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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過去金門總給人戰地風情的刻板印

象，現在的金門文創產業進駐，也成為另

類的網美打卡景點。不論是擁有懷舊復古

的老街風情，抑或是來場偽出國的小旅

行，百變金門總能讓人發現不同的驚奇！

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

玩美
金門



想變身成萬眾矚目的網美、網帥嗎？不用煞費苦心尋求祕境了！來到金門

處處都可以是你的攝影棚！當然想要來點與眾不同的，就跟著這份打卡地

圖，抓準光線與時機，不用頂級的攝影設備，靠著手機也能拍出精采絕倫

的社群美照，包準羨煞一票朋友們！

▲頹圮的老屋意外塑造摩洛哥風情，吸引網美拍出各異其趣的照片 

▲壁畫更成為人人必拍的美圖背景

沙美摩洛哥

北非沙漠風情北非沙漠風情

沙美老街因年久失修，許多老宅找不

到真正的主人，縣府為了不讓建築物頹

傾，影響到用路人和社區居民的安全，特

別用紅黃色的沙土補強結構，結果這無心

插柳的舉動，意外打造了一處頗有摩洛哥

風情的打卡景點！

走進沙黃色的頹屋建築彷彿置身在沙

漠之中，幾乎每個來到這的遊人，都說像

是到了北非摩洛哥！許多網美也在此盡情

地來張偽出國照，甚至專業一點的還會帶

上應景的服飾呢！而縣政府也順應民意，

找來藝術家彩繪牆面，並且布置了多處裝

置藝術，讓來到這裡的遊客不愁找不到打

卡點！不論隨興地斜倚牆面，或者找尋彩

繪壁畫、月下老人等，怎麼拍怎麼有fu喔！

金沙鎮信義路周圍

沙美摩洛哥

陳景蘭洋樓 南石滬公園

珠山聚落陽翟老街 沙溪堡

歐厝沙灘 溪邊海水浴
場 獅山海灘

特搜特搜
99大網美打卡秘境大網美打卡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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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

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

圖片來源／@yvonnelee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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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樓前的廣場，一座自由女神像更是畫龍點睛

白色的外觀頗有金門小白宮的氣質

1從空中俯瞰，南石滬公園彷彿一顆海灣邊的珍珠 
2有趣的喊泉設施，讓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3每一尊石獅子都代表不同聚落特色

1

2

3

大聲說出你的愛大聲說出你的愛

位在金門東南角料羅村外海岸，過去是開

挖地下花崗岩石的礦場，而這些花崗岩則用來

打造台灣國門桃園機場，不過近日為了配合環

境保護，遂將礦場轉型為現在的南石滬公園，

也搖身一變成為金門人踏浪休閒的去處。

踏入園區，別忘了細細觀察蓄水池邊的小

風獅爺們，每一尊各異其趣，其實這是邀請金

門的打石師，按照各村不同的風獅爺樣貌，依

樣畫葫蘆所打造而成，走逛一圈就可收集全金

門的特色風獅爺喔！沿著公園的海堤石護欄，

水池倒映著花崗岩壁，人為的開採痕跡讓岩壁

獨具美感，就像是迷你版的張家界！另外這裡

也設置了獨特的「喊泉」設施，投入硬幣後，

對準護欄旁的大聲公吶喊，隨著分貝數的高

低，池中的水就會噴出高聳入天的水柱，非常

適合情侶們來大聲訴愛，而且也不怕被檢舉，

不妨來此將心中對金門的熱愛，通通訴諸於

喊泉吧！

金湖鎮四維路 喊泉一次＄20

南石滬公園

尋找金門小白宮尋找金門小白宮

這是金門旅居新加坡僑商陳景蘭於

1921年興建的洋樓宅第，也是金門規模

最大的一棟洋樓，淨白色的外觀讓陳景

蘭洋樓多添了些洋味，精緻的雕花與對

稱拱門，猶如西洋建築的工法，中央立

有一座自由女神，和洋樓的氣質相互交

會，顯得高貴大方，而這幢華美豪宅現

在看來依舊經典華麗，2樓可遠眺料羅灣

的海灣風情，從此拍照還能一次蒐羅歐

式古宅之美以及金門遠方的自然景致，

更一躍成為IG熱門打卡景點！

金湖鎮正義里成功村1號 9:00→17:00 

082-332-528

陳景蘭洋樓

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

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

圖片來源／@ginge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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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中娛樂成為文創基地軍中娛樂成為文創基地

