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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公港 岸上觀光行程 

 

馬公金龜頭礮臺 

地處澎湖島西側的馬公半島極西，媽宮城西南門外，媽宮澳(今馬公灣)西南的龜頭山

上，與大山嶼舊稱「蛇頭」的風櫃尾蛇頭山東西斜對，共扼馬公港門；於西元 1887 年由

總兵吳宏洛所建，配備有七、十、十二吋口徑阿姆斯壯後膛砲各一門，與西嶼東臺、西臺

同為全澎戰力最強大之砲台，本礮臺為劉銘傳新築九座砲台之一，不僅與西嶼西臺、西嶼

東臺同時興建，同時是當時四座礮臺中最重要的一座，因而格外具有歷史價值。穹隆式兵

房是金龜頭礮臺最主要的建築形式，也是澎湖地區砲台的特色。現在的金龜頭礮臺四周的

土垣、砲台掩體、砲台底座、入口處的牌樓皆保存良好，土垣則使用澎湖最知名的玄武岩

疊砌，以水泥作為黏結接合的材料。 

昔日廝殺的煙硝已隨著時光荏苒為之消散，充滿歲月履痕的金龜頭礮臺如今已經過修

復，帶著古老的故事及新面貌與遊客見面，於 106 年 4 月 26 日開放參觀；而鄰近的潘安

邦故居、天后宮、順承門、篤行十村…等古蹟也是值得一遊的好所在，喜歡古蹟文化的遊

客們絕對不能錯過。猶如小半島的金龜頭礮臺帶著一絲絲古意，在傍晚時分，隨著落日餘

暉泛著柔光別有一番宜人的風情，是欣賞黃昏美景的勝地。 

 

眷村文化園區 

篤行十村是台灣最古老的眷村。日治時期，日本馬公重砲兵大隊進駐後，陸續興建了

軍事設施、官舍和宿舍，就是篤行十村的前身。戰後國軍隨政府來台後接收，並分配給軍

眷居住，之後軍眷人數增多，軍方在此日式住宅附近增建宿舍，造成目前獨特的宿舍群。

日式房舍眷村位於媽宮古城牆邊，獨樹一幟，建材以竹、木材、編竹夾泥牆、石灰、黃泥

及澎湖特有的玄武岩、硓咕石為主，建築結構與工法結合本地特色，並帶有部份歐美風格。

眷村位於馬公巿新復里。澎湖縣政府於民國 95 年(西元 2006 年)將眷舍列入歷史建築保

存，規劃為「眷村文化園區」。而澎湖縣政府也積極重建，讓篤行十村連結國定古蹟的「順

承門」與「媽宮古城牆」，成為帶狀的人文歷史景點。 

篤行十村除了具有特色和歷史背景的宿舍群外，更孕育了許多知名藝人，如唱紅「外

婆的澎湖灣」的歌手潘安邦和「我的未來不是夢」的張雨生童年亦在此度過。二位著名歌

手的舊居，目前已分別規劃成藝展空間和紀念館，更為眷村增添了更豐富的人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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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承門 

媽宮城又稱為「澎湖城」、「光緒城」，為臺灣最晚的官建城池。清法戰役時澎湖輕易的

被法軍攻陷，和議後臺灣巡撫劉銘傳與閩浙總督楊昌濬會籌防務，認為澎湖有建軍事防禦

功能城池之必要，遂由當時澎湖總兵吳宏洛監造，於光緒 15 年（1889）竣工。 

媽宮城設有六門，朝陽門（東門，已拆除）、即敍門（小南門，已拆除）、拱辰門（北

門，已拆除）、迎薰門（南門，已拆除），大西門（今中興門）及順承門為現今僅存的媽宮

城遺址（國定古蹟），若想要眺望馬公港的美景，登上順承門的敵樓是不錯的選擇哦！ 

 

