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當下出不了國門，能搭飛機飛出台灣本島的「偽出國」

正夯。擁有獨特文化的金門，被認為是所有外島中，人文景

致最為豐富的。在大金門賞美景、漫步潮間帶；在小金門訪

古蹟，品私房小吃，另外，別忘了乘風破浪前進大膽島，這個

國界邊緣的島嶼，有著最不加修飾的戰地風情。大小金門加上

大膽島，今年夏天，就從金門出發，重新發酵那一份無以名狀

的鄉愁，從堅毅到璀燦，靜心走踏間，看見珍貴也拾回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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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遊大小金門，
勇闖大膽島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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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碇島

蔡氏祠堂 金湖鎮瓊林街13 號 9:00→17:00

陳景蘭洋樓 金湖鎮環島南路三段 9:00→17:00

日遊瓊林 免費 kinmen.travel

文風薈萃商賈僑鄉

至少在東晉時，就有中原人士因避禍屯墾來到金

門，由於開發甚早，歷代文風鼎盛，金門因而產生相

當豐富的文化風貌。拜訪古蹟當然是玩大金門的重頭

戲，在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古蹟共有13處，瓊林蔡

氏祠堂（家廟）範圍最大、保養最佳，廳堂內各個表

彰匾額高掛，是「金門出能人」的極佳佐證。

金門人愛讀書是出了名的，但他們不只讀萬卷

書，更是行萬里路。明清兩朝，地瘠人貧的金門受廈

門的影響，年輕男子紛紛轉往南洋發展開創事業，金

門人稱這種情形為「落番」。而外出打拼的壯丁，在

掙了錢都會匯回家鄉，也會在金門蓋洋樓以表身分。

這些美輪美奐的洋樓，當地稱為「番仔樓」，它有中

國傳統建築的格局形式，並搭配西洋建築的裝飾語

彙，頗具文化交融的雅緻風情。

目前金門保存最好的番仔樓為1921年興建的陳景

蘭洋樓，純白色的外觀還有精緻雕花與對稱拱門，讓

人有來到歐洲的地域錯置之感。100年來，陳景蘭洋

樓用途多變，曾作過軍醫院、金門中學校舍及官兵休

假中心，現在則以華僑歷史與整建過程為主軸，改闢

為歷史展示空間，在浪濤聲相伴下，此地綜觀古今，

讓人嚮往陶醉。

光耀門楣蔡氏祠堂

另一個金門人好讀書的見證之地，是瓊林的蔡氏

祠堂。清中葉時，金門有所謂的蔡氏三傑，指的是蔡

貴易、蔡守愚、蔡獻臣等父叔侄三人，他們先後考取

功名，因此在蔡氏祠堂內，高掛進士、文魁等牌匾，

彰顯了金門的文風丕顯。此外，因金門建築風格深受

漳泉兩地影響，蔡氏祠堂也承襲了大量閩南文化，處

處可見精湛的木雕、華麗的人物磚塑、帶有吉祥寓意

的窗櫺，屋頂上還有飛翹的燕尾脊，是金門最為瑰

麗，也最完整的閩南式祠堂。

 大金門島上大眾運輸交
通尚算方便，較大的景點
都有公車可抵達，但比較
愜意且深入的方式，是
租用機車，每天費用約
在＄300→500。住宿方
面，較具規模的飯店，房
價約在＄3,000→4,500，
至於民宿，每晚房價則在
＄2,000左右。

大金門，
這麼玩

陳景蘭洋樓為中軸對稱的巴洛克式（BAROQUE） 
建築，富貴華麗，要大戶人家才有辦法蓋起。而
由立面牌樓上的五色旗浮雕，也能知此樓為北伐
成功前（1928）所建

1蔡氏祠堂具有明顯主軸線，左右對稱格局
2門口的門神早已斑駁，但也因此更為古風繚繞
3高掛廳堂的進士匾，為金門的文風昌盛做了見證

1 2

3

大金門

風之篇章
古希臘人相信，萬物均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元素所構成，若以此為論，那金門的

