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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目前全球面臨漁業資源下降的問題，使得傳統漁業受到極大的衝擊，面對這

項衝擊，除了科學家積極尋求解決方案，擬定相關保育對策，期望能透過政策擬

定減緩資源下降的問題之外，各界為了維持經濟來源，也積極尋求轉型，藉由將

傳統漁業轉向觀光發展以因應此問題。 

台灣已有許多漁港力圖發展轉型，但卻不是每個漁港都能夠達到預期效果，

本研究目標─蚵仔寮漁港除了曾經榮獲台灣十大魅力漁港金獎，創立自有品牌

「戀戀蚵仔寮」，並且設立觀光魚市之外，每年在蚵仔寮漁港舉辦的「蚵寮小搖

滾」音樂祭也吸引大批遊客湧入，帶動地方觀光，被列為轉型較為成功的案例。

而該地的轉型成功主要有兩大行動者進行推動，分別是梓官區漁會以及由民間組

成的小搖滾團隊，漁會利用開發漁產品、拓展市場及建立品牌形象的方式強化蚵

仔寮漁港觀光轉型，蚵寮小搖滾則是利用網路力量、結合在地文化並融入新興的

流行元素成功吸引年輕族群，藉由這兩股力量互相牽制，共同帶起蚵仔寮的轉型，

使得蚵仔寮漁港成為一個被視為轉型十分成功的案例。 

成功轉型的過程中必定會有許多摩擦，而目前在外界看來成功的轉型是否能

存在著不為人知的問題，本研究欲探討在蚵仔寮漁港如此光鮮亮麗的外表背後的

隱憂，並且設法提出可行的辦法幫助蚵仔寮漁港達到長期永續的觀光事業。 

  



貳、文獻回顧 

近 30 年來，全世界已有許多漁種出現過漁的現象，而這種過度開發的

情形則是物種瀕臨滅絕的主因（劉光明，2000）。全球漁業資源下降使得傳

統漁業受到極大衝擊，台灣各地許多漁村為了因應這項衝擊而開始進行觀光

轉型，台灣對於觀光轉型的方向大約分成三項，包含休閒產業、生態旅遊、

海鮮文化三項，針對這三項我們分別舉出一地區的轉型案例文獻進行回顧： 

一、休閒產業─高雄茄萣區（李明諺，2006） 

我們以「漁村社區轉型策略研究之探討：以高雄縣茄萣鄉為例」這篇文

章當作漁村轉型休閒產業的例子，高雄市茄萣區早期發展即是以傳統漁業當

作主要發展目標，但由於大環境的改變加上年輕人口外流使得漁村人口老化，

面臨不得不轉型狀態，而目前地方政府無法提出有效的改善方法幫助漁村經

濟進步，高雄市海洋局將茄萣區興達港的主要方向轉為重力帆船等休閒產業，

同時保留觀光魚市，並且建造情人碼頭，以「北有漁人碼頭，南有情人碼頭」

為目標，常在情人碼頭舉辦活動，希望藉次打響知名度，且因這些活動帶動

該地區的生活消費量增加，藉此帶動茄萣區的進步。 

但就我們目前的觀察，情人碼頭建造至現在接近十年的時間，僅有初期

帶動觀光人潮，根據現在的觀察，情人碼頭以呈現荒廢的狀態，除了原本規

劃的商店區未見店家經營外，場地也缺乏整理，會至該地旅遊的遊客更是寥

寥可數，可見該地區原本規劃的轉型並未達到預期效果。 

二、生態旅遊－台南市四草地區（李力昌等，2010） 

在生態旅遊方面則是以「轉型的陣痛：台南市四草地區從傳統農漁村到

觀光目的地」當作文獻回顧，台南市四草是一個位於城鄉交界之處的漁村地

區，因工商業快速成長使得土地使用需要增加，且附近工業地區對環境造成

汙染，由於土地使用的變革以及生態的衝擊讓養殖漁業成本提高，漁業發展

不易，進而引發轉型。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採用質性研究，主要透過深半結構式訪談 (focused 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利用較寬廣的研究問題作為訪談的依據，導引訪談

的進行；訪談指引(interview guide)或訪談表通常在訪談開始前被設計出來，做為

訪談的架構，但他的用字及問題順序並不用太侷限。 

二、研究對象 

受訪者 背景 性別 年齡 

B 先生 頂寮攤販 男 40、50 歲 

G 小姐 頂寮幼稚園老師 女 40 幾歲 

T 先生 通安宮廟祝 男 60 幾歲 

S 先生 文化協會幹部 男 60 幾歲 

H 先生 漁會幹部 男 40 幾歲 

F 先生 觀光市場在地魚販 男 40 幾歲 

I 先生 觀光市場外地魚販 男 40 幾歲 

K 小姐 小搖滾創辦人之一 女 30 幾歲 

L 先生 小搖滾創辦人之一 男 50 幾歲 

A 先生 漁會理事長 男 50 幾歲 

V 先生 區公所幹部 男 50 幾歲 

 