觀音亭親水遊憩區【縣定古蹟】 

觀音亭又稱觀音廟，位於媽宮城牆西側海岸邊，創建於清康熙三十五年（西元 1696

年），由澎湖水師游擊薛奎所創建，廟內供奉大慈大悲南海觀世音菩薩，是全澎最早的一座

佛教寺院。光緒十一年(西元 1885 年)，曾一度為法軍所毀。光緒十七年(西元 1891)，總

兵吳宏洛捐銀修補。日治以來也屢有整修，民國 48 年(西元 1959 年)擴大改建成現貌。 

光緒十三年(西元 1887 年)遵古俗塑立於澎湖總鎮衙署大門前驅邪鎮煞的一對石獅，於

昭和十年(西元 1935 年)移建於觀音亭現址。這對外型威猛的石獅，是全台僅有由糯米漿、

石灰、黑糖水等材料所調和砌成的大獅，完成至今仍保存完整，實難能可貴。  

【西嶼落霞、西瀛虹橋】 

觀音亭附近海域的風帆活動遠近馳名，退潮時更是一良好的天然海水浴場，區內全長

約 200 公尺的弧形鋼橋，就像是彩虹躍然在海面上，白天與夜晚截然不同的浪漫風貌，成

了澎湖新地標。著名的海上花火節、泳渡澎湖灣及國際風帆賽皆在此登場，更打響了西瀛

虹橋的知名度。夕陽、煙花、海景、點點風帆，增添了虹橋新風貌，變成了觀光客觀海遠

眺最美的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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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街－最早的聚落 

中央街的習稱「街內」、「下街」，是澎湖最早形成的商業聚落，有十數條巷弄穿插其間，

目前街內的建築，乃是依據明、清時代遺留的街貌修建而成，多處古蹟座落其中，著名的

施公祠、萬軍井以及光緒元年建立的水仙宮，都位於中央街，「台廈郊」商會也在此成立，

會館由先前的天后宮後進，遷入水仙宮。 

中央街的建築形式多為長條街屋，房子裡頭分別作生意場所、住家使用；窄小的巷弄，

神秘、韻味兼具，有一寬僅 2 尺的窄巷，僅容一人通行。 

日治時期，中央街更成為商業中心，主要繁榮的商業區域為「七街一市」，分別為大井

頭街、倉前街、右營橫街、右營直街、渡頭街、海邊街、左營街、魚菜市集，熱鬧活絡，

規模頗具。直到光復後，馬公市街道重新劃分後，商業區逐漸增加，貿易區域也逐漸分散

開來。  

都市計畫的開發，對中央街的完整形成威脅，澎湖縣政府在民國 80 年委託中原大學

建築研究所，開始進行中央街保存維護計畫之研究工作，促成了中央街居民正式成立「澎

湖第一街振興協會」注入活力。澎湖縣政府接續，擬定「中央街文化風貌特定專用區計畫」

並劃定「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獎勵範圍，於 90 年起，鼓勵居民配合維護歷史古樸風貌

辦理整建工作，因此得以保存原始風貌。 

 

施公祠 

原稱施將軍廟，按「施將軍廟碑記」，可確證此廟係施琅平臺封靖海候後所建之生祠，

最遲不會晚於康熙 35 年（1696）。道光年間加祀海璮殉職之官兵，故不專稱將軍廟，而改

稱施公祠。 

日治後，廟址（媽宮澳東街、今署立澎湖醫院處）於大正 3 年（1914）被徵用，闢為

醫院院舍，故與海壇館一同遷建於中央街今址，神像初置於海壇標兵之伙房供祭祀，復由

施琅部屬之後代項秀明於是年重建。目前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為縣（巿）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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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天后宮 