主成分肯定是風。自古以來，金門文風鼎盛、商賈叱吒風雲，每年西風起，鸕鶿大軍

更會順風而至，與島上數百隻用以鎮風的風獅爺一同，持續譜寫金門的風之篇章。

金門縣全境圖

（位於烈嶼鄉南方27公里處，未依比例繪製）TO'GO 2020年8月50 TO'GO 2020年8月 51



模範街與邱良功母節孝坊

模範街是金門相當好買的購物街，除了遠近馳名

的高粱酒、貢糖、菜刀外，這裡也能品嚐到道地的金

門燒餅、蚵嗲跟金門人的日常早餐「廣東粥」。以前

模範街最知名的場景，是紅磚拱廊上，兩旁各懸掛著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與五星旗，不過去年因限於政令，

現五星旗已全被撤下。

模範街底拐進莒光路，便可見到邱良功母節孝坊。

這座貞節牌坊建於清嘉慶17年，是台灣現存規模最大

且保存最完整的牌坊，有個「閩台第一坊」的美譽。 

建立的目的，是為在表揚當時浙江水師提督邱良功的

母親許氏堅貞，因她為養育子女而守節28年。

邱良功母節孝坊可說是金門最具美感的地標了，

整體以高級的泉州白花崗石和青斗石雕刻，高度超過

10公尺，不僅在上頭題字的官員，都是當時朝廷的中

流砥柱，聖旨牌與石獅、龍柱、雲紋等雕塑，表示受

表揚之人的地位崇高，裝飾滿滿的動植物、

器物、吉祥紋飾等，更是顯得恢宏大氣。

金城鎮東門里莒光路1段觀音亭邊

貢糖

因為金門風大，較不適合種植葉菜類與果

樹，不過在帶有鹽分的沙質地內，卻很適合花生

生長，而由花生為主原料的貢糖，成為金門名氣

響噹噹的伴手禮。金門貢糖種類多，原味貢糖就

是扎實的花生酥、軟貢糖俗稱眼鏡糖，會帶點淡

淡的大蒜香，至於最讓人愛不釋口的，那首推豬

腳貢糖了。豬腳

貢糖並非內裹豬

腳，是在原味貢

糖外，再包上一

圈QQ的麥芽糖，

因為口感像咬豬

腳因而得名，口

感濕潤層次分

明，相當好吃。

金門菜刀

以砲彈外殼製成的金門菜刀，

既鋒利又耐用，雖然價格偏高，但

一把據說可用數十年，甚至可傳世

傳家，從CP值來看倒也不算太貴。

選購金門菜刀沒什麼困難，只要按

照所需挑選刀款即可。一般常用的

中式菜刀，分成厚重的剁骨刀跟身

薄的片刀，刀面呈方型；西式菜刀

則為長身尖狀，有主廚刀、雕花

刀、麵包刀等多種樣式。唯一要注

意的是，菜刀屬飛航管制品，登機

前記得再三確認是否已放進託運行

李中，免得被迫丟棄。

高粱酒

替金門賺進大把「外匯」的高粱

酒，來到產地當然得帶上幾瓶。金門

高粱的最高酒精濃度為58%，另外也有

46%的黑金龍跟38%低酒精的，但高粱

酒特有的香純甘冽，不會因酒精濃度而

有明顯差異。高粱酒會因在合適空間長

時間儲放，味道更加濃厚順口，而放置

在地窖超過5年的便稱為陳高，基本售

價在＄2,500以上，是一般高粱的6倍。

另外有傳言，金門高粱有分紅標跟白

標，有人言之鑿鑿說紅標的更好喝，其

實紅白標只是為了區分金門中盤商以及

台灣經銷商，酒質並無不同，但因為紅

標高粱只有金門才買得到，物以稀為貴

下，還是引發不少蒐藏家趨之若鶩。

吃喝伴手買不停

在賞候鳥過境、聞高粱麥香後，當然不能錯過最有金門風味的伴手禮。

從貢糖、高粱酒，再到金門菜刀，其中的挑選訣竅，可是大有學問。

飲 

酒 

過 

量 

有 

礙 

身 

體 

健 

康

1邱良功母節孝坊超雄偉，類似的規模就算在中國也非常少見
2模範街好吃好玩也好逛，同時也保留許多金門的傳統文化
3能光天化日看到這麼多砲彈，走遍全台也只有金門獨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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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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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人的廣東粥十分豐盛，
還得再配上燒餅油條TO'GO 2020年8月52