利用半結構的訪談法嘗試去找出光鮮亮麗的蚵仔寮是如何轉型成功，但這樣

的轉型又帶來什麼問題？因此我們將受訪者分為漁會、區公所、小搖滾、文化協

會、居民五個種類，並對於他們有不同的問題。 

漁會部分我們訪問了兩位受訪者，他們在漁會轉型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主要訪

問他們關於漁會為什麼需要轉型，怎麼帶動蚵仔寮轉型，轉型過程中有什麼樣的

問題。區公所則是想知道政府對於蚵仔寮轉型的態度，以及政府在過程中的角色，

我們也訪問了兩位小搖滾的重要幹部，小搖滾代表著蚵仔寮新的面貌，不同於漁

會轉型，他們以漁村搖滾讓台灣看見蚵仔寮，他們對於蚵仔寮目前的轉型是什麼



態度？轉型與他們的小搖滾是否有所關聯？文化協會的 H 先生是文化協會重要

的推手，而文化協會是蚵仔寮重要的文化工作室，不管是漁會、區公所或是小搖

滾都有和文化協會合作，因此在訪問中，我們也詢問了 H 先生對於目前轉型的

感受。最後走訪了蚵仔寮，並隨機訪問了魚販、攤販、居民，想知道在觀光轉型

下，他們的生活經驗為何，轉型是否帶來了改變？是什麼樣的改變？ 

肆、研究目的 

由過去一年我們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蚵仔寮漁村轉型背後的推手有兩種，

一種是以「漁會」為核心，試圖藉著觀光魚市場的興建來提升蚵仔寮的知名度，

並增加漁業產品的產值；另一種是以「當地居民」為主，嘗試透過蚵仔寮小搖滾

等文化活動轉變蚵仔寮的刻板印象，並強化居民對蚵仔寮的認同感。 

兩種轉型策略在不同層面對蚵仔寮產生影響，經由這學期再度田野訪談後發

現，由漁會所主導的產業轉型對在地居民的影響較多面向，影響的面向涵蓋漁業

資源、就業人口、觀光導覽等，因此本學期的討論重點將探討漁會主導下的漁村

轉型，提出蚵仔寮作為一漁村轉型的案例，其可供其他漁村學習的部分，以及未

來蚵仔寮應該調整的部分。 

  



伍、論證分析 

一、蚵仔寮的發展 

蚵仔寮昔日以典寶溪為界，南稱「下蚵仔寮」，北名「頂蚵仔寮」，日據時期

即有聚落發展，但後因暴風雨侵襲、海水倒灌、轄區變更、以及開闢左營軍港多

面夾擊下、內海地盤流失，下蚵仔寮的居民便聚集在頂蚵仔寮。文獻資料中呈現

的是「下蚵仔寮」與「頂蚵仔寮」的差異，但在訪談的互動過程中，我們可以得

知現今蚵仔寮居民在空間上的分界，改以「頂寮」、「漁港」區別，頂寮指的是傳

統聚落，而漁港則為新的開發區。 

在過去，蚵仔寮一帶的海洋資源豐富，沿近海漁業的部分，每當捕撈虱目魚

苗的季節，在地居民便會聚集在淺水岸邊，形成手網連線捕撈魚苗。過去更有著

烏魚故鄉名號，但因為捕穫過量、氣候異常、海洋汙染、中國漁民攔截等因素，

捕撈烏魚產業逐漸衰微。除了沿近海漁業外，過往的蚵仔寮滿佈魚塭，但隨著技

術的演進，以及在 70 年代開發蚵仔寮漁港及近年徵收為二代艦基地，汙水處理

廠及援中港溼地後，魚塭數量銳減。 

近十多年來，經過梓官區漁會銳意革新、研創經營，政府輔導補助，蚵仔寮

現今已成為南台灣漁港現撈漁穫銷售量之冠，觀光漁市每逢例假日，更是人車絡

繹不絕，蚵仔寮漁港甚至在 2009 年以「治療情傷」榮登台灣十大魅力漁港金榜，

2011 年再度以「奮發人生」脫穎而出，2013 年更以票選冠軍勇奪十大魅力經典

漁港，順勢崛起。 

  



