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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鐵砧嶼的玄武岩與燕鷗（遠方為姑婆嶼）

令人感動的澎湖！
～0807~0811 地球公民澎湖考查和玩樂之行
文‧圖 傅志男 2011.08.12

澎湖-一個嚮往已久的玩水天地。
「澎」意指澎湖外海的水澎湃洶湧，
「湖」是內海被陸地環繞、平靜如湖
之意。
藉由這次基金會到澎湖考查離島
條例的經費執行情況兼旅遊的行程，
和根政、怡蒨、斐悅、怡賢到達了澎
湖。空中看澎湖群島，加上清澈的海
水，澎湖真是海上明珠！
7 日中午，一到「雙澤」家，雙澤
媽媽就以超美味「小管米粉」和「海
菜湯」道地的澎湖特產招待我們。雙
澤是這次澎湖行的主角，本身幽默風
趣又熟悉澎湖群島的生態和人文，而
更令人佩服的，他也是關心公共事
務、澎湖永續發展和反博奕的重要人
物。負責玩樂的我，幫他取了個外號
"2 折"。

第一個勘查地點：澎湖的海試
所。海試所位於蒔裡國小西邊的內
海，衛星地圖上看出長方形的基地，
顯然是填海造陸而成，有些地圖也沒
出現此區塊。而基地附近並非沒有土
地，非要向海搶地才行？接著是看要
花好幾億元的仙人掌公園，目前施工
中，不知完成後是否讓人覺得錢花得
值得？
終於來到美麗的海岸-風櫃。遊客
不少，岩石黝黑肌理美麗，海水更是
清澈而純淨，讓人驚呼：「這麼棒的
環境和海水，不跳下去游游泳，是對
海洋的大不敬啊！」雙澤要我們別興
奮，再看完馬公本島最遠端的蛇頭山
後，黃昏時分就會到「蒔裡沙灘」游
泳去。澎湖的沙灘真美，都是屬於貝
殼沙類，只是顆粒大小不同而已。

下午的行程，先是行經雙澤朋友
的「臭肉仔魚」晒魚廣場，雙澤撥開
魚肉讓我們嚐嚐看，甘甜、濕度又剛
好，美味極了。雙澤說此於已經 10 年
絕少出現，今年卻豐收，漁民樂開懷。
風櫃合照。

晚餐雙澤安排去一家做傳統澎湖
菜的餐廳吃，不只菜色有特色，餐廳
外觀也呈現相當有澎湖的元素。
8 日早上六點，出發去「山水沙灘」
晨泳。日出的沙灘是金色的，但因沙
灘坡度很陡，浪又大，所以必須雙澤
帶我們下水，膽小如我者才敢下水游
泳。此處是衝浪地點，難怪浪大，還
好陡坡只在岸邊，下海後是很平緩、
寬闊的的地形。浪大，最要克服的是
內心恐懼，比我會游的怡賢無法跨越
心理障礙，就被嚇得整個早上身體極
度不適，而根政說是「沒喝到海水、
缺礦物質而使身體電解質失去平衡。」
還好，我盡情的游，喝了幾口海水，
浪大真的游得很過癮。

海的汙染越加嚴重。下午搭船前往望
安，航程中，開始認識從本島周邊的
島嶼到南海諸島，每個島嶼都各具特
色。雙澤安排我們住的民宿就在美麗
的沙灘旁，傍晚時分，雙澤帶我們到
西南岸的沙灘。一走進沙灘，就知道
大家走不開、看不到天台山的夕陽西
下美景了，因為這裡的沙子太美了，
雖然沒墾丁的貝殼沙大，但每一粒都
渾圓飽滿、色澤光亮，而沙中數不清
的、晶瑩剔透的小貝殼，都讓大家驚
嘆不已！棒透的水、夕陽下金黃的沙
和黝黑的岩石結合，渾然天成！