金門版摩西分海

打開所有介紹金門的旅遊書，所佔篇幅最

大的，通常是歷史建築與戰爭遺跡，不過為順

應旅遊生態的轉變，金門也開始發展「網紅景

點」，現在讓網美們與攝影玩家流連忘返的，

肯定是有「金門版摩西分海」之稱的建功嶼。

建功嶼是一座面積只有500平方公尺的小島

礁，多數時間孤懸於海中，但在退潮時候，海

底步道便會浮現，這時就可以步行到島上，所

以才被稱為摩西分海。

建功嶼曾是個悲傷之地，過去醫療技術不

發達，建功嶼專門用來收治痲瘋病患，也因為

建功嶼特殊的地理條件，這些病患一入島很難

再出來，只能在島上自生自滅。2003年，金門

有計畫地將建功嶼觀光化、2013年，芬蘭藝術

家的Marco Casagrande，以金門養蚵文化為發

想，在分海大道上創作了四座高3公尺，名為 

《牡蠣人》的巨大裝置藝術，漲潮時，他們就

像站在海面上，退潮時，露出攀滿藤壺的大長

腿，比例失衡，顯得十分前衛。

走在海中央，腳旁是擁有豐富生物樣態的

潮間帶，招潮蟹、彈塗魚，有時還有鱟，不

遠處則是即將完工的金門跨海大橋，在建功嶼

上，豎立望著故鄉福建南安的鄭成功石像，這

也是熱門打卡景點。不過拜訪建功嶼一定要

注意時間，由於退潮時間日日不一，過去總

發生遊客在島上拍照拍過頭，因而忘記歸時而

被困在島上的窘境，最後還得出動小艇才把

人接回。

1在建功嶼上，還能見到從前國軍興建的碉堡 
2四個巨大的牡蠣人，是摩西分海的守護者

3鄭成功像遙望故鄉福建南安，增添建功嶼上的文史情懷
4走在摩西分海上，總是會為豐富的潮間帶生態感到驚奇不已
5遊客在建功嶼旁的水試所看鱟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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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西下鸕鶿歸巢

多數人認知的金門，是積累多年戰役歷史的人文

島嶼，但較少有人發覺，這裡更是動物恣意生活的大

自然教室。沿海沙地，常見活化石「鱟」覓食產卵、

水域河塘，則有歐亞水獺輕巧跳躍。另外，由於金門

位處大陸棚邊緣，是每年候鳥南遷的中繼站，鳥類生

態多樣豐富，若在秋冬時節拜訪金門，有相當大的機

會，可一睹群鳥紛飛的曼妙場景。

金門的賞鳥季一路從秋季延續到翌年春末，幾乎

長達半年，只要是在有水的地方，皆可看見數量龐大

的雁鴨、鷗科及鷸鴴科的水鳥群集棲息，但最讓賞鳥

客快門停不下的，是數以萬計的鸕鶿，在落日時分歸

巢相遇的壯闊畫面。

選擇在金門過冬的鸕鶿們，故鄉是在千里之外的

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大約在10月底起，金門就能

見到嬌客身影，牠們一直到隔年3月天氣回暖才會返

回北方。鸕鶿屬群聚型的鳥種，日行性的生活習性，

白天時幾乎全聚在水邊洲渚覓食，入夜則在樹上過

夜。因此在傍晚時分，累了一天的鸕鶿群起歸巢，這

個萬鳥紛飛的高空盛況，現已成為金門世界級的生態

景觀。

鸕鶿歸巢有幾個絕佳觀賞點，像是浯江溪口、太

湖、官澳、浦邊、洋山、金沙水庫，只要是面向西

方，伴隨雲彩，即可見黑鴉鴉的鸕鶿群如銹釘般，滿

布在熟黃天空中，眼前這場由生命譜成的交響曲，讓

人既驚奇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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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小金門只能從大金門
搭船，所幸航班極多，從
6:30→22:00，每隔半小時便
有一班，航程約20分鐘，成
人單趟船票為＄60，這種渡
輪也提供運送機車的服務，每
台收費＄100。小金門島上的
住宿選擇幾乎全為民宿，單晚
房價約在＄2,000以內，若是
隔天要拜訪大膽島，在小金門
住一晚是比較好的安排。