二、漁會一二三級產業轉型－海裡的魚知道嗎？ 

梓官區漁會位在南梓官，蚵仔寮漁港旁。漁會在蚵仔寮的轉型中佔了很

重要的地位，不僅完成了許多觀光相關建設，更是連接上級政府與基層漁民

的溝通橋樑，在訪問漁會總幹事、課長後，我們歸納出漁會轉型的重要策略，

我們將以一二三級產業概述： 

 

在 90 年代梓官區漁會面臨倒閉危機時，總幹事上任後首要任務便是穩

固漁會的經營，因此採取許多方案以維持漁會收入增加，例如：漁業資源的

加工、成立漁會「戀戀蚵仔寮」的品牌，並且加強漁港周邊各項硬體設施， 

並參加多項政府舉辦的漁港競賽，提升蚵仔寮的知名度。 

近年來，漁會營運順利並且朝向發展更多元的經營模式發展，一級產業

的部分，傳統漁業的捕撈仍興盛，且透過保證價格收購的方式，吸引蚵仔寮

以外的漁船到此販售漁獲，增加蚵仔寮漁港的漁獲量。二級產業的部分除了

有上述所提到的與大學食品系合作開發，生產自有品牌的休閒食品外，更協

助全家、新東陽、好市多等大型連鎖商店進行漁產品代工，加工產品甚至銷

售到歐盟等地。新的漁會大樓強調符合歐盟 HACCP 衛生標準，落實漁獲不

落地，買賣雙方都必須依照規定(戴帽子穿雨鞋)穿著，並且禁止吸菸嚼檳榔，

同時亦開放觀光客可於二樓看台觀看漁獲拍賣現況。三級產業的部分，則會

•沿近海底拖漁業

•收購赤尾青、烏魚、下雜魚一級產業

•食品加工廠設立（代工→外銷﹚

•「戀戀蚵仔寮」品牌門市

•HACCP漁會大樓
二級產業

•海鮮文化節

•夏令營

•導覽活動
三級產業



舉辦多樣化的活動吸引團客參加，像是與海洋局合作－糶手拍魚貨、舉辦夏令營

體驗活動、海鮮文化節以及與文化協會或是濕盟合作的導覽行程等。 

  在漁會積極的轉型努力下，確實是拯救了瀕臨倒閉的漁會，同時也吸引

了更多遊客到此一遊，但是關鍵的問題：漁業資源枯竭卻不見改善，由於漁民所

採用的魚法仍是以底拖網為主，加上漁會以保證價格收購下雜魚，這導致漁民大

量捕撈魚群，變相成為鼓勵漁民不論大小魚通抓，但又因為漁會現階段對於漁業

資源的統計數據仍無法整合，資料庫資料仍不健全，無法持續追蹤漁產品生產量，

有效控管沿近海魚群捕撈狀況，長久下來，將會導致海洋資源將無法永續，也將

影響蚵仔寮的發展。 

三、人口外流 

由於漁業產業的沒落，漁村普遍面臨人口外流的問題，蚵仔寮地方上沒有高

中，許多蚵仔寮人向外求學後，畢業後漸漸了搬到高雄市區，或是離開高雄，多

是留下年邁的父母在蚵仔寮，甚至會覺得畢業留在蚵仔寮工作的人比較沒出息。 

 

攤販 B 先生：「我也是後來才回來啦，不然我們這一輩 40、50歲的人

都會去外面啊。」 

漁會 H 先生：「那時候我同學們都往外去工作，我回來的時候都不敢承

認自己回來工作，地方上會覺得你就是…外面找不到工作。」 

 

然而這樣的觀念卻在上述所提及的觀光轉型、小搖滾崛起之後有了改變，蚵

仔寮從默默無名的漁村，搖身一變成為了知名的「治療情傷」魅力漁港，許多人

因為慕名而來，在蚵仔寮有乾淨的漁會大樓、加工品販賣、海鮮餐廳等，成為高

雄漁村觀光的首選。甚至在小搖滾的名氣下，蚵仔寮有嶄新的面貌，以漁村搖滾

讓人感受到漁村的活力與美麗，許多蚵仔寮年青年對於自身認同還有歸屬感變得

強烈。 

 

漁會 H 先生：「後來我自己做出成績阿，還有小搖滾，我都不怕跟別人

說我留在蚵仔寮工作，也敢去同學會了！」 



小搖滾工作人員：「我有很多同學小搖滾都會特別回來，以前跟別人介

紹，大家都不知到蚵仔寮是哪，現在都會稱讚蚵仔寮。」 

 