對大海的子民而言，海上守護神－媽祖當然是重要的心靈寄託。澎湖天后宮是台灣最

早建立的媽祖廟，列為「國定古蹟」。早期福建沿海漁民為保佑出海船隻與作業平安順遂，

會在船上供奉媽祖以求庇佑，後期則在澎湖定居後移往岸上建廟奉祀，時光飛逝，轉眼間

庇護澎湖縣民 400 多年，當時稱為「娘宮」、「娘娘宮」、「娘媽宮」、「媽娘宮」、「媽祖宮」

等，就連船渡口也稱為「媽祖宮」，再簡稱「媽宮」。由於「媽宮」與「馬公」在日語是諧

音，馬公筆劃少、易辨識，日本人在日軍未佔領台、澎之前，軍事地圖上就已經標示著馬

公。日軍領台後旋即於 1901 年在澎湖設置了馬公要港部，但行政區域仍維持清朝的「媽

宮澳」名稱。之後才於西元 1920 年把「媽宮澳」改為「馬公街」，正式成為馬公地名的由

來。 

天后宮不僅是馬公的地標，更為澎湖的精神象徵，不僅歷史悠久，其建築特色也令人

玩味。天后宮共分為前（山川殿）、正、後三殿，左右各有一護龍。山川殿的廟名額上巧雕

三龍盤護，栩栩如生的神態，儘管年久褪色，仍能感受當時精工巧琢。前後進的樑柱上，

尚有獅座、各式斗拱，用來支撐樑柱與屋頂，宮內還可見到人物鑿花如「趙子龍單騎救主」

等故事。正殿屏門上雕刻的題材以四季吉祥圖騰為主，象徵四季平安、福壽綿長，手法相

當精緻，可說是木匠工藝的上層精品。 

 

中屯風力園區 

中屯古地名叫做中墩，因座落於澎湖本島和白沙島之間形成土墩而得名，光復後取諧

音為中屯。後來分別興建了永安橋和中正橋北接白沙、南接澎湖本島。之後加上跨海大橋

的興建，才將馬公、湖西、白沙跟西嶼四個鄉市連成一氣。 

風力發電廠位於澎湖縣白沙鄉中屯村，於 2001 年 10 月正式商業運轉，風力發電廠位

於中屯第二苗圃，目前已規劃為風車公園，成為澎湖縣白沙鄉的著名旅遊景點和新地標。

這座風力發電廠為台灣第二座，是澎湖第三代風力發電機，風力發電機組二期總計設置八

組，每組可發電 600 千瓦，以電腦控制變速功能。當風力變化時，葉片的角度亦可隨之調

整，轉速便可隨著發電需求調整，以維持穩定的發電功率。 

風力發電的原理：風力發電是利用風力帶動風車葉片旋轉，透過增速機將旋轉的速度提升

促使發電機發電，中屯機組約在每秒 2.5 公尺風速便可發電，風力發電廠設置的地點必須

具有風期長、平均風速大、風力平穩且不受遮擋等風場條件，加上地理環境適宜，才能減

少投資成本並增加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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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梁古榕 

通梁村保安宮前超過 300 年的老榕樹，是澎湖綠蔭最大的神木，共計擁有 95 根氣根

的老榕，綠蔭覆蓋廟前空地形成一片乘涼歇息的廣場，若是沒有認真觀察，實在難以相信

全是來自於同一棵樹的枝幹。 

關於古榕的歷史，目前還沒有確定的答案。有一傳說清朝康熙年間，一艘商船行經通

梁附近吼門海域，卻不幸發生海難，僅存一株樹苗隨潮水漂至通梁海岸，通梁村民將其撿

回，栽種於廟前。由此推算，通梁古榕栽種至今可能有 300 歲以上的高齡。 

另一傳說則認為通梁古榕可能只有 200 年的歷史，根據中國人的栽植習慣，大多在廟

宇落成後，才會栽種樹木，從保安宮建立的歷史看。距今大約為 200 多年，那麼通梁古榕

也許要比傳說少 100 歲，姑且不論其何種說法正確，古榕綠蔭奇觀，倒是值得探訪。 

 

澎湖跨海大橋 

澎湖跨海大橋全長共計 2,494 公尺，橫跨白沙、西嶼兩島之間的吼門水道，水流湍急，

流速據說可達每秒 3 公尺，為澎湖海域第二險流。每當冬季東北季風來臨，更是怒濤洶湧，

難以行船，因此，1965 年始建跨海大橋，1970 年完工通車，以解決漁翁島往來的交通困

境。爾後，因橋樑腐蝕嚴重與橋梁坍蹋，於 1984 年拓寬陸堤，1996 年完工通車成為雙車

道新橋。遠望如海上長虹不但具觀光價值，也讓西嶼和白沙兩地交通暢流無阻。至今大橋

西嶼端北側海域仍留有早期水泥柱和框架，靠西嶼一側留有斑駁的橋墩，分別說明早期西

嶼電力是由高壓電線架跨海輸送，與舊橋功成身退的一段滄桑史。  

大倉嶼－欣賞跨海大橋的好地方 

大倉嶼位於澎湖馬公、白沙、西嶼等三島圍繞的內海中，有「澎湖內海之珠」美稱。

從大倉遠望跨海大橋如長虹凌空，海景一覽無遺。航程從馬公重光里(後窟潭)搭船約 20 分

鐘即可到達。大倉嶼為澎湖內海唯一有人居住的島嶼，大倉一名可能來自於附近是澎湖有

名的內海漁場，早期的「大魚倉」。大倉嶼周圍海岸平緩，退潮時潮間帶廣闊，其中以 5

口大型的石滬最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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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門嶼 