小金門，
這麼玩

▲九宮碼頭是小金門唯一的出入門戶，通往大金門跟
大膽島的船隻都由這裡出發 ▲

來往大小金門的渡輪載客量大，甚至還能開上汽車 九宮坑道探險揭祕

前線中的前線不是浪得虛名，在熱戰時期，烈嶼

島上開鑿大大小小的坑道，其中九宮坑道最具規模，

由於鄰近九宮碼頭，總是遊客一踏上小金門，率先拜

訪的景點。當年八二三炮戰爆發，小金門成為守護台

灣安全的第一線，為了因應全島戰備工事地下化而開

鑿，決定在1961年開始修建九宮坑道，但因為花崗岩

太硬了，挖了快6年才完成。

完工的九宮坑道，渠道寬廣且機關縝密，有4處

出海口及5座地下坑道聯結碼頭，最多一次可以容納

52艘小艇停泊，因為岩層堅硬，結構穩固不太怕炸，

是島上相當值得信賴的軍事據地。而在戰事遠颺後，

九宮坑道轉變為烈嶼遊客服務中心，陰暗潮濕的洞

內，展示金門與中國廈門相對位置、小金門的遊玩賞

景據點等資訊，初訪烈嶼記得先來這報到，便可對烈

嶼有一全面性的了解。

烈嶼鄉羅厝5-5號 8:30→17:00

全島都用來擋砲彈

 八二三砲戰期間，金門慘況眾所皆知，但若細分大小金
門，烈嶼可更加慘不忍睹。根據金門縣志記載，44天內，
中共砲兵共向金門發射約50萬發砲彈，其中落於烈嶼的就
超過二分之一，這個迷你小島，受創遠遠超過大金門，成
了名副其實的「彈丸之地」。不少老人憶起當年，依然歷
歷在目，當地老者說道：「在戰火最猛烈的前幾天，砲彈
密密麻麻地飛來，整個九宮碼頭都落彈爆炸，天空布滿空
炸砲，水面還激起好高的水柱。」如此恐怖場景，聽得讓
人怵目驚心。

1在九宮碼頭可以看到金門島上的塔山發電廠，三根煙囪陸續彩繪，現在可以看到有根已經畫上金門的守護神風獅爺
2九宮坑道大概是全台灣最陰暗濕冷的旅客服務中心了 3不同顏色的岩層顯見過去金門火山運動十分劇烈     

1

32

小金門

砲聲隆隆
小金門又稱烈嶼，在八二三砲戰期間，這不到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落下二十多

萬顆砲彈，整個小金門滿目瘡痍幾乎被炸翻。而在走過血淚交織的歷史後，小金

門依然昂首闊步，用獨有的戰地文化與歲月淚痕，持續高喊著雄壯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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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廈門近在眼前