陽翟過去是金東師駐紮的軍事重鎮，想當然

爾，這裡最繁華的一條街也少不了當時軍人娛樂消

費的去處，懷想當年熱鬧榮景，街上還有電影院、

撞球室、澡堂、理髮廳等，歷史的繁華幽靜讓電影

團隊為之著迷，當時美術團隊精心復刻的街景道

具，如今在回鄉青年錦上添花重新規畫後，成為了

一條復古美拍勝地！

近年陽翟老街在縣府的補助下，活化當地文

創，也吸引不少回鄉青年創業，像是宛如雙胞的紳

士理髮店以及淑女美容院，實際上是在地選物小

店，販售具有金門風土民情的文創商品；而運用各

聚落迥異的風獅爺意象，以水泥材質重塑成筆筒等

實用小物，抑或是金門特色的花磚杯墊等，許多創

意商品都讓人耳目一新。當然純逛街也可以是走逛

陽翟老街的選項，有的販售難得一見復古玩具，有

些店家則販售二手書，再來也有提供軍事迷採購的

特殊商店，店內陳列的軍用罐頭、迷彩服裝等，讓

人看得入迷，不妨此時慢下腳步駐足，體會慢活的

金門步調。

金門縣金沙鎮陽翟村內

陽翟老街
1理髮廳內的舊椅和一旁舊有的彈藥箱，經過年輕人巧手布置，反倒成為
美麗的小花園 2陽翟老街處處是打卡點 3來陽翟還有文創手作課程，
帶領遊客重新認識金門故事

1

2

3

金彩夕陽金彩夕陽

位在金門本島西南方、環島西路起

點的珠山，因有著清麗的洋樓建築以及

完整的閩南聚落，早已是金門觀光勝

地，而現在還有一處打卡祕境，就位於

珠山聚落公園上。沿著薛氏家廟旁的樓

梯往上走，就可來到這處公園涼亭。

珠山聚落的公園其實是一座花崗岩

小丘，從聚落走到山頂上的涼亭，腳程

快一點不用１分鐘，相當短暫的路程卻

能擁有不一樣的視野，可於珠山聚落制

高點上享受金門的自然風光，更能眺望

整座聚落的宏偉。落日時分還有橙黃色

的太陽掛於天空，金黃色光芒灑落在紅

磚老厝上，更是珠山聚落最光彩奪目

的時刻！

金城鎮珠山

珠山聚落

▲從制高點俯瞰更能感受珠山聚落巧妙的風水設計 
▼不須攀爬太多階梯，就能擁有高處美景，不妨花點時間享受夕陽餘暉

圖片來源／@chia_hsun0406圖片來源／@chia_hsun0406圖片來源／@chia_hsun0406

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

▲▲金東電影院與老街上的茶室，
讓人體會過去繁華

圖片來源／@ivy.wang圖片來源／@ivy.wang圖片來源／@ivy.wang

圖片來源／@ivy.wang圖片來源／@ivy.wang圖片來源／@ivy.wang

圖片來源／@ivy.wang圖片來源／@ivy.wang圖片來源／@ivy.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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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油橋映著後方的青空，拍起來
更有氣勢

