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馬祖過冬 深入四鄉六島生活

島居日常 位居台灣最北邊境的連江縣，因民間信仰媽祖的傳說，

而有了俗稱「馬祖」的地名。清朝嘉慶年間，離鄉背井

的移民來到島上，以灣澳為原點，發展出「一澳一村」

的聚落模式，也為島上帶來閩東文化及信仰；四鄉六島

的島嶼住民，生活起居更離不開海洋，鮮美海味在冬季

嚐來別有一番風味；爾後成為軍事戰線，更為六座島嶼

添上神祕色彩，在東北季風來臨的季節，深入島居生

活，一起從心感受馬祖瑰麗的風貌。

撰文‧攝影：楊婕庭／圖片提供：馬祖 YAHO、王忠文／版面設計：郭尤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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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鄉六島交通攻略

想要前進最北的離島─馬祖，不外乎得靠船班或者飛機，除了可選擇從台北松山機場、台中 

清泉崗機場搭乘「立榮航空」班機，前往馬祖南竿機場（LZN）或是北竿機場（MFK）。也可以

選擇搭乘「台馬之星」或「台馬輪」往來於基隆港和東引中柱港、南竿福澳港之間的固定船班。

北竿硬地馬拉松 

2022年3月26日 

7:00起跑

算準航班環遊六島

馬祖擁有四鄉六島，包含南竿、北

竿、東莒、西莒、東引、大坵，島際之

間的交通安排，得特別費心，如欲前往莒

光、東引，船班皆從南竿福澳港出船，並

因單雙月而有不同的停靠順序。惟秋冬天

氣變化較大，常因海象、濃霧、潮流等天

候影響，導致船班、航班有所變動，如果

對於當地氣候不是太有把握，不妨詢問住

宿飯店或者民宿主人，熱情的馬祖居民都

會協助代訂島上交通工具或者協助接駁，

也能更準確地掌握天氣狀況喔！

低碳旅遊正夯―電動車

馬祖是以六座島嶼形成的行政區，若要安排

一趟全攻略，可得算準各島之間的移動時間，並

且每登上一座島，就要重新安排交通工具！除了

離島旅遊常見的汽機車出租外，若想感受乘風騎

行的舒適，綠能電動車不僅環保零汙染，也能提

供加速度的快感！

為保護馬祖自然淳樸的環境，騎行電動車也

成為環保文青們的最佳首選，馬祖島內主要提

供電動車的業者為「e騎玩馬祖」，提供emoving 

IE125型號的電動車，雙載總重可來到160公斤，

上坡極速可達每小時30→40公里，滿電量可騎50

公里，換算南竿一圈大約26公里，約莫兩圈電力

都綽綽有餘！「e騎玩馬祖」主要服務南北竿，共

有充電站8站，快充充電站10分鐘可充50%的電

量，解決您對於電動車無力又沒電的恐慌。

第六屆賽事規畫「超級馬拉松組50公里」、「超

半程馬拉松組25公里」、「體驗組12.5公里」、「健康

組3公里」、「接力組50公里」、「壁山挑戰組5公里」

共六個組別，可依自己的能力勇闖北竿，挑戰獲得國

際馬拉松及長跑協會（AIMS）、國際超級馬拉松總會

（IAU）雙認證的超硬賽道。賽道沿線景色包含塘岐

村、坂里大宅、尼姑山、芹壁聚落及橋仔村，十足展

現北竿的山、海、建築物特色。這屆首創50公里接力

組由四人組隊報名，每人須完成12.5公里路程，不妨

相揪親朋好友，齊心接力完成超馬挑戰！

雙腳走透透―硬地馬拉松

另一種更為環保又獨特的旅遊方式，就是仰賴自

己的雙腳了！尤其馬祖具有獨特的戰地背景及陡峻的

地形，上下坡相當陡峭，對於喜愛挑戰極限的運動愛

好者來說，可說是地表最硬的超級馬拉松！2022年就

要邁入第六屆的北竿硬地馬拉松賽事，每年總吸引不

少好手來挑戰自我極限；迎著北風步步為營，挑戰者

將能登上北竿最高峰─海拔298公尺的壁山，不僅

可眺望北竿島嶼風貌，隨處可見的軍營更為這場賽事

帶來緊張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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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板曾經是連江縣政府的所在地，