然而，在青年是否有返鄉上，漁會和頂寮的居民持有不同意見，漁會認

為蚵仔寮青年來漁會應徵變多了，可見青年有因為轉型而回流，但文化協會

的 S 先生認為：「回來？要回來也要有工作讓他們生活啊！」，頂寮攤販和

幼稚園老師也認為目前在地人還是不多，青年仍然外出求學與工作。 

四、聚落發展 

（一）中心的轉變 

  蚵仔寮昔日以典寶溪為界，南稱「下蚵仔寮」，北名「頂蚵仔寮」，日據時期

即有聚落發展，前面在發展時有提到，由於海水倒灌、被開闢成軍港後，內海的

地盤流失，因此蚵仔寮中心就從下蚵仔寮移到了頂蚵仔寮。過去頂蚵寮的居民會

到漁港外海捕魚，這一帶為沿近海漁業，許多居民都會到外海捕魚，或是在沿海

有許多魚塭，當時的蚵寮漁港處是居民從事生產的地方，而頂蚵寮裡有菜市場、

通安街，是居民主要消費與居住的地方。 

頂蚵仔寮 

蚵仔寮漁港 

下蚵仔寮 



而後 70 年代開發蚵仔寮漁港及近年徵收為二代艦基地，汙水處理廠及援中

港溼地建立後，魚塭數量銳減，原本是在外海捕魚到沙灘後，才運至頂寮販賣，

但漁港建立之後，也跟著建立了拍賣市場，梓官區漁會建立，消費人口漸漸往漁

港聚集。 

近十多年來，由於沿近海的漁業資源下降，原本受到影響的漁會經過革新、

研創經營，政府輔導補助，並致力於漁港的觀光化，蚵仔寮漁港成為蚵仔寮新的

中心，不管是生產、消費或是住宅，漁港與附近都被重視並且開發。  

（二）頂寮與漁港 

漁會帶動了漁港發展，卻讓漁港和頂寮發展有了差異，每到假日漁港總是絡

繹不絕，許多人都特地到觀光漁市大啖海鮮、購物，過去繁榮的頂寮卻漸漸沒落，

許多攤販漸漸的收起來，因為人口外流，觀光客也不會進來，攤販 B 先生：「我

希望人潮可以往頂寮進來阿，他們都在漁港那邊而已，不會走進來逛。」頂寮攤

販認為轉型只讓漁港繁榮起來，消費人口轉移且集中於漁港，頂寮鄉對沒落，轉

型並沒有讓整個蚵仔寮都受益。 

此外，頂寮居民則認為漁港觀光繁榮，有許多外地的攤販都相繼來到蚵仔寮，

蚵仔寮人因為外流所以有許多空房子，外地的攤販或店家都會租房子在觀光市場

周邊開店或是在裡面販賣，但攤販都不會久居，流動率高。可發現轉型之後，漁

港成為了商業區而頂寮成為住宅區，並未帶動人口回流，而是吸引許多流動的外

地人口。 

而觀光魚市場部分，其為漁會最早的觀光建設，漁會認為此觀光漁市的建造

成功引入觀光人潮，這個漁市集中了蚵仔寮地區大部分的攤位，提供魚販一個有

人潮的空間做生意，有助於當地觀光發展以及漁民魚販收入，不僅如此，觀光漁

市成立之後，變成「周休五日」的情形，收入並沒有隨著觀光漁市擴大而增加。

我們在實地訪談魚市場攤販時，當地的魚販 F 就抱怨：「魚市場擴大，我們的生

意變差，因為外面來的變多了，變競爭阿。」可以發現當地魚販與外地魚販之間



存在激烈的競爭關係。 

另外，外地魚販對於漁會其實也多有抱怨，受訪攤販 I 即表示：「漁會

收很多錢阿，而且一直漲價，現在連我們用水都要收錢，以前不用。」但是

多數的魚販都不會向漁會抗議，而且訪談過程中我們也發現攤販對於即將興

建的拍賣大樓是沒有參與的權利，一切都聽從漁會的指示。 最後，雖然目

前漁會想藉著新漁會大樓的建設將蚵仔寮漁港升級成高規格漁市場，認為如

此一來不僅能區別蚵仔寮與其他漁市的不同，塑造自己的特色，也能將銷售

市場與一般菜市場做出區隔。對漁會幹部來說，漁會大樓啟用後將取代現有

的觀光漁市，是升級觀光產業的絕佳辦法，但對魚販而言，新漁會大樓只不

過是漁會為了賺去更多攤位租金的方式。漁會與魚販之間缺乏溝通，漁會認

為轉型成功，但事實上與魚販認知是有所差異的。 

陸、結論 

 全球的漁業資源枯竭以及社會的變遷，漁村面臨了漁業產業沒落，沿近海捕獲

量降低，帶來了人口的外移，漁村的活力不再，因此漁村普遍面臨了轉型的過程，