小門嶼位於西嶼島的北端，與西嶼有寬約 20 公尺的水道相隔，現築有小門橋連結兩

島。全島面積雖然只有 0.5 平方公里，但小門嶼的地質地形景觀，卻是澎湖群島的縮影，

有活的戶外地質教室之稱。  

小門嶼是個地勢北高南低的熔岩台地，島上的東、北、西岸多為玄武岩海崖，南岸則

為村落聚集地區。來到此處，可見到外形呈現球狀結構的多孔玄武岩，小門嶼層特殊的鐵

質石英砂岩、鐵質黏土層、參雜動物化石的灰殼岩以及受流水侵蝕的小惡地形等多樣貌的

地質景觀。  

島上最著名的景點「鯨魚洞」，因外型近似鯨魚頭露出水面而得名。鯨魚洞原為一玄武

岩海崖，經過海水侵蝕作用，不斷的侵蝕，終成現今的「海蝕拱門」，讓人認識了海蝕地形

的演進過程。  

當然小門嶼還有蜂巢田式的菜宅、石敢當等人文特色景觀，以及可到「小門地質館」

一窺澎湖的地質奧秘的好機會，也千萬不要錯過！ 

 

小門地質館 

小門嶼位於澎湖縣西嶼(漁翁島)北側，面積為 0.5121 平方公里，漲潮後即成獨立單一

島嶼，因臨近吼門急流，素有「吼門之珠」雅稱。之後興建小門橋(跨海小橋)與西嶼連結，

澎管處在此建有停車場、環島步道等相關設施，成為澎湖縣著名的風景區。小門嶼名字由

來是因為在小門村東邊有一小徑剛好於兩旁的玄武岩峭壁之間，古時候小門村居民出入都

得經過這條小徑，而小徑遠看像個門，因此便將此地命名為小門。 

小門嶼上有一座地質館，於 2000 年 4 月開始興建至 2001 年 4 月完工，2010 年 3

月閉館整修，並於同年 11 月重新開放參觀。小門地質館面積約為 498 平方公尺，遊客可

在小門地質館內參觀到詳細的文字介紹以及圖片展示，全館展示內容依現場參觀動線前

進，設置有 1.導覽地圖區 2.澎湖的地景區(澎湖地質年代表)3.小門嶼區 4.小門地質區(小門

嶼地層、小門嶼地質、小門嶼地形)5.地質觸摸區 6.澎湖地景區 7.世界地質區等七個主題展

區。展覽內容十分多樣化且豐富，饒富 觀賞及教育功能，是您來到澎湖旅遊不可錯過的的

景點。此外，館內設置有 i 化旅遊資訊櫃台，設有專人及志工，提供旅遊諮詢及專業解說

導覽服務，並備有小門地區地形、地質景觀導覽地圖等摺頁，可供遊客免費索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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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崁傳統聚落保存區 

二崁村於民國 90 年經內政部指定成為國內第一個傳統聚落保存區，近年來完成修復

的古厝交由「二崁村聚落協進會」充分利用，發展成為具有在地文化特色的各項小型展覽

館，有常民生活館、潮間帶館、社區博物館、漢藥館、童玩館、褒歌館等。走入二崁，映

入眼簾，最吸睛的便是古厝牆上掛滿了當地居民自創的褒歌，內容描述生活點滴或傳頌男

女思慕情懷，試著以閩南語唸唸看，保證趣味橫生。餓了走到柑仔店吃「土仁粿」、「金瓜

粿」，渴了喝杯道地的杏仁茶。在古色古香的民宅內，聽老阿嬤最原汁原味的褒歌吟唱，或

數人即興對唱，一來一往，創意十足，令人拍案叫絕，樂趣無窮。 

大約在明朝末年，陳延益先生從金門渡海來到澎湖，由現今的大池村登陸後，在竹灣

南側的龜山山腳下從事農漁業生活。成家立業後，家族成員逐漸增加，才決定遷移到竹灣

附近的二崁定居。清朝道光年間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聚落，甲午戰爭之後，傳統生計活動已