三 面 環 山 、 一 面 向 海 構 成 絕 佳 地 理 屏

障 ， 因 澳 口 大 退 潮 時 潮 線 後 退 到 最 低

處 的 海 床 ， 有 塊 狀 黑 色 堅 硬 的 沉 積 岩

平躺於沙灘上，經居民挖掘石板用以蓋

房 子 ， 因 其 堅 硬 如 鐵 ， 故 民 眾 稱 之 為 

「鐵板」。

1955年更名為仁愛村，是一度繁華的

縣政中心，如今在仁愛村口附近的馬祖日

報報社內，設有「馬祖故事館」，1樓以馬

祖報業史為主題、2樓則是展示戰地時期

馬祖的相關文物和老照片；不遠處還有老

厝改築，展示在地風土文物的「鐵板生活

館」可以參觀，彷彿帶領遊客走入時光隧

道中，感受戰地馬祖的生活種種。

南 
竿

鐵 板百年少女媽祖祈好運

踢到鐵板？那就把厄運一起燒掉

  是否覺得運勢總是不順遂？那您必得造訪擁
有百年歷史的「金板境天后宮」。相傳興建於清
代嘉慶年間，是大海盜蔡牽為求神明庇佑所建，
前後歷經4年修繕，保有閩東封火山牆的雕梁畫
棟，內部以福州杉為材，是少有的「廟中廟」。
  天后宮供奉天上聖母、威武陳將軍、華光大
帝、臨水夫人、福德正神等眾神，主祀神媽祖的
塑像仍保留清秀的神韻，是極具特色的「少女媽
祖」像；這裡也是全村的信仰中心，每逢中秋更
有「燒塔」團聚活動。燒塔節在閩東一帶已傳承
百年，目前全台灣僅在馬祖仁愛村流傳，想要去
除厄運，就把一整年的遭遇寫在小卡上，等待一
把火，將厄運燃燒殆盡，具有惜福、尊敬，並有
除舊送厄之意。

體驗馬祖戰地風情，除了北海坑

道、大漢據點等較知名的景區外，鐵

板村的鐵堡據點更具有臨場感。經過

軍方仍駐守的營區門口，繼續向前

行，就可來到位於海邊上的獨立岩

礁，這處固若金湯的堡壘，就建造在

這處地形險要的據點上。坑道內則保

有地下石室、射口、砲台、房間、廁

所及廚房等空間，且由於據點偏僻，

還配置唯一有軍階的犬隻防衛，這處

肅殺的海防要塞，處處透露「鐵血剽

悍、海上堡壘」的氣魄。

鐵 堡戰地巡禮必訪

南 

竿

馬祖南竿全島形狀像似一頭犀牛，牛角聚落

剛好位處南竿東北角上，外形就像是犀牛角，聚

落因此得名。因位居南北洋流交會處，牛角聚落

曾是馬祖第一大漁村，鄰近海域魚汛不絕，興盛

時期，牛角聚落停泊船隻可達二百餘艘，花崗石

印章屋陸續出現，發展成島上人口最多的聚落。

至今仍可見許多磯釣愛好者，喜愛到牛角聚落尋

找最佳漁汛，往往都能滿載而歸。

牛 角質樸美麗漁村

津 沙曾為南竿小上海

位於雲台山下的津沙，是南竿島西南方

突出處的灣澳，要前往聚落得先經過一段宛

如雲霄飛車般的下坡路段，不過心驚膽顫換

來的絕對是令人瞠目結舌的美景。津沙是馬

祖最多原籍大陸連江縣移民的村莊，居民除

海上捕撈外，也兼營釀酒、藥鋪、商號、煙

館等行業，村內更曾設有私塾，可說是南竿

的「小上海」也不為過。

可惜的是在抗戰時期，日軍為控制閩江

口航道進出，有一班兵力據守在西邊山的 

「雁廬」；而後隨著兩岸對峙，鄰近漁場又

遭逢破壞，戰爭摧毀了繁榮的過去，居民紛

紛外遷，歷經百年風華的津沙，僅剩那如金

砂般細緻的沙灘，映照著昔日榮光。
津沙曾經燈火通明，宛如小上海翻版

兼容並蓄的聚落
馬祖因著戰略需求而生，在威風凜凜的背後，蘊藏著許多鐵漢柔

情、悲歡離合的故事，而正是這些生動的人事物，造就了馬祖獨

特的人文，讓我們從聚落出發，一起探尋馬祖的動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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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北竿機場的后沃村，是位於大沃山下的濱海

