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湖鎮概況

交通資訊

PROFILE

▲ ▲ ▲ ▲ ▲ ▲

本

鎮原名滄湖鄉公所，民國四十二年改為金湖鄉
公所，設址湖前，轄八個行政區。民國五十六
年改為金湖鎮公所。

地理位置與生態

FU
N

敬業機車行
地址/ 金門金湖鎮復興路1之9號
電話/ 082-333016
名揚機車行
地址/ 金門金湖鎮黃海23號
電話/ 082-33320

住宿資訊
夏興客棧
地址/ 金湖鎮夏興27號

電話/ 082-330575

伯爵民宿
地址/ 金湖鎮塔后47-11號

電話/ 082-331771

尊爵民宿
地址/ 金湖鎮塔后47-8號

電話/ 082-332477

▲

塔后民宿
地址/ 金湖鎮環島南路塔后段1巷1號
電話/ 082-332891

▲

樓仔下民宿（瓊林100號民宿）
地址/ 金湖鎮瓊林100號
電話/ 082-333223

▲

瓊林1號民宿
地址/ 金湖鎮瓊林79號

▲
▲
▲

Hot Spots

迎賓館

位於小徑村右側，係由金門第二大水利工程「蘭林水
庫」轉型而來，湖畔有石道與湖心小島相連，入口處
立有蘭湖石碑，石碑後方建有古樸雅緻的「蘭盧」，
湖光山色景致極佳，乃垂釣遊憩勝地令人流連忘返。

位於塔后聚落之塔山坑道內，為早期女青年工作隊駐
軍居住。塔后坑道呈T字形，共計四處出口，東西向坑
道長度約188公尺、南北向坑道約計135公尺，而廣播
電台播音設備位於北側出口附近。

料羅灣位居金門東南海岸，為金門唯一與台灣船隻往
來港口，肩負金門物資進出的重要任務，因軍管的保
護，綿延潔淨的沙灘風光明媚，現並規劃有料羅海濱
公園遊客中心，並有綠地、涼亭、沖洗等設施，適合
全家大小嬉水踏浪，夕陽美景更是令人駐足流連。

迎賓館位於山外村往監理所的黃海路左側，南雄山麓
裡，由國軍開鑿山壁建成，坑道全長320公尺，面積
6,700餘平方公尺，分成兩層樓，一樓有中正廳有會
議、晚會、電影等多種用途，二樓有中山圖書室，館
內另有中西式餐廳各1間、客房31間，在軍管時期為
招待貴賓的高級旅館，為一座地下化的賓館。

明園民宿
地址/ 金湖鎮太湖路三段15號

電話/ 082-331645

喜相逢小吃店
地址/ 金湖鎮復興路5號

電話/ 082-333064

老爹牛肉麵
地址/ 金湖鎮武德新莊26號

電話/ 082-334504

成功鍋貼館
地址/ 金湖鎮成功99-5號

電話/ 082-333979

紅屋頂西餐廳
地址/ 金湖鎮漁村79號

電話/ 082-334585

陽明菜館
地址/ 金湖鎮陽明1號

電話/ 082-351557

新天地海產店
地址/ 金湖鎮復國墩31-1號

電話/ 082-330656

榕榕園拉麵館
地址/ 金湖鎮黃海路7號

電話/ 082-331993

農試所休閒農場

鴻美餐飲
地址/ 金門縣金湖鎮安民2號

電話/ 082-332600

阿芬海產店
地址/ 金湖鎮復國墩25號

電話/ 082-331139

藝耕咖啡館
地址/ 金湖鎮塔后43號

電話/ 082-335285

茄米酪咖啡館
地址/ 金湖鎮武德新莊5號

電話/ 082-337007

▲
▲

農試所本身除了是金門農作物改良研究中心，更連接
後壟溪以自然生態工法營造出適合蟲、鳥生長環境的
荷花池、生態池、親水區。是極佳的戶外生態環境，
還精心為遊客規劃有烤肉區，賞景亭讓您在知性之旅
後還可以大快朵頤一番。