不敷生活支用，許多青年只好離鄉背井，到台灣工作，村落逐漸沒落。 

陳家古厝為二崁古厝之代表首選，興建於西元 1910 年，是由陳嶺、陳邦二兄弟，移居台

南經營中藥行致富並返鄉擴建原有古厝，光耀門楣。「三落大厝」的豪華格局，為澎湖絕無

僅有的一間古厝，目前已列為縣定古蹟。 

當年設計修建古厝的師父年僅 29 歲左右，來自池東村。從陳家建築細節觀察，整體

建築及彩繪、樑柱等頗富創意，不論木雕、磁磚彩繪與石刻都典雅生動。格局上，由外至

內逐漸隱密的設計，依循的傳統民宅工法，兼具安全性，堪稱為當地中西合璧的建築代表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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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菓葉柱狀玄武岩 

日治時期為聯絡馬公與西嶼間的海上交通，在大菓葉海邊闢建碼頭，挖取石塊泥土時

意外地發掘了這片埋於土中、沈睡千年的壯麗柱狀玄武岩，可謂澎湖本島容易親近的柱狀

玄武岩。 

 

西嶼西臺 

西嶼西臺乃清朝劉銘傳所修之砲臺。1885 年清法戰爭起，法將孤拔（Courbet）率遠

東艦隊攻打臺澎，澎湖失守。清法和議後，劉銘傳籌劃臺灣防務，奏請於澎湖設總兵一名，

並加強澎湖防務。當時在西嶼外垵與內垵間高地闢建砲臺一座，設置四門新式阿姆斯壯後

膛砲，隔年另在內垵高地增設西嶼東臺。西嶼西臺規模浩大，施工情形甚為艱苦，於光緒

15 年完工。  

西嶼西臺為一凹下式建築，四周築有內外城垣，牆內疊石成壇，壇上設有砲臺，約呈

山字形配置。入口處往內動線上並有拱門兩道，第一道拱門上方橫額題：「西嶼西臺」。本

砲臺為目前全省保存最完整且極具歷史價值的百年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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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嶼東臺軍事史蹟園區 

西嶼東臺與西嶼西臺為同期興築的砲臺，內有圓拱形磚石構造的官、兵房及彈藥庫，

與馬公金龜頭砲臺共同扼守媽宮港。現與澎防部移交的西嶼西堡壘、東堡壘、東昌營區共

同規劃成西嶼東臺軍事史蹟園區。 

 