小漁村，村內尚保存多間造形古樸的石厝，長期推動

聚落保存的北竿文協，將后沃村內一棟年久失修的古

昔，整修成為「閩東閒情」社區工作坊，隨時走進都

有道地的導覽故事可聽。

讓后沃村一夕之間爆紅的，正是與鄰村塘岐村相

連的沙地，名為「塘后道沙灘」，沙灘綿延數百公

尺，早期遇漲潮時會被海水全部淹沒而無法通行，不

過在建造水泥地後，雙邊沙灘拱著機場跑道的美景，

就已是常年可見的打卡景點。

北 
竿

經過塘後道沙灘，另一個后沃的亮點就是戰爭和

平紀念公園主題館，位於大沃山12據點處，晴朗好天

氣時，可以遠眺大陸海岸線，可見主題館重要的戰略

地位。館內以「感動‧回憶」為主題，分成：緣起、

軍事沿革大事紀、軍用品展示區、軍民生態文化等展

區，開幕時更邀請在馬祖開鑿坑道的「北海真英雄」

們回訪，透過真實歷史事件的展演，讓人回顧軍民真

實生活，每一張老照片都彌足珍貴。

自「戰爭和平紀念公園」出發，螺蚌山自然步道

全長約700公尺，整條步道依照山稜線所建設，多數皆

鋪設有石板階梯，並且有兩處可以休憩的木造涼亭，

不過有一小段需要拉繩索攀岩，旅人不妨掂掂自己的

體力與膽量，畢竟一旁就是懸崖峭壁，從上往下望，

風浪拍打著岩石激起陣陣浪花，著實令人心生畏懼。

步道行至終點處，有一座「海上孔子像」可以欣

賞，遠觀就像是孔子作揖的樣態，不過像不像在於個

人想像。由於螺蚌山擁有岩盤和沙灘兩種地形，適合

浮游磯釣，不少熟門熟路的在地居民會找到祕境，下

切至礁石處，帶著釣竿與大海拚搏，至於不熟悉海域

的遊客，建議還是當位姜太公，一旁共賞漁樂時光，

也別有一番樂趣。

后 沃絕美雙邊沙灘

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回顧來時路

螺蚌山採集、磯釣熱點

1北竿機場兩旁即是塘後道沙灘環伺 2主題館內可嗅到戰爭煙硝味
3步道終點有一海上孔子像，退潮時才可見

嚮往地中海藍天碧海、白屋倚山的美景嗎？現在

不用再千里迢迢飛到海外，來馬祖北竿就可以看到媲

美歐洲石頭山城的浪漫風情！芹壁是馬祖列島中保存

傳統閩東建築最完整、也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之一，自

從70年代漁業沒落後，人口大量外移，原本熱鬧的漁

村逐漸荒涼，一幢幢石頭屋少了人味，冷清的建築看

來蕭條。

近年在政府有計畫地修繕下，倚著山壁建造的芹

壁聚落，閩東石頭屋彼此相疊、錯落有致，穿梭在蜿

蜒的山城中，不難發現房屋上斑駁褪色的各種特色標

語，彷彿墜入了時光迴廊，屋舍多為當地花崗石建

築，其間工法最細緻的一棟民宅，為戰爭時期「和平

救國軍」北竿部隊主任陳忠平所築建的「海盜屋」，

深受國內外建築、文化和藝術界的青睞。

鄰近北竿的這座小島，早期還有數百位駐

軍及84戶居民，現在卻成了復育梅花鹿的天

堂。大坵島上幾幢滿布薜荔的老厝，成了鹿群

們乘涼的好所在。

不過為何大坵島會有鹿群呢？其實島上的

梅花鹿，是來自於台北市立圓山動物園，當時

農業改良場向園方要了一批梅花鹿到馬祖，主

要是用來當作「戰備糧食」，於是已經是座無

人島的大坵，便成了最佳的飼養場所。

但這群鹿像是被遺忘了，在大坵島上不斷

繁衍，最盛時期更多達一千隻梅花鹿，後因近

親繁殖，數量目前維穩在兩百多隻。現在牠們

不再被視為糧食，反而成為觀光資源，遊客可

在登島前，向船家購買牧草或桑葉，到了島上

就能享受被鹿群包圍的幸福感。

島上梅花鹿皆為自然放養，雖有部分較親人，但仍具有野性（如衝撞），若遇長角公鹿，請保持距離並注意自身安全。

北 

竿

芹 壁台版小希臘

大坵島小鹿斑比新樂園

▲芹壁每個角度拍起來都像置身於南歐小鎮 ▲

雄赳赳的公鹿頗有威風凜凜之姿

2

3

1

大坵島交通大坵島交通
南竿福澳港出發：南竿福澳港出發： 4→10月，每日一班次，9:20開航 4→10月，每日一班次，9:20開航  來回＄350/人來回＄350/人

