集資興建本廟，原址在地政路附

近，明治三十一年(1898)因風雨摧毀，荒廢了一段時日，待明治三

十七年(1904)才又整建，築遷至現址。本廟主祀蕭府王爺、配祀趙

府元帥、康府元帥、蕭府夫人，信徒對於王爺驅除疾惡以及保佑家

居平安、五穀豐收之神威，極具信心。 27 

以如此新聞報導的方式，我們只可見到的是一種對物的沿革陳述，是絕對

的空虛，因為這樣呈現，只見物形的演變而毫無人氣。關於村史呈現的模

式，謝瑞龍先生的書中引其師云：  

以較具常民生活呈現的型態來作為主軸，這樣的作法對於大多數的

街莊村里風情呈現有正面的幫助。 28 

常民生活才是呈現村鄉史的寫作主軸。又〈在悠遊古往今來的況味〉一文

言：  

村史的意涵，本身就建立在多元文化與歷史材料的解放當中，但我

們也共識到，如果不能真實的貼近社區生命，如果不能被居民樂於

閱讀和易於了解，如果沒有從社區為主體的歷史觀點，如果不是在

文學的表達與史實的考證有相當的水準，村史終就難以在浩瀚的資

訊中留存。 29 

這些都是指導村史創寫的真知灼見。而謝瑞隆先生本身卻認為：  

如果以街肆民眾的生活的故事點滴來作主要的鋪陳方式，便難以窺

見完整的鄉土文學意象，當地方民眾閱覽時，勢必也難以感到滿

                                                 
27 謝瑞隆等箸《戀戀北斗街風情》，彰化縣文化局，民 94，〈南門境 北門境〉，頁
42。 

28 周樑楷等箸《大家來寫村史總論》，〈大家來寫村史略談〉，謝瑞隆，頁 92。 
29 周樑楷等箸《大家來寫村史總論》，〈在悠遊古往今來的況味〉，林宗盛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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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30 

作者能否適切地運用文獻、口述資料、甚至相關的文學作品，以及圖像，

甚至自我經驗歷程，不簡不繁，剪裁得宜的融入個人情感的表達，貼切勾

勒出社區發展的面貌，使得村鄉史作品旣蘊含「人」的氣息，又兼得史傳

論述的況味，那就必須由作者自己模劃。謝瑞隆先生此言所錄於民國 94

年 8 月出版的《大家來寫村史總論》之中，而坤良仙的《南方澳大戲院興

亡史》於民國 88 年業以出書。或許謝瑞隆先生沒能見及體會坤良仙的作

品，才興出此語吧！周樑凱先生認為：  

就整體而言，村史的內容應該呈現常民的生活文化圈⋯⋯村史的撰

寫者，因為生於此，長於此，與在地人的距離較「黏」，所以個人

的喜好往往鮮明。⋯⋯除了人物和家族外，應多描寫本地昔日特殊

的習俗、事件、諺語、傳說、古地名、自然環境、動植物等等。 31 

當然，述百年前的古人、古事、古物，當然是建構地方史的重要環節，但

一味的描述報導，缺乏「人情」，讀之當然索然無味。  

不是每個地方都有豐功偉業、壯麗山河，或者歷史悠久，地位重要可

資創作，但是常民萬端生活，絕對俯拾可得，人才是創造村鄉史的最基本

元素，民眾閱讀的滿足，是對那些人、那些事的悸動。而不是對古蹟這個

個體、這個土地的物的感動。地方村史工作或許太過於追求物的探討挖掘，

因陷入鋪陳報導以物為中心，所以才令閱讀者不滿足，村鄉史報導式的方

法只是令知，而不會感動。  

在寫作手法：  

【坤良仙】在《南方澳》採用白描的手法，可能是個人的文字風格，

卻也恰如其分的與十三篇文章的小說人物進行合拍，⋯⋯「白描手

法」常犯的清淡無味(無味無素)尤其情境落差及其大的事件綿密出

現，竟有小說情節的衝突意味，令人可疑中欲罷不能。 32 

在《庶民文化與區域認同建構》一文，則言：「【坤良仙】因為這種緬懷慨

嘆的樸拙近人，與學術寫作慣有的高妙或犀利大相逕庭，該書才能引起一

                                                 
30 周樑楷等箸《大家來寫村史總論》，〈大家來寫村史略談〉，謝瑞隆，頁 92。 
31 周樑楷等箸《大家來寫村史總論》，〈大家來寫村史的緣起〉，頁 28。 
32 引<生猛的漁港少年青春夢--邱坤良的《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李潼，《文訊》