漁翁島燈塔 

漁翁島燈塔座落於西嶼西南端的高地上，屬西嶼鄉外垵村。西嶼全島面積 17.8380 平

方公里，海拔高約 52 公尺，與澎湖本島及白沙島三島鼎足而立，是澎湖群島的三大島嶼

之一。 

漁翁島即為西嶼，其名稱之區別在於葡萄牙人首先以葡萄文「漁翁島」標示於航海圖

上，之後荷蘭與日本等軍事地圖皆沿用翻譯成漁翁島；而先民自古以來即稱為「西嶼」或

「西嶼頭」，歷經清領、日治行政區劃，皆以西嶼為名，因西嶼位於澎湖本島之西，大陸閩

浙沿海先民航行途經澎湖即以「西嶼頭」為航程辨識的指標。 燈塔始建於 1778 年，最初

為七級石塔，名為「西嶼塔燈」，至 1875 年改建為西洋式構造，命名為「漁翁島燈塔」，

如今所見。近年登錄為古蹟時，順應鄉民建議，正名為「西嶼燈塔」。燈塔立於花崗岩台基

上，底部直徑約 2.5 公尺，塔身向上微微內收，塔頂與塔身高度的比例約為 1：2。塔內有

螺旋鐵板樓梯，上層為圓拱型鑄鐵燈罩及風標。塔身外側離地面 6.3 公尺高的地方，則有

鐵管欄杆圍成的鑄鐵工作平台，塔高 11 公尺，燈高 60.7 公尺。 

燈塔旁的洋樓，是以石塊砌築，內分上下兩層，屋頂採低緩四向屋坡作法，屋簷水平

線腳突出於入口的小玄關，百葉窗為法式造型，顯示出其濃厚的歐式建築風格。漁翁島燈

塔設有霧笛、三座清朝中葉所設的鐵鑄霧炮，並留存早期使用的石葫蘆煙墩。由燈塔園區

俯視海景，有機會觀賞到著名的西嶼急流，名為「西流」。澎湖 6 大急流「一磽、二吼、

三西流、四鵝豆、五潭門、六東吉」其中的「西流」就位於外垵「西嶼燈塔」下的南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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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每到臨近乾潮、開始潮前 40 分鐘（俗稱返流），海面即出現整排月眉湧浪，長約 100~200

公尺，持續 4~5 小時，直到滿潮前 2 小時左右才停止。每逢秋季大潮時更是蔚為奇觀。 

 

隘門沙灘 

隘門沙灘由珊瑚與貝殼碎屑、孔蟲遺骸等組成，其中以星狀的有孔蟲最令遊客驚艷。

原本默默無聞的隘門沙灘從民國 87 年開始，隘門村村長帶領兒子，自身做起了社區沙灘

重整計畫，加裝攔沙網等設施，以攔截東北季風刮來的風砂，逐漸堆積而成。他們的努力

終於獲得縣政府和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注意，撥下經費整建隘門沙灘，進而成為遊客

青睞的美麗沙灘，夏季時分，隘門沙灘更成為水上活動玩家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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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投公園 

林投公園在民國 35 年林投海濱首次植林 9 萬餘株木麻黃，到 42 年 2 月設立公園時，

木麻黃業已綠蔭處處。  

公園入口步道盡頭右側的軍人忠靈祠，原名為「台灣省澎湖軍人公墓」，始建於民國

43 年，是台灣地區最早興建的軍人公墓。75 年進行重修，將主體建築改為三層，於 78

年完工。忠靈祠牌樓裡面有一座民國 47 年八二三砲戰時，由時任國防部長的俞大維所題

「浩氣長存」四字的碑塔。吉星文、趙家驤、章傑等八二三砲戰殉國的將領，就寄靈於此

地。林投村因為早期聚落東南小溪溝兩側叢生林投而得名，據說現在的林投公園及其以東

的大片沙灘上都曾遍生林投。林投樹為抗風力、定沙力很強的優良樹種，極適合澎湖地區

的特殊氣候，目前則只剩公園北側尚留有一小片的植株群簇，其他地方的林投都已剷除改

植木麻黃林或其他花木。林投公園的沙灘綿延 3 個村落，尖山、林投與隘門，總長達 3,000

多公尺，是全澎湖最長的沙灘，環繞湖西鄉南面的海岸，景色壯麗。沙灘沙質綿密，海水

清澈，是一片潔淨漂亮的「白色珊瑚碎屑沙灘」。 

 

菓葉觀日樓 

菓葉村近年來成為欣賞日出的著名去處，是湖西鄉東側一個純樸的小漁村。「菓葉」是

一種植物俗稱，它的學名稱為「黃槿」，早在明朝時，這裡就有一大片茂盛菓葉林，因此成

為澎湖以植物命名的村落之一。 

菓葉日出與西嶼落霞齊名，村內東北方的小山丘上是欣賞日出的最佳地點。每年冬至

菓葉村許姓祭祖活動保留傳統的「軟筵」習俗，與舊奎壁澳村莊有密切的社群互動以及村

莊內的灰窯殘跡，也增添菓葉的樸質風貌。  

在這個小村落內處處是觀賞日出的好地方，不同於高山層層雲海之日出景象，晨曦中的太

陽彷彿從水中彈跳而出，而映出的紅霞，投射出各種彩度的紅，對應出菓葉日出的靜謐之

美。 

「菓葉日出」與「西嶼落霞」同為澎湖兩大勝景，若想至菓葉觀日出景觀，建議必須

於前一晚查詢日出時間，預留路程時間，由於日出時間相當短，應該提早出發，免得半夜

從溫暖的被窩中爬起，卻無功而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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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寮遊憩區 