渾圓的貝殼沙。

山水沙灘玩水。
（怡賢躲得可遠呢！）

晨泳結束，車子走到村子的路
時，路中有一些魚乾，原來是住家將
要做肥料的小魚放在此處請路上的車
子幫忙輾過成方便使用的碎粒。路上
發現製造大型消波塊的地方，雙澤還
以為政府正在將無用、破壞自然的消
波塊吊上岸勒！現場已經製作了 400
多塊成品，希望澎湖美麗的海岸別再
充斥破壞自然的天然海岸線，畢竟，
澎湖更需要發展永續觀光。
早上的行程是參觀內海的「海洋
牧場」，這是提供遊客吃喝玩樂的牧
場，但過度的養殖和遊客，也使得內

到達天台山，太陽「早已下海」！
但在天台山欣賞夕陽餘暉的景和夜間
作業的捕小管船明亮的燈火，仍然是
極具澎湖味。晚餐後，20：00 到綠蠵
龜保育中心聽演講。講者說明此時正
是綠蠵龜上岸產卵的季節，雖然大多
數人都無緣看到，但若夠幸運，我們
留下手機號碼，他會通知我們到現場
看。通常，會看到綠蠵龜的時間大都
下半夜，也許三、四點時。演講結束
後，遊客各自回民宿等待。
這次的旅程，我根本不知道有此
行程，更沒想過第一次來望安就能目
睹稀有的綠蠵龜，大夥兒也不以為
意、順其自然。洗完澡，剛聊天時，
十點左右就接到電話說:綠蠵龜真的

上岸被發現了！我們不敢相信這麼幸
運，趕緊到達集合點出發。因為綠蠵
龜對光線非常敏感，研究人員再次重
申除工作人員必要的手電筒光線外，
不能再發出光線、更不能使用閃光燈。
首先，工作人員輪流一次帶三個
人去看已經生完蛋、正在覆沙的狀
況，此時的綠蠵龜會漸漸恢復意識。
接著，研究計畫的教授解說此次的目
的除了幫助小海龜孵化後能正確爬到
大海中外，最重要的是在母龜背上裝
發報器，以便未來的研究。為了等母
龜完成覆沙，爬回大海時進行發報器
裝設工作，時間還相當早。我們開始
進行尚未完成的聊天、吃喝些東西的
晚間行程，只是地點改在母龜產卵的
沙灘。
因為眾人太過興奮，加上明月、
星星和月暈太美，於是開始有幻象出
現。此時有一飛行器飛行路線不尋
常，於是就越來越多人呼應「飛碟」
出現，越接近我們時，還嚷著誰快要
被抓去研究了。直到 00：00 母龜終於
完成工作開始爬回海裡時，研究人員
將他用長方形木櫃框住，開始裝設發
報器的程序。期間，非常疲累、急著
回到海洋的母龜，因為不舒服和被控
制許久無法活動而生氣努力掙扎。生
氣動作包括：四隻揮動噴出許多沙
子、口鼻處發出很大的氣聲、抬頭轉
身等，可以看出其憤怒的情緒。
已經裝設完發報器的母龜。

經過冗長的作業，終於在 00:50
完成裝設工作，而此時的母龜因生蛋
過程耗費太多體力、又在裝設發報器
過程中不時掙扎，短短 10 幾公尺的回
海之路，也花了不少時間。直到海浪
幾次拍打在身上時，才沒入海中，而
同時天空中竟有一顆流星劃過，結束
我們超級無敵感動的一夜！
早上七點多，我和怡蒨還直奔沙
灘，想找找母龜回大海的足跡，但因
潮水的關係被沖掉了。接著，我們開
始找民宿老闆借指甲剪和針，因為昨
晚的綠蠵龜送給我們各一個禮物--仙
人掌的針，留在腳上。我的禮物較大，
疼了一整夜。當我用指甲剪「夾住」
仙人掌的針時，用力拔出、鮮血也直
流出來，是根較好處理的 0.5 公分長
的粗針。怡倩的禮物是細小的仙人掌
針，自己用針挑了半天、老闆娘也幫
忙好久，都還不知禮物挑出來了沒
哩！最後，還是心狠手辣的"2 折"先生
用盡技巧和力氣才挑出這細小的禮物
勒！厲害！