北竿橋仔港出發：北竿橋仔港出發： 4→10月，每日3班次，8:30、9:30、14:30開航4→10月，每日3班次，8:30、9:30、14:30開航

另有小船業者提供的不定期航班。 另有小船業者提供的不定期航班。  來回＄300/人來回＄300/人

大坵島交通
南竿福澳港出發： 4→10月，每日一班次，9:20開航  來回＄350/人

北竿橋仔港出發： 4→10月，每日3班次，8:30、9:30、14:30開航

另有小船業者提供的不定期航班。  來回＄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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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莒當地有句俗諺：「夏福正，冬大浦」，由於

大浦村位於南端，冬季時恰可抵禦東北風；而夏日

吹西南風，東莒島北端的福正村最適人居，讓早期

的東莒島民，就如同諺語所說，隨季節往返兩村港

澳捕魚。

而福正聚落則是東莒最繁華的村落，同樣面臨人

口外移，如今獨留一幢幢殘缺的石屋，與後方東莒島

燈塔相伴。聚落內，小動物自在地穿梭石牆，東莒彷

彿貓咪天堂，見到遊客更會上前磨蹭討食、尋求撫

摸，可愛的模樣可真融化人心。

島上貓咪特別親人，也讓東莒有貓島的別稱

福州語「浦」為小港灣之意，

大浦聚落澳口朝南，曾經是東莒僅

次於福正的第二大傳統漁村，全盛

時有五十多戶人家、兩百多位居

民，但自從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

漁獲驟減後，大浦聚落成為雜草蔓

生之地。不過近年在新住民與藝術

家進駐下，頹屋有了新生，如今來

到東莒入住大浦老宅，成為旅人們

蔚為風行的體驗行程之一。

東 
莒

大 浦古宅行旅

遼闊福正東洋山

若說北竿有螺蚌山，東莒東洋山的鬼斧神工，更

是妙不可言。站在大浦聚落的岬角觀景台，這裡是觀

賞林坳嶼的最佳景點，沿大浦路東北行，一到靶場折

向東，便接上新闢的東洋山步道。因其地理位置靠

海，長年受風化與海蝕作用，造就斷崖峭壁地形，據

說有將領巡視此地，給予了「何必千里到黃山？」高

度讚賞，可見其獨一無二的海岬地形，可與黃山比擬

之美。

東洋山上的自然生態極為豐富，例如被視為珍貴

木材的紫檀，此地產量非常多，猶如是座紫檀公園，

另外像是南國薊、紫檀、瓊麻、金銀花、列當等奇花

異草也隨處可見。步道全長1.5公里，來回約需40分

鐘，這裡不只白天景色美不勝收，入夜後更藏著雙重

驚喜等待來訪的旅人，除了有漫天的銀河閃熾點點星

芒，每到5、6月，海中還有藍眼淚與之輝映，構成絕

美夢幻雙景。

神祕小海灣

位在步道的360°觀景平台下方，有一處新興的

景點─神祕小海灣，這裡有處坑洞，居民稱之為 

「燕巢」，是鳥類聚集之處，並且流傳一段神話故

事，相傳呂洞賓與何仙姑在此得道，因此又稱「呂何

崖」。不過洞穴神祕之處可不僅止於此，這洞穴其實

可以一路通往海邊，是早年採蚵者的捷徑，更是昔日

島民躲避海盜的藏身處。不過坑洞內

尚遺留砲彈殼及未爆彈，一般民眾

可千萬別擅自亂闖，建議有地方嚮

導帶領較為安全。

12近年聚落改造為住宿地點，吸引不少遊客留宿東莒，感受離島的靜謐 3大浦石刻記載了明萬曆年間，沈有容將軍在東莒不傷一兵一卒， 
即捉拿倭寇69名的豐功偉績 4東洋山步道與神祕小海灣相臨