有些漁村成功，卻有些漁村就沒落了。蚵仔寮在轉型的趨勢中，被視為成功的案

例，從一級產業的捕撈、拍賣，到二級產業發展下雜魚的加工品，食品的代工，

最後發展第三級產業－觀光漁業，建立 HACCP 的觀光漁會大樓，觀光漁市場、

餐廳，以及明亮的加工品販賣店，建立自己的品牌，打造出吃現撈就要到蚵仔寮

的形象，以海鮮文化聞名於大高雄，成功變成高雄首屈一指的漁港。 

  然而，這樣以漁會主導的海鮮文化轉型，卻也帶來了相對應的問題，在加工

品的背後是保證下雜魚收購價的變相鼓勵消耗漁業資源，海洋資源仍然從各地被

送到蚵仔寮，看似重生，卻也即將走向耗竭，然而蚵仔寮的漁業統計卻是不齊全

的，無法掌握完整的漁業資源枯竭的資訊。 

  海鮮文化的轉型同時也讓漁港繁榮起來，漁會認為此觀光漁市的建造成功引



入觀光人潮，卻無法吸引漁村外流的青年返鄉，頂寮的人口並未回流，卻引入了

外地的攤販與店家，流動人口增加。本地攤販和外地攤販容易產生衝突與不滿，

認為對方搶走自己的生意，攤販和漁會之間資訊存在落差，攤販並不認為轉型帶

來生意變得更好。 

柒、解決方案 

縱使漁會積極地推動蚵仔寮漁港轉型使得當地的知名度大幅提升，成功改善

原本傳統漁港面臨的困境，但漁會仍是以「海鮮文化」為中心進行轉型，且因為

漁業資源資料不健全的緣故使得我們無法取得直接且有力的證據，只能仰賴漁民

的經驗得知漁業資源確實在下降的情形。另外，通港路的開通使得蚵仔寮的經濟

中心轉移，頂寮地區因此走向沒落，觀光魚市及漁會大樓興建之後更帶動漁港區

經濟繁榮，除了在地魚販之外更吸引外地魚販至該地工作，造成在地魚販和外來

魚販間的競爭關係，而該地的各項觀光資源由於管理權分散，資源無法有效整合，

加上在地就業機會不足，使得人口向外移動，漁港區藉著觀光魚市、漁會大樓以

及漁會策畫的相關配套措施讓漁港區日漸興盛，與沒落的頂寮區造成極大的對

比。 

根據以上種種現象，我們歸納出目前主要三大問題，分別是資源持續下降、

人口外流嚴重和聚落發展不均，並針對這三大問題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一、固定產量收購 

目前梓官區漁會對於下雜魚是採保證價格收購的方式，並將其當作自有品牌

漁產加工品的主要來源，雖然此種方式能夠保證漁民所得及產品原料來源，但卻

可能使資源下降，造成反效果，建議可以效仿東港櫻花蝦產銷班對於櫻花蝦的管

控方式，以固定「產量」收購，規定每艘漁船最多可捕撈的數量，而這些額度可

轉讓給其他漁船，這種固定總量的方式可以減少漁民濫捕情形，並且持續追蹤捕

撈產量，建立長期漁業資源資訊，做為未來進行資源管理的有力證據。 



二、整合在地資源 

蚵仔寮漁港現仍存在各行動者為轉型建立的設施及資源無法統整，使得

地方資源散亂，未有明確且一致的規劃，而主導轉型的漁會卻屬於地方組織，

不具有公權力，加上前任區公所重要官員與地方組織對蚵仔寮地區的漁業轉

型未有共識，使得具公權力及強制力的區公所未積極參與轉型，但因為今年

區公所的人事變動，新任區長曾為高雄市海洋局科長，並且和梓官區漁會關

係良好，對漁會針對事宜亦較熟悉，因此可以將區公所視為整合蚵寮地區觀

光資源的主導者，善用公權力，利用政策規定來約束整體，並加強整體資源

的規劃與管理。 

若能成功執行上述兩個方式，即可解決漁業資源下降以及聚落發展不均

兩大課題，以長期的眼光而言，解決這兩大難題後可逐漸改善蚵仔寮漁港的

整體發展，進而影響人口流動，可能會有外地人因在地的工作機會而進入該

區，而本地人也可能因聚落發展的落差縮減，願意回歸家鄉居住，藉此解決

人口外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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