怡蒨正努力挑出母龜送的禮物。

望安，真是個好地方！從列入綠
蠵龜保護區後，破壞相對較少，自然
堤岸等自然美景，相信未來是望安永
續發展的重要資產！時間緊迫，僅僅
快速的參觀瑰麗的花宅"曾"家，再補
個清楚的天台山視野所及的美麗海岸

和來不及拜訪學妹的老家-水垵村，停
留望安的時間應該要更多。但下個行
程要前往最近距離只有 300 公尺的將
軍嶼，也是吸引人的行程--浮潛看珊
瑚礁生態!
真幸運，風浪小，我們浮潛的海
域，珊瑚礁覆蓋率相當高，魚類等自
然生態也相對較好。珊瑚礁生態區就
如同陸地上的熱帶雨林一般，都是生
態多樣性和重要性最高的地方。澎湖
擁有台灣海域大多都被破壞的珊瑚礁
生態，相信政府若多對(真正的)生態
觀光多下些功夫，澎湖是群寶島!
停留將軍島時間真的不夠，還有
許多美麗的海水區域和人文風光來不
及慢慢欣賞，就得回本島了！出發
時，看到縣府花了幾億元卻失敗而正
在拆除的望安-將軍橋樑的橋墩，相對
政府官員喊窮的模樣，實在諷刺！

圖的海中有一破裂建物，即為剛拆除一半的橋墩。

回到本島，先到晚上要住宿的「船
屋」休息。我們各自散步到處逛逛，
沒想到傳說中最會睡的「斐悅」小姐，
繼看完綠蠵龜睡到 10 點才起床後，竟
然在船屋房間外的陽台地面睡了起
來，海風吹來，還真的容易吹人入夢，
我不禁打起哈欠，也羨慕這個到處都
能睡好覺的女孩！

正在採收花生，大夥兒停下來和阿伯
聊聊天。阿伯很好客，馬上請我們吃
剛採收的花生，這味道就是我小時候
沒零食吃時，田裡有啥就吃啥，美味
的生花生。因為到處都值得細細觀
賞，我們又錯過了「小門」的夕陽美
景。小門的地理位置是觀賞落日的好
景點，我們在黃昏後走走，這裡臨海
陡峭的柱狀玄武岩相當可觀，可惜的
是，鯨魚洞週邊有世界級的景觀、卻
是配上最醜陋的步道工程，令人扼
腕！也許去水泥化，就從這裡的水泥
步道開始。
11 日早，先參觀船屋的裝置藝術
和主人的收藏。早餐後，10：00 來到
「隘門沙灘」
，又是一個寬廣的白沙
灣，阿鈞說以前的沙灘長度更長，後
來建了堤防等設施影響沙灘的樣貌。
我們走向堤防，有一岩岸退潮時，潮
間帶可以觀察許多生態。只可惜這裡
有一堤岸，幾乎是沒有好處、只有破
壞的突出海邊。
下午的行程，先是短暫拜訪了關
心公共事務的抗癌鬥士-傅靜凡，再來
是去妙雲蘭若拜訪師父，感謝十幾年
來對環境運動持續的支持和關心。基
金會最後的行程是根政到澎湖廣播電
台上節目，結束 4 天的澎湖行。