2

431

東 

莒

福 正台版貓島逍遙遊

東莒燈塔百年燈塔服役中

默默在東莒島服勤超過百年的這座潔白燈塔， 

至今每到夜裡仍會固定閃爍著一長兩短的訊號，為

遠方的遊人指引家的方向。東莒島燈塔，又名「東犬

燈塔」，於清同治11年（1872）興建，當時清廷因鴉

片戰爭失利，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開放沿海通商， 

為便於辨別福州方位，同治年間應英人要求而興建。

東莒燈塔是台閩地區現存的洋式燈塔中，第一

座以花崗石材建造的燈塔，高度約19.5公尺，光源經

過蚌型水晶透鏡折射後，光程可遠達16.7浬（約31公

里）。燈塔文物展示館有一片長長的白色防風牆，

當地居民稱此地為「白毛城」，屬於英式建築，館

藏豐富的燈塔文物，增添了燈塔旅遊的豐富性，是

不容錯過的遊覽重點。

東莒燈塔  莒光鄉福正村56-1號 0836-88283

社區居民自發性地改造郵筒，
融入在地船家特色TO'GO 2021年12月40



馬祖莒光位處行政邊陲，宛如海中雙孤島，在氣

候惡劣與土地貧瘠的環境下，當地居民順應海潮的周

期與海陸地形，多以採集潮間帶生物維生，形成一種

特殊的島嶼生活文化。福州方言「討沰」指的就是海

邊撿螺拾貝，所以「白犬討沰」即呈現過去西莒島民

們的日常生活。充滿居民生活痕跡的田沃聚落，仍可

窺見討海的風光，民初時，田沃曾種植罌粟，還設有

「鴉片館」、「小型酒庫」及「鹽業」，在國軍進駐

後，甚至擁有西莒唯一的電影院「中正堂」，不過現

在的田沃小鎮不再繁華似錦，卻讓自然得以生息，成

為神話之鳥眷顧的勝地之一。

身為西莒島上唯一的沙灘，坤坵也是在地居民最

天然的冰箱，與對岸綿延數百公尺處，一座蛇島或稱

蛇山佇立於海上，主要由四座海中島礁所組成，一字

蜿蜒排開，在漲潮之際，時而浮出、時而沉沒的島

礁，宛如一條長蛇因此得名。不過可別被名字給誤

導，島上並非群居蛇群，反倒是在夏季時常能看見一

群群燕鷗棲息，據調查有紅燕鷗、白眉燕鷗、蒼燕鷗

及鳳頭燕鷗等，甚至消失數年的神話之鳥「黑嘴端鳳

頭燕鷗」都在這裡發現蹤跡。

在青帆深水碼頭未完成前，菜浦澳是西莒夏季最

主要進出港的澳口，而獨特的海蝕景觀是菜浦澳地質

公園最大的地理特色，沿岸屬典型之錐狀形花崗岩，

一條一條細長的岩脈深入海中，形成各種大小不一的

懸崖、險礁等，伴隨著冬季的風浪更顯壯觀。目前菜

浦澳據點外圍，已開放旅客參觀，但碉堡內仍有國軍

駐守，不能擅闖，遊客可以在外邊的觀景台，體驗駐

守海角的苦中作樂。

西莒菜浦澳仍有國軍駐守西莒菜浦澳仍有國軍駐守

西 
莒

西 

莒
田 沃體驗戍守邊疆

坤坵沙灘神話之鳥棲地

菜浦澳龍虎駐守海角

1環島路上最顯眼的中正門，於1999年重新更換上標語 
2綿延的白沙灘退潮時可連接蛇島，是燕鷗棲息繁衍之地

1

2

▲249師龍虎部隊曾經歷抗日、內戰等戰役，至今仍有國軍弟兄駐紮於此 ▲

觀景台可瞭望遠方福州商船來往

漲潮時，沙灘與蛇島間
會形成方塊海奇觀！

西莒菜浦澳仍有國軍駐守