圖片來源／@ keemex__0214

輕鬆Get日系透明感照片輕鬆Get日系透明感照片

沙溪堡位於青岐村外的岬角上，主要

是由花崗片麻岩及花崗岩混合而成，從南

山頭角度觀看，像極了鳥嘴，所以又稱為

「鳳嘴」。沙溪堡位置特殊，可眺望大

膽、二膽、檳榔嶼及廈門，軍事上更肩

負重要責任，從入口開始進入地下坑道

後，一路順著指標可來到位於高處的觀景

涼亭，依海風順著木棧道走向涼亭，站在

制高點上望向大海，彷彿被看不見盡頭的

藍海擁抱，再來一張與藍天白雲的唯美背

景照，不用濾鏡也能拍出日系透明感的相

片！清澄的畫面讓攝影好手們愛不釋手，

也是絕不能錯過的金門美景之一！

烈嶼鄉青岐村附近，沿濱海道路走即可發現指標

沙溪堡

12進入沙溪堡的遊覽動線很特別，得先穿越長長的坑道，才能享受高處遠眺廈門的
景致 3沙溪堡位置隱蔽，如今有了木棧道平台成為休閒去處

4輸油棧橋附近也是一片軟綿的奶粉沙灘 5得先看好潮汐時間才能親睹海上的失落戰車 

1

2

54

3

尋找沉睡的戰車尋找沉睡的戰車

距離歐厝聚落只要步行十分鐘，就能抵達歐厝

海灘，海灘上有一輛廢棄的戰車，是美國生產的

M18「地獄貓」式驅逐戰車，1990年代原為戰車

射擊訓練之標靶，後因訓場裁撤，戰車便遺留在此

處，退潮時，側臥在海灘上的戰車遺跡，已是遊客

爭相拍照的熱門景點，特別提醒拍照時不要攀爬及

破壞，一同維護這個難得可貴的景象。

金城鎮歐厝 參考中央氣象局漲退潮時分，建議白天前往

歐厝沙灘

金門小希臘海底城現蹤金門小希臘海底城現蹤

位於金城塔山電廠附近的輸油棧橋

碼頭，退潮時筆直輸油棧橋下方，是近

期網路上爆紅的打卡熱點，不過要抵達

此處實際的拍攝點，可能需要費點力

氣，來到電廠後循著一旁的小徑下切到

海灘，算準退潮的時刻，稍微手腳並用

地踏上一旁的消坡塊，朝著橋下慢慢前

進，約莫１→３分鐘就可以抵達這網美

拍照打卡的祕境！

身後的圓柱棧橋與遠方正在修建的

金門大橋，構成一張相當具有延伸效果

的照片！天氣晴朗時，碧波海面拍打著

潔白沙灘上岸，柱面上滿布閃閃發亮的

石蚵殼，從照片看來意外地類似希臘式

圓柱，讓照片別有一番異國風情！

金城鎮塔山電廠附近

塔山輸油棧
橋

圖片來源／@msgorgeous016

圖片來源／@kookai_hu 圖片來源／@allen19820103

圖片來源／@chiangtingyuTO'GO 2021年6月44



奇岩巨石窺看碧海奇岩巨石窺看碧海

這處祕境位於金沙的獅山海灘，雖然是沙岸，

卻有幾塊崩落的巨石躺在沙灘上，其中一塊巨石擁

有特殊的形狀與色彩，有人說像變形金剛，更有

人說像頭獅子，與其他石頭相疊成一處長方形的空

間，宛如大自然賜予的天生相框，並可以窺探後方

大海，站在框內拍照就像從大海剛登陸的美人魚，

值得到此與巨石合影。

金沙鎮獅山附近

獅山海灘

▲

▲

位於海邊的這處奇石，洞穴恰好容納一人轉身，偶爾還有海浪
拍打上岸，可以拍出另類與海同框的美照 

▲

拍完照後不妨也找尋
沙灘上的其他怪石，或許有意外的收穫也說不定

12溪邊海水浴場的潔白沙灘簡直是完美拍照的天堂 
3平靜的海灣也吸引許多SUP愛好者前來體驗漫步潔白純淨牛奶沙灘漫步潔白純淨牛奶沙灘

純淨的月牙形白色沙灘，就位於金湖鎮溪

邊村東側的溪邊海水浴場，沙灘由於未受到污

染，因此純白潔淨，映著一望無際的蔚藍海

洋，腳底柔軟細緻的觸感更是讓人難以忘懷！

乾淨的環境自然也孕育了許多小生命，像是螃

蟹等，都是長居這裡的住客！來到海水浴場可

以留下您的腳印以及美照，但別留下任何垃圾

足跡，一起守護金門的瑰麗吧！

金湖鎮溪邊村四維路旁

溪邊海水浴
場 1

2

3

圖片來源／@laura_2356

圖片來源／@sherriii1220

圖片來源／D.M.YEH 

圖片來源／@ jack_food_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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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雖是軍事重地，但也不代表金門完全沒有娛樂活動，除了依照祕境地圖來收集美