▲

金門島上雙乳山以南蘊藏有高級瓷土，遂於民國52年
成立全國唯一的官窯，位於環島南路旁，除為金門酒
廠生產各式酒器，更引進多項技法，加上藝師精湛的
彩繪功夫，以繪有花鳥山水及雕刻繁複的素色釉為創
作精華，廠中設有陶瓷博物館供遊客參觀並販售各式
精美瓷器。

▲

金門陶瓷廠

位在料羅海濱公園旁的高地，公園內最引人注目的是
矗立的媽祖聖像，高達9.9公尺，取媽祖九月九日羽
化升天之意；基座高度3.23公尺，則取媽祖農曆三月
二十三日降生之意。係由福建省湄洲媽祖廟所捐贈。
民國94年由金門信眾三百人自湄洲島迎回金門，同年
10月19日（農曆九月初九）舉行隆重的安座開光儀
式。在媽祖聖像前有座前大將千里眼及順風耳護衛，
與媽祖娘娘共同庇佑著料羅灣內往來的船隻。

▲

邱良功墓園

▲

料羅媽祖公園

金門畜牧的重鎮，自製品牌〝青草地〞鮮奶、冰棒、
香醇濃郁，新鮮營養，平價供應全島居民，讓居民可
不需仰賴台灣進貨，不受天候影響即可天天喝到濃醇
香的美味，到此一遊一定要品嘗一下喔！還經營有金
門唯一的動物園，放養20多種鳥禽，以及伊蘭羚羊、
梅花鹿等10多種畜獸動物。

▲

畜產試驗所

Tastes Of Kinha

電話/ 082-332766

▲
▲

新市商圈→榕園→建華聚落→陽明湖→林務所→農
試所→動植物防疫所→畜試所→中正公園→新市商
圈

電話/ 082-333616

談天樓
地址/ 金湖鎮復興路3號

▲

鐵馬一日遊程

瓊林153號民宿（瓊林寄）
地址/ 金湖鎮瓊林153號

好口味餐館
地址/ 金湖鎮市港路3號
電話/ 082-331196

▲

料羅海濱公園

 
▲▲

金湖商圈→中正公園→太湖風景區→八二三戰史館
→俞大維紀念館→榕園

電話/ 082-332913

▲

塔后廣播電台

邱良功，官拜浙江水陸提督。因追捕海盜蔡牽有功，
賜封三等男爵。嘉慶二十二年於入覲回任途中病逝，
朝廷賜祭葬，諡剛勇，授建威將軍。邱良功墓座北朝
南，正前方有四柱三間二層的石牌坊，雕飾豐富。

瓊林3號民宿
地址/ 金湖鎮瓊林159號

▲

▲

蘭湖

觀光公車之旅一日遊

隨性半日遊

電話/ 082-332913

吃在金湖

第二天
金門陶瓷廠→塔后廣播電台與塔后坑道→新市商圈
→中正公園與太湖風景區→俞大維先生紀念館→
八二三戰史館→榕園→農業試驗所→畜產試驗所→
料羅海濱公園、料羅順濟宮、料羅媽祖公園

每日下午1:30天天發車；全程4小時18.9公里
發車地點 : 山外車站；費用 : 200元
山外車站→榕園、八二三戰史館、俞大維紀念
館、太湖風景區→畜產試驗所→金湖國中→金門陶
瓷廠→瓊林聚落→成功→金門陶瓷廠→山外車站

Accommodation

福華大飯店
地址/ 金湖鎮黃海路

▲

▲

第一天
太武山健行→植物園→魯王幕→邱良功墓園→瓊林
聚落古蹟遊→陳景蘭洋樓→金湯公園→成功坑道→
成功海灘摸花蛤

景昇小客車租賃中心
地址/ 金門金湖鎮新市菜市場11之1號
電話/ 082-334322．334323
汎德小客車租賃中心
地址/ 金門金湖鎮武德新莊號
電話/ 082-3334982