全馬祖列島的極東之地就在東引，位在世尾山

山腰上，亦有北疆燈塔之稱。燈塔興建起源於光緒

27年（1901），由於三都澳開埠後，進出口貿易額

倍增，但當時一艘長450英尺的輪船「蘇布輪號」， 

在行經東湧附近觸礁沉沒，雖乘客及貨品都安然無

恙，船公司仍損失慘重，經過此事終於促成東引燈

塔的興建。燈塔下方崖邊設有霧砲兩尊，現改增設

霧笛一座，對於容易起霧的馬祖氣候來說，這兩尊

砲台的示警，可挽救不少船隻免於災難。

東引燈塔在本地人的眼中，更是一座超豪華的

「東引別墅」，由於早期守燈員需攜家帶眷住進燈

塔裡，為了供應工作人員的食物，一旁設立了雞

舍、豬舍等，在物資缺乏的年代，塔外的人對塔內

的守燈員可是羨慕不已。而今燈塔依然挺立著，聳

立於懸崖峭壁上的白色外觀，和崖下湛藍的海水相

互輝映，格外引人入勝。

東引鄉樂華村169號 0836-77037 9:00→17:00（周一休）

東 

引
東 
引

東引擁有中華民國最北的領土，曾經是最重要的

軍事防守之地，而今戰事遠颺，回歸靜謐的漁村反而

有種質樸的純靜。近年東引不僅是賞藍眼淚的勝地，

每每時序入夜，夏季、冬季的星空更是天文愛好者觀

星的首選，藉由「東引星空週」的整體策劃，跨越傳

統外界對東引剛毅、堅忍的軍事印象，揉合人文故事

與暗空精神，成為東引最具代表性的年度活動之一。

位處國境之北的聚落，也有著獨一無二的型態，

有別於馬祖列島通常是一澳一村的習性，來到東引最

熱鬧的南澳聚落，沿著忠誠門的階梯拾級而上，山坡

建造密密麻麻的房屋，並以腳下的這條「中路」老

街，左右兩邊各據一村，兩旁民宅緊挨著彼此，在冷

風襲來的季節，卻因彼此的團結互助而顯得溫暖，這

獨特的景色更造就東引與眾不同的小島個性。

南 澳冬夜賞星

中華民國領土最北之境，其實是在東引外海中的

一座小礁石，又稱為「北固礁」位於后澳聚落上方約

600公尺處，礁島上杳無人煙，甚至還會隨著潮汐漲

退，時而隱沒於海平面下。早年國軍把北固礁當成實

彈射擊的標靶，差一點還把這座島礁給打沒了，幸好

1992年底馬祖宣布終止解除戰地任務後，北固礁隨

即於1993年初劃為保護區，才得以保住這最北的領

土。由於這座礁島無法登島，若想一睹島礁風采，可

到后澳岬角觀景台，並與刻有「國之北疆」的石碑以

及地面上的座標位置合影，感受邊界特有的天遼地闊

意境。

東引鄉西引島 0836-25631 8:00→17:00

北固礁國之北疆

東引燈塔白塔別墅

燈塔下方的霧砲已被霧燈取代，如今僅剩砲台遙想過去的驚濤駭浪

自中間廊道往上走即可深入聚落 在馬祖旅遊得要習慣上下階梯

無法看見北固礁也別氣餒，還可與
一旁的石刻和地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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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漢滋味――Z.O coffee馬祖小柒咖啡