17：00 出發到風力發電廠看看，
途中看到美麗的「菜宅」有一位阿伯
大家和妙雲蘭若的師父、靜凡合照。

雙澤和我在機場不捨地送別，因
為我還要到外垵去拜訪朋友（有志）
而多留一天。時至黃昏，我和有志走
沿海公路漫遊回到本島的最末端-西
嶼鄉外垵村。飽餐一頓後，馬上前往
有志熱情安排的「夜釣小管」行程。
坐上船，就覺得肚子鼓脹的很，出海
後停船釣小管時，才是考驗！隨波逐
流的滋味，只有「吐過」才能深深體
會。還好釣況甚差，只釣到一尾，附
近幾艘小船也都槓龜（我心裡偷笑、
真矛盾）
，3、40 分鐘後就回港了。

剛釣上來的小管，顏色真美。

11 日早上，有志安排最最精采的
行程--三人自己開小船遊澎湖的「北
海」！想到能好好欣賞無人島、隨時
能跳入大海中游泳想像自己是一隻泳
技很遜的魚---等，就令人興奮。
八點多啟程，我們由內海往跨海
大橋穿越後，來到北海。東邊海域離
我們最近的二座島嶼一黑一白，俗稱
「烏公」和「白公」
，因為玄武岩裸露
而黑，白公則是西半邊都是白色沙灘
而相當醒目。我們忍不住地跳下海遊
往無人島。稍作停留後，游回船邊才
發現「跳船容易、上船難」
，掙扎了好
一會兒才在有志的幫忙下爬上船。
接著船往北方走，有名的姑婆嶼
在左，氣宇非凡的鐵砧嶼在右。鐵砧

嶼全島周邊都是柱狀玄武岩外露的崖
壁，造型特殊。一接近，許多的燕鷗
就群起飛起，相當壯觀。清澈的海水、
雄偉的玄武岩海蝕洞，又讓我二人跳
下游泳去。這裡的海底也有一些珊瑚
生長，但植株較小、覆蓋率也不高，
希望未來珊瑚能越來越生命蓬勃。而
令人驚喜的是，這裡有許多丁香魚和
其他小型或珊瑚礁魚類，當你游泳
時，曾經歷過身體被廣大魚群環繞，
你就會了解我的感動！

受不了大海的呼喚，不跳下來不只對不起大海，更對
不起自己。

繼續往北，來到吉貝嶼，若非我
要拍吉貝的沙嘴，有志喜愛悠閒、寧
靜的地方，是不想到有遊客的島嶼
的。吉貝發展觀光，許多載遊客體驗
珊瑚和浮潛的船隻來來往往，有速度
快穿梭其間的水上摩托車呼嘯載美麗
沙嘴海域，的確是蠻煞風景的。

吉貝嶼的水上活動。

我們行程的最北端-目斗嶼就在
眼前，燈塔是北海海域重要的目標。
過了目斗嶼，海深浪急，遊客不宜再
北走。就在我們接近燈塔時，上百隻
的燕鷗正上演吃魚秀，優雅而快速的
飛行、衝入海面叼起小魚，我們靜止
的船不知不覺的隨潮流向燕鷗方向
去，等我換相機時，才發現我們和燕
鷗距離不過 20 公尺，真是震撼！

吃魚秀觀賞結束，開始回程向西
南行，因為船長想繞一圈由外海回到
外垵，所以我們可以欣賞到遊客難以
看到西嶼鄉的西面海岸，如小門的懸
崖和其他也非常可觀海崖地形。一直
到達外垵漁港，才了解為何有志一直
說桶盤嶼的玄武岩不是最美的。

小門的鯨魚洞。

目斗嶼燈塔。

下午本來有志還排其他參觀行
程，但這次的澎湖行已經足夠了，所
以輕鬆一點，整理資料後，搭乘 16：
30 的飛機回高雄。
回到高雄後，儘管皮膚曬黑、發
熱、又癢又痛的，但昨晚還夢見澎湖
玩水的情景哩。美麗的島嶼、澄清透
徹的海水、貝殼沙灘、珊瑚礁生態和
「不跳下水游泳是對澎湖海水
綠蠵龜，
的大不敬啊！」

燕鷗的吃魚秀。

小門海岸的柱狀玄武岩相當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