烈嶼離廈門實在太近了，只要望向西方，幾乎全

島都能看到摩天大樓林立的廈門市。入夜後，廈門高

樓群成了以霓虹為顏料的繽紛畫布，眼前光彩耀眼的

都市樣態，與淳樸的小金門倒是有些格格不入。眺覽

廈門夜景有幾個好賞點，像是上林將軍廟，這裡有廣

大的廟埕，在夏夜晚風相伴下，經常舒服得一坐就忘

記了時間。

另一處是島嶼北方的貓公石海灘，因為遍布著受

海水侵蝕而凹凸不平的石頭，在閩南語中，形容顏面

坑坑洞洞的男子為「貓公」，怪石像極貓公臉，便稱

呼為貓公石。貓公石海岸上，還留有當年的反登陸樁

軌條砦，且此地視野相當遼闊，可欣賞晚霞之美與城

市風貌，從海面拔然而出的廈門樓群，如海市蜃樓般

增添不少的神奇魔幻。

上林將軍廟 烈嶼鄉上林77號

貓公石海岸 烈嶼鄉正北方北環道上

風雞與北風爺傳說

初來烈嶼，或許會心生疑惑，在大金門隨處都

有的風獅爺，怎麼在小金門反而少見了。其實同樣飽

受強風所苦的烈嶼，也有與風獅爺同作用的鎮風辟邪

物，稱作風雞，不比風獅爺已有神態，風雞看起來只

是普通的雞。

風雞可為陶瓷、石雕或泥塑，通常會安放在路

口或是屋頂上，具有鎮邪、制風煞等作用。至於為什

麼是雞，現有兩種說法，其一是說，過去烈嶼飽受蟻

害，而雞會啄食白蟻，便成為是守護房屋的吉祥物；

另一說，則是因白雞雞冠上的血可用於辟邪除魔，這

也可解釋，為何烈嶼島上大部分的風雞總是塗成白

色。目前在島上共有17隻風雞鎮守各處，在烈嶼散步

時不妨加以留意，很容易就可跟幸運神物相遇。

不像風雞可愛，烈嶼另一個守護神就顯得威武多

了。在西方與后宅村之間的道路，有一尊黑臉蟒袍、

手持寶塔法器、雙眼炯炯發亮的神祇，與島上最大的

白色風雞相對，村民稱呼祂為北風爺。北風爺為司風

之神，為烈嶼獨有，相傳是玄天上帝的化身，傳說故

事也與過去嚴峻環境有關。從前，小金門居民苦於冬

季冷冽的北風，於是面向北方立了神像，期盼祂為百

姓鎮風止煞，日子久了，便成了小金門才有的民間信

仰了。
1廈門夜景繽紛迷人，與小金門島上的淳樸風情有著強烈衝突 2上林將軍廟是島上最受歡迎的夜景賞點
3海水日夜沖刷，最終形成滿布凹洞的貓公石

從九宮碼頭一出，就可看到小金門的守護神，風雞昂首向天

從風獅爺到風雞再到北風爺，感受到的是金門人敬風畏風的質樸信仰精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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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進前線戰地風光

1987年台灣本島、澎湖解嚴，而金馬還要晚了5

年，直到1992年才正式解除。前後43年，金門一直

背負著保家衛國的重任，特別是小金門，在戰略位置

上是外島中的外島，前線中的前線，兩岸熱戰期間，

小金門幫台灣本島擋砲火子彈，冷戰時期，也是由小

金門直接承受對岸的文攻武嚇，日夜風聲鶴唳，現在

烈嶼居民憶起當時，仍舊歷歷在目。

昔時常說，金門有10萬駐軍，如今走在小金門街

頭，要能遇見一個阿兵哥都難，看來緊張情勢早已不復

當年。然而每到一處曾經經歷過砲火的軍事景點，卻

依然能在腦海中鮮明重構，那段艱辛刻苦的戰時歲月。

小金門島上幾乎處處是軍事遺跡，那些曾經作為

要塞的碉堡坑道，在經過多年封閉後，隨著金門觀光蓬

勃發展，也披上全新戰袍再次出發。連

接著勇士堡與鐵漢堡的地下通道，現在

便成了獨一無二的地雷主題館。館中除

了展示不同樣式的地雷及歷史外，在互

動體驗模擬地雷區，遊客還得小心翼翼

地踩下每一步，若是誤觸地雷，「碰」

的一聲，還真夠讓人膽戰心驚。

烈嶼鄉湖埔路 8:00→17:00

1

2

3

1地雷展示館由勇士堡的地下通道改闢而成
2過去金門有數十萬駐軍，但現在遇到阿兵哥塑像的機會還比較高
3花了好多年金門才除雷完畢，但前幾年還是偶有所聞，有未爆地雷被沖上岸

扛起步槍體驗射擊

多數男性總愛賣弄當兵時的風采，雖說

當一年兵，可以炫耀一輩子，但有些人還是

會加油添醋胡亂澎風，說自己當年打的靶，

子彈到現在還在飛，或是月球上幾個坑洞，

是當年打靶留下的。

不過來到后麟步槍模擬射擊館，任何 

「當年勇」都得受到嚴格檢驗，其實這裡過

去還真的是軍事重地，不過2014年時軍隊裁

撤，營區便移交給金門縣政府運用，金門縣

政府為推動戰地觀光，便引入步槍模擬射擊

設備，2018年開幕後，成為全國第一座步槍

模擬射擊館，只要拿得動槍，任誰都可以來

此體驗子彈上膛、連續擊發的暢快。

為了讓人更加身歷其境，館方還準備了

軍裝，步槍重量也與現實相仿，穿上迷彩

服、扛起步槍，在模擬的動畫場景裡，你

我隨時化身為軍士將領保衛家園，而在完成

射擊後，還會煞有其事地排名並頒發成績證

書，紀念價值十足。

烈嶼鄉后頭聚落內 8:00→18:00 

現為免費開放體驗，需預約

45體驗射擊前，還能煞有其事地換上迷彩軍裝 6實際體驗
後，發現比想像中困難，且連擊發後的反作用力都相當真實重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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