南竿介壽獅子市場是許多旅人來到馬祖，必會造

訪尋覓地道小吃的景點，像是麵線糊、鼎邊銼、繼光

餅等，在喧鬧的市集中，卻有一處可以讓旅人靜心休

憩的創意咖啡店。Z.O coffee馬祖小柒咖啡就位在市場

2樓的開放式攤位，咖啡師小奇結合馬祖在地陳高，

推出全台第一款高粱酒罐裝咖啡「HI! KAJU咖酒」，

打開鋁罐的瞬間，氣泡挾帶著咖啡香氣衝擊著嗅

覺，入口後，馬祖的陳高尾韻是最強大的火

力支援，饕客大推冰鎮後飲用，且外型

以手榴彈風格設計，充滿硬漢風格，

頗適合作為另類伴手禮！

12據點――刺鳥咖啡書店

1998年起，牛角聚落的居民發起老屋新生的社

區運動，從「藝文生活、古厝新象」的初階願景起

造，透過閒置空間再利用，和舉辦各種藝文活動，

活化傳統空間和建築。像是這間位於牛角12據點的

刺鳥咖啡書店，過去曾是軍事碉堡，由曾任連江縣

文化局長的曹以雄活化後，改造為書店，成為馬祖

第一個廢墟活化的成功案例。書店真如其名，館藏

四千多本，除了有主人家的私人藏書，也有來自各

地善心人士的贈書，種類包羅萬象，不僅是遊客喜

愛來賞海景、喝咖啡，社區的孩子們也將這裡做為

課後的遊樂場所，不時有活動和展覽可參加，每一

本新書都成為他們與世界接軌的重要管道。

南竿鄉復興村222號 0933-008-125 9:00→17:00

咖
啡
與
海
風
的
日
子

東北季風的吹拂，造就馬祖秋冬別有

一番類出國的感受。在鹹鹹的海風

中，混搭著一絲幽幽的咖啡香氣，一

抹冬季的暖陽照耀湛藍天空，悠閒的

氛圍就該來杯咖啡溫暖手心。來馬祖

各個聚落，找尋品味獨特的咖啡店，

有漁村風光、有精心設計的文創商

品，隨著青年洄游，咖啡成了世代溝

通的媒介，正邀請旅人在樸實村落

裡，品味馬祖慢時光。

東引美學――鹹味島合作社

這間鄰近中柱港的海景咖啡館「鹹味島合作社」， 

乘載了女孩們返鄉的夢想，這遠在北方的蕞爾小島，

成為青年創業的最佳舞台。「魚露」的馬祖話正是 

「鹹ㄍㄟㄥˋ」，咖啡館院子邊，成排釀製魚露的罈

甕，是這座島嶼的日常寫照。負責景觀設計的蔡沛

原、設計文創商品的劉香吟，以及學習流通管理的林

奕蕎店長，三位女孩將老屋翻新，結合三廳─「社

區客廳、地方展演廳、咖啡廳」概念打造成複合式的

餐飲空間，不定期舉辦藝術展、攝影展、老街市集、

星空舞台劇等，注入年輕創意活力，也再次活絡北緯

26度小島。

推開咖啡館的老舊木門，耳畔傳來的爵士音樂，

眼前遼闊的海景，鹹味島合作社是東引社區美學發展

的起點，陶製門牌、馬賽克拼貼藝術等散布在聚落

內，在通學巷的牆壁上，有化身為海中優游的精靈的

創作，成為旅客走逛東引的最佳指引，美學落實在日

常島居生活，地道風味自然也得透過美饌傳遞。鹹味

島合作社提供在地食材做成的點心與飲品，例如用馬

祖魚露和米醋做成的特色調酒，以及特別香甜的南瓜

莓果磅蛋糕，還有結合東莒洛神花和東引烏魚子而成

的下酒菜，各式意想不到的創意料理，正在島內掀起

另一股飲食革命。

東引鄉樂華村4號 0934-363-090 

14:00→22:00（周一＆三休）

黃金時刻──夫人咖啡館

位於南竿島西邊的西尾，從地名剖析不難想像這

裡是欣賞夕陽餘暉的好地方。秋高氣爽的時節，馬祖

很容易見到紅通通的太陽，向著西邊中國福州的丘陵

地下沉的景致，橘紅色的暖陽映照海面上來往的船

隻，每日限定15分鐘的落日時光，最推薦到聚落中的

夫人咖啡館享受。咖啡館提供遊客淳樸的手沖咖啡，

除了欣賞演前景致，不妨也聽女主人王春金娓娓道來

「夫人村」的故事。

原來夫人村住的不是上流名媛，而是早期有許多

漂泊的漁民海盜，在休漁期間把劫來的珠寶、女人安

置於此，離開時沒有把女人帶走，而這群留下的女人

們，彼此團結自立建村，可惜後來二十多戶人家紛紛

遷居，僅剩下王春金的奶奶獨居在村子裡，王春金因

為不忍老村荒廢，決定自籌經費修復奶奶的房子，讓

廢棄老屋恢復生機，也成為旅人們口耳相傳的賞夕陽

祕境。

南竿四維(夫人)村40-1號  0836-25138  10:00→22:00

1合作社外的甕罈用於盛裝魚露 2從魚露工廠轉型為在地青創基地，更為
東引獨創新的生活美學 34夫人咖啡館提供「馬祖漢堡」之稱的繼光餅，
以及獨特瓶裝的冰滴咖啡

1

2

3 4

南竿鄉介壽村181號（介壽獅子市場 2F）

0912-279-383 7:30→11:00

▲進入刺鳥咖啡書店前，得穿過堡壘拱門，
頗有戰地風情 ▲咖啡書店提供輕食簡餐

▲充滿違和感的文青咖啡店，真的就
開在傳統市場裡 ▲咖啡結合陳高的
罐裝飲品，就連開罐也很有趣味飲 酒 過 量 ‧ 有 礙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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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老酒香傳千里