北寮奎壁山的「奎壁聯輝」是清朝澎湖舊八景之一，奎壁山下東側沿岸，與無人小島

「赤嶼」之間，在退潮時會裸露出 S 形礫石步道，約 300 公尺長，近年成為遊客戲水生態

旅遊的據點之一，但因發現水淹腳時回漲速度甚快，務必精算潮汐，縮短逗留時程，以免

發生危險。奎壁山地名的由來：自海上眺望奎璧山海岸時，山壁走向極似一隻趴臥於海上

的海龜，故稱此地為「龜鼈山」。 

之後改名的典故為，澎湖進士蔡廷蘭取諧音以「奎壁」入詩云「奎壁雙輝列宿聯」納

入澎湖八景之ㄧ。奎壁意指天上奎宿與壁宿，奎壁聯輝象徵滿天星斗與海面上的點點漁火

相互輝映，構成一幕天然美景。 

 

山水沙灘 

山水古稱「豬母落水」。地名的由來有一種說法是：曾經有一隻母豬跑到沙灘上被大章

魚拖下海去，所以被稱為「豬母落水」。日治時期，改稱為「豬母水」，光復後稱為「珠江」，

民國四十年更名為「山水」。山水南岸東邊山水漁港一帶的觀音山，到西邊的豬母水山，總

稱為豬母水垵。岸邊有潔白的沙灘，清澈的海水，是旅客戲水的天堂。 

山水觀星公園位於山水漁港旁之高地上，往西而望是美如水彩畫的山水沙灘，山背則

是遼闊的草原與濱海小徑。觀星公園設置有季節星象的石碑參考表，遊客可以在觀星廣場

觀賞夜晚的星斗。山水著名的浮潛區，就在山腳下的海濱。 

山水綿延的金色沙灘、大片翠綠馬鞍藤攀附其間，金色陽光耀射蔚藍水面，原本只有

當地村民前來戲水的私房美景終究藏不住，目前已成為遊客指名的旅遊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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嵵裡沙灘 

嵵裡聚落北邊有一座小山丘，形似古代官員所戴的紗帽，稱為紗帽山，嵵裡聚落正位

於紗帽所延伸出來的冠耳（台語稱為「匙」）上，所以稱為「嵵內」或「嵵裡」。 

嵵裡南邊濱臨大海，有一片由珊瑚及貝殼碎片所組成的白色沙灘。早期是居民牽網捕

魚的漁場，也曾一度發展為本縣最大的海水浴場，景色可媲美夏威夷的威基基海灘

(Waikiki)。 

嵵裡沙灘綿延 1 公里餘，並有風積砂丘景觀，海域平緩，海水湛藍，是澎湖本島天然

條件最優的海濱浴場。走在由珊瑚和貝殼沙構成的海灘上，或享受日光浴，或戲水弄潮，

或露營野炊，誠為渡假一遊，偷得浮生半日閒的最適當場所。 

 

風櫃洞 

到澎湖遊賞的人，一定要到風櫃聽聽濤聲，否則便不能算是到過澎湖。「風櫃聽濤」為

澎湖知名的景點。風櫃里位於風櫃半島的尾端，澎湖當地人稱呼「風櫃尾」。聚落南岸的玄

武岩柱狀節理十分發達，因為波浪侵蝕造成狹長的海蝕溝，海蝕溝的底端又被侵蝕成海蝕

洞，再由海蝕洞順著節理縫隙形成一個通到地面的小孔，每遇南風漲潮時長浪順著海蝕溝

灌入，海蝕洞內空氣受擠壓，海水由縫隙噴出，發出呼嘯聲，猶如鼓風爐的聲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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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頭山 

位於風櫃半島頂端，1622 年荷蘭人因貿易需要，入侵後在蛇頭山上建了全臺第一座

西式城堡，爾後各時期皆有槍砲堡壘之修建，迄今仍留有法軍陣亡將士紀念碑及許多軍事

遺跡。 

 

C 

D 

圖文來源: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澎湖縣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