88.03(收錄印刻出版社，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附錄一，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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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閱讀者的廣大迴響。」 33其文內容是著重人文內涵的鄉土文學，從鄉土

關懷出發的樸質散文；是常民人物的真情書寫，從詼諧語調所呈現的真感

動；對於指導地方的文史工作，創寫體例與方向的試驗呈現，可資提供地

方村鄉史的創作者參考。  

五、結語  

臺灣自荷據時期以前已有零星開發，至今有三百餘年的歷史，這不包

括先住民的開拓部份。台灣經明鄭時期以降開發軌跡由南到北，清領時期

開發腳步逐步擴及東部後山。地方史的溯源工作，可真能理解到，臺灣這

片土地上的住民的發展過程，重要的是人，而不是那些古蹟。物件雖然是

歷史記憶的標記，而人與事才是書寫歷史所求的真正內涵。  

「南方澳」系列的創作，無疑的是坤良仙自傳性的散文作品。描繪少

年時期以及青少年時期個人生活經歷的概括並逐漸擴大，間雜評論。以史

為命名，除陳述南方澳地區轉變的過程，以個人童年記憶生活瑣事，描繪

南方澳這個漁鄉的變化。從海上大舞台開始，歌舞團的故事、青春悲喜曲、

描繪的是庶民生活歡喜悲苦，反映戰後六○、七○年代南方澳社會，藉由

事件、人物、變化。再增以《跳舞男女》中的補述和坤良仙豐富口語化的

表現方法，以及對民俗藝術之精深博識，讓「南方澳」系列篇章既趣味又

寫實，呈現出南方澳的社會、民間藝術、生活變遷興衰脈絡，是可參考做

為地方「村鄉史」撰寫體例的方式。  

坤良仙對民間表演藝術的研究，也是讓其散文創作具有豐富內涵的因

素所在。如歌仔戲、布袋戲、南戲、電影、民間藝閣、脫衣舞、廟會表演、

歌舞團，這些民間表演藝術，豐富了常民生活，藉由時間的推移，民間藝

術的興衰，人物的寫實描繪，其實，民間文學藝藝術表現就是那一最「真」、

最「誠」、最「樸實」一面，除去「文飾」、「雕琢」的藝術手法，坤良仙

讓我們看到不只是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也讓我們理解到許多臺灣民間藝

術的興衰轉變的過程。  

就寫作體例而言，時間是線性發展而下，空間卻是立體的變化，地理、

山川、風物的描繪，本是單純的，是可以和人、事相結合，互聯勾串，成

                                                 
33 引<庶民文化與區域認同建構--評[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簡妙如，《新

聞學研究》89.04(收錄印刻出版社邱坤良《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附錄二，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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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篇文章中的立體畫面，突現出空間的立體感。小說中常以生活的概括

來創造典型人物，不同人物有其概括性；事件有其因果影響；在時間序的

脈絡下勾串，呈現立體的架構。小說需要虛構的成分，而一村一地的史建

立在事實、真實，排除虛構的成分。能以宛若小說筆法，卻呈現真實的社

會，這就是坤良仙的「南方澳」系列散文特殊之處。用以創作村史，便可

使村鄉史更具可看性。本論，純粹對坤良仙集中南方澳地方的散文創作發

生共鳴，並試論引出對村鄉史創作的些許看法，坤良仙的南方澳情事，或

能為地方文史創作者，提供創寫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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