照外，每到夏季，當然也別錯過各種有趣的體驗！每年６至10月是金門最適合旅遊的

季節，不僅天氣大多晴朗，還有大人小孩都能同樂的旅遊體驗，像是挖花蛤、賞蜂鳥

等，當然也別忘了來點刺激的海上娛樂，動靜皆宜的金門，時時刻刻都精采！

夏日樂遊夏日樂遊

小精靈出沒？小精靈出沒？

栗喉蜂虎是金門的夏候鳥，每年4到9月

約有2千隻到金門繁衍後代。為了讓遊客可以

一睹夏日精靈的美麗，還要避免對這些嬌客的

生態造成干擾，金門國家公園分別於青年農莊

及慈湖三角堡，設置迷彩的賞鳥通道及賞鳥平

台，營造友善的賞鳥環境。

兩處賞鳥平台其實就位在馬路旁，稍不留

神就會錯過，不過若是找到入口，經過迷彩隧

道後，讓人訝異原來在熙來攘往的道路旁，栗

喉蜂虎們竟可以安心地找到一處繁衍之所，或

許是復育有成，還沒到真正的繁衍季節，就已

有許多夏日小精靈們率先歸巢，看著五彩繽紛

的羽翼翱翔空中，來回哺育巢內的小生命，每

分每秒都有新的動靜，光是靜賞小精靈們的美

妙蹤影，就忽略時光的流逝，彷彿有關生命中

的美好瞬間，都被定格在牠們的身上了！

金湖鎮青年農莊，鄰近士校路旁

慈湖三角堡 金門縣金寧鄉慈湖路三段200號

0927 375 819 10:00→19:00

栗喉蜂虎

摸蛤仔兼吃海味摸蛤仔兼吃海味

金門四面環海，因為無工業所以是座無污

染的城市，而金門南面，從后湖往西南經泗湖

到歐厝，有著綿延數十公里的沙灘，包含金湖

鎮成功海灘、金湖鎮尚義海灘、金寧鄉后湖濱

海公園等，若您仔細尋找沙灘上，很難不發現

花蛤的蹤影！每到夏季更是花蛤繁盛的季節，

有著美麗花紋的蛤仔，嚐起來比起一般的蛤蠣

更多了海的鮮甜味，更是金門在地限定的美食

好味。

夏季時節最適合參加花蛤季的體驗活動，

不論您是徒手或者帶著小工具，不妨到金門沿

岸沙灘探險一番，並抓準能夠挖到花蛤的時

間，建議在每日剛退潮時候到訪，此時走在沙

灘上，不出２小時就能有滿滿一桶的花蛤，成

果大豐收！挖花蛤的活動相當受到親子檔歡

迎，不僅能滿足小朋友踏浪玩沙的願望，也能

為自己加菜！挖到的花蛤可以請在地海產店代

客料理，或者提回民宿自己烹調，可說是「摸

蛤仔一兼多顧」。
 

金寧鄉東湖路底

后湖濱海公
園

▲特意隔絕出來的賞鳥區，不僅滿足愛鳥
人士的興趣，也能保護栗喉蜂虎不受打擾 ▲ ▲

展翅的栗喉蜂虎，那五顏六色的
羽翼，以及輕盈小巧的體型，因此有
夏日小精靈的美名

▲

▲

挖花蛤可說是老少咸宜，來金門可別錯過這獨特的行程 

金門夏季金門夏季
  限定！  限定！

加菜囉！加菜囉！
12說到花蛤，當地人多會推薦來到后湖，提著小桶子也能輕鬆滿載而歸，
如果挖到的花蛤未超過10元硬幣大小，建議放回海中，以維持金門海域生
態永續

1
2

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

圖片來源／@ngsiewchwee

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

圖片來源／@kinmen.15home

圖片來源／@c0814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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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SUP

誰說金門不能出海？誰說金門不能出海？

金門水域雖是重要的防衛範圍，不

過來到四面環海的金門怎能錯過完全不

一樣的海上活動呢？來到大小金門，都

有可以親近水域的體驗！像是溪邊海水

浴場就能來趟海上SUP立式單槳衝浪；

而來到小金門還可以穿越壕溝、古鹽

埕，從一葉輕舟中，體驗荒廢戰壕古水

道所乘載的歷史。

海上娛樂海上娛樂
超豐富超豐富

▲▲金門的水上娛樂也相當豐富，在專業教練的指導下，不妨來挑戰一下海上運動 ▲

不論是跟隨日出、或下午日落團出海，都能盡賞金門燦爛霞光
海上一窺重兵鎮守之地海上一窺重兵鎮守之地

除了我們熟知的大小金門外，其實還有大膽、

二膽、東碇、北碇等12個島嶼，不過因軍事戰略需

要，幾乎所有島嶼都有駐軍，雖然金門自1992年

解嚴後，駐紮兵力大幅減少，但這些小島也絕非一

般民眾可以駐足之地，想要知道軍事重地的神祕面

紗，除了當兵抽中金馬獎外，現在可以搭上船家提

供的遊船行程，從水頭碼頭一路繞行七座島嶼，並

可從海上拍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牆面，或者

大膽島的「島孤人不孤」等經典標語。

而行程後段，船長也會繞行金門與廈門間公海

地帶，從檳榔嶼旁欣賞廈門沿岸風光。若是搭上夜

遊航班，偶爾還可在公海上遇到對岸船隻的人民向

您揮手，雖在疫情時刻仍不能鬆懈警惕，不過能靠

著揮手互相問好，也是難能可貴的一次體驗。
 

水頭碼頭16:20、九宮碼頭16:30出發

3/1→10/31，每周一、四、五、六、日開航

082-362-921 每人＄750，行程長度約110分鐘

船遊金門７
島

1搭上船隻可以遊覽金門周遭未開放的7座島嶼，瀏覽島上的軍事標語 23越來越多新的船隊加入，提供近年遊船的新選擇（圖片來源／鄉村旅行社）

1

2

3

金門縣政府廣告金門縣政府廣告

圖片來源／@ jack_food_diary

圖片來源／@duncanzhangzhang

圖片來源／金廈航運 圖片來源／北金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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