正所謂「開潭百里香，洗甕醉千家」，馬祖老酒的香

氣，更曾於2015年馬習會場上飄香。不過老酒的釀造方

式家家各有特色，其每一滴的甘醇都來自細心、耐心的等

候，老酒不僅是馬祖人的生活必需品，更是精神支柱。早

期漁民清晨出海之前，就習慣飲用老酒來驅寒；在狂浪和

寒風中與大海搏鬥，滿載魚蝦而歸後，也以老酒紓解疲

憊。尤其在冬天飲用的時候，建議稍為加溫過後，兌入些

許老薑片，其酒香更加香醇濃厚。若是害怕自己不勝酒

力，也可來一碗老酒麵線，以老酒、薑片煎到恰恰好的

蛋，可是集老酒精華於一身，一顆蛋就足以醉人心脾，是

令人難以忘懷的好滋味。

來到馬祖必得造訪八八坑道，品飲窖藏15年、香醇

醉人的老酒，為了讓更多遊客認識老酒以及陳年高粱的魅

力，連江縣交通旅遊局今年更結合觀光振興方案，推出 

「安心遊開心玩馬祖」的限定贈酒活動，遊客只要在秋冬

季節到馬祖旅遊，憑藉機票、雙島船票及身分證件，即可

免費兌換一瓶限量「2021馬祖藍眼淚紀念酒」。

馬祖酒廠  南竿鄉復興村208號 0836-22211 8:30→17:00

物豐味好的日子

島居生活最珍貴的莫過於糧食，由於早期馬祖米糧取得不易，因此先民就

地取材，產生許多特殊的飲食習慣。俗諺常說，民以食為天，飲食文化堪

比天大的事情，不妨從市井小民的市場出發，一嚐傳統美味小吃，再看看

馬祖年輕人的創意，如何將家鄉味提升至媲美國際米其林的好滋味。

酥脆多汁「 餅」

「 餅」是到馬祖必嚐小吃之一，「 」這個字

唸作「ㄊ一ˋ」也可以叫做「蠣餅」，是福州的傳統

小吃。外型長得像「蚵嗲」，不過內餡主要包入雞

蛋、高麗菜、肉絲、米粉，外層裹上米及黃豆製成的

漿粉，再放入油鍋炸至金黃酥脆，搭配鼎邊糊就

是馬祖人最地道的早餐。不論是隱身在鐵板

聚落的阿珠 餅，或是南竿介壽市場的陳家

餅，都能嚐到用料實在的傳統滋味。

走訪黃魚之鄉

每年約莫清明時節，正是南、北竿和莒光的漁船整裝待

發，前進東引討黃瓜魚的日子，春夏之交黃魚都會洄游至東引

附近海域產卵，根據老一輩的漁民口述，全盛時期黃魚捕撈數

量之多難以計數，甚至發的時候，滿網的黃瓜魚浮到水面，人

都可以走在上面蔚為奇觀。不過受到兩岸政策及氣候影響，黃

魚數量不若往昔，價格更是水漲船高，不妨來到北竿橋仔聚落

地漁業故事館，順道走訪黃魚加工廠─馬祖農漁產品企業

社，新鮮黃魚經過醃漬加工，真空包裝、冷藏保存，也能直送

回本島，細緻黃魚肉最適合清蒸，產地價格更是佛心。

馬祖農漁產品企業社  北竿鄉橋仔村2號 0836-56015 8:00→17:30

鮮甜淡菜補元氣

常見於南歐料理的貝類──淡菜，可不僅僅是歐洲人的

專利，其實早從唐代就有文獻記載，而淡菜更是中國福州、

馬祖海域一帶的名產，根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的研究，證實 

「馬祖淡菜」具有生殖保健效果，堪稱是「海中的威而鋼」。 

馬祖淡菜因為擁有紫黑色的外殼，所以也叫紫殼菜蛤或紫貽

貝，貝肉碩大肥美，以掛養的方式在馬祖外海養殖，靠著吃

食海洋浮游生物長大，每年盛產期為6→10月。其料理方式

更千變萬化，蒸、炒、炸、煮各有不同風味，最傳統的汆燙

淡菜，不需加鹽調味就可以嚐到最原始的鹹香海味；油炸

淡菜外酥內軟的口感，一口咬下肉汁四溢，也是頗受歡迎

的吃法。

和田屋麵館  南竿鄉馬祖村78號 0836-25616 11:00→20:00

手工日曬魚麵

魚麵是以60%的鰻魚、鮸魚等高級魚類，製成魚漿，

加上40%的太白粉製成，並且得於日光下曝曬兩天才算完

工。魚麵吃起來像條狀魚丸，可煮火鍋，或以滾水燙過、

做炒麵，不過現存手工製做的兩間魚麵店家，都座落北竿

塘岐村，比鄰而居的阿婆魚麵與魚之鄉魚麵行，兩家各深

受老饕愛戴，店內都販售有乾燥的魚麵，讓愛好這一味的

遊客都能帶回家，回味馬祖鹹味島居的慢活。

阿婆魚麵  北竿鄉中山路168號 08-365-6539

周一→四11:00→13:30、周五→日11:00→13:30；17:30→19:00

魚之鄉魚麵行  北竿鄉中山路149號 0928-812-870 

11:00→14:00；17:00→19:00

飲   酒   過   量 ‧ 有   礙   健   康

1釀製老酒幾乎是馬祖居民必備的技能
2為推廣秋冬旅遊，遊客也能輕鬆獲得馬祖酒廠的藍眼淚記念酒

使用老酒兌煮出的麵線，湯頭鮮甜美味令人沉醉

1

2

連江縣政府 廣告連江縣政府 廣告

活動日期：即日起→2022年2月28日

（數量有限發完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