▲

深度之旅二日遊

深度之旅

金門縣車船管理處/ 082-332721

▲

Travel Suggestions

華信航空/ 082-328000

▲

建議遊程

復興航空/ 082-321502

▲

Kin
Ha

金門為先賢朱子教化之地，民風淳淳、祟尚忠孝節
義；敬祖先、重信義；勤勞、儉樸，敦親睦鄰、守望
相助。民間祭祀及婚喪喜慶均遵古禮，宗教多信奉佛
教、道教、基督、天主教，家戶多供奉觀世音大世與
福德正神，晨昏禮拜，以勵向善之心。轄內村落多寺
廟，尤其太武山之海印寺，為八百年古剎佛教聖地，
亦為觀光區。

立榮航空/ 082-324481

▲

歷史文化

金門機場/ 082-322381

▲

本鎮位於太武山麓，土地面積41.6平方公里，民國
六十七年基於戰備需要，規劃為十七個戰鬥村，分屬
金東、金中、金南守備區。現轄四十個自然村，劃分
為新市里、山外里、溪湖里、蓮庵里、料羅里、新湖
里、正義里、瓊林里等八個行政里。

Getting Around

▲

金門縣政府

www.kinmen.gov.tw/

(082)318823 /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

▲

金湖鎮公所

www.kinhu.gov.tw/

(082)313100 / 金門縣金湖鎮林森路2號

▲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www.kmnp.gov.tw/

(082)332528 /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二段460號

優活健行太武山遊趣
太

武山盤峙於金門島的東半部，海拔253公尺，
是島上最高峰，自古被稱為「仙山」。全山為
花崗石岩，嶙峋崢嶸，勒石、奇景不斷，登山遠眺金
門美景盡入眼簾，山勢並不陡峭，原生植物群豐富多
樣，且充滿歷史文化及戰役遺蹟，為當地居民及訪金
遊客登高最佳勝地。

明監國魯王墓
位於太武山麓，300多年來，魯王墓塚曾經在金門三
易其地，此為52年遷葬於此，背枕太武山面向大陸，
形勢良好，開闊氣勢有王者之風，墓前立有碑坊及涼
亭，四周環境清新靜謐。

無愧亭
位於太武山公墓前方路旁綠
林中，碧瓦紅柱的六角亭身
十分醒目，亭額「無愧」為
胡璉將軍所命名，亭內立有大理石碑，上刻有激勵軍
心碑文，環境清幽登山前頗適到此小憩一會。

鄭成功觀兵奕棋處
此處形勢險要，視野遼闊，該處有一石洞，為明末鄭
成功與幕僚們戰時觀兵運籌，閒來奕棋遣興之處，洞
旁平台居高望遠，對岸的大陸風光一一可見，金門島
西農田縱橫阡陌，海天一色景致宜人。

毋忘在莒

海印寺

毋忘在莒
「毋忘在莒」此勒石高十餘丈，鄰崖而立，乃民國41
年蔣公巡視金門，有感於金門位居前線，身繫保家衛
國重任為悌勵軍民而頒佈的墨寶，現已為金門的代表
標誌，至此遊客無不合影留戀。

海印寺
古稱太武巖寺，建於宋度宗咸淳年間，已有800年歷
史，堪稱金門第一名剎。進入寺前必先穿過一拱形石
門，稱為石門關，石門關以厚實工整的花崗岩砌造，
上覆反宇屋頂，四端翼角微翹，使之感覺昂首鼎立
器宇不凡，橫額上書有「海山第一」，現列為縣定古
蹟。寺旁龍、鳳兩閣左右分立，寺前有鐘樓與鼓樓，
鐘樓內之銅鐘重逾750公斤，據說鐘聲可傳30里，石
階下的醮月池，據傳曾為風水寶地可流出米糧供寺中
師父食用，今寶地風水已不復見，但寺中香火鼎盛，
香客如織。

擎天廳
玉章路牌坊
為太武山步道的登山起點，中式白色牌樓覆以綠色琉
璃瓦的簷宇，莊嚴穩重；民國43年劉玉章將軍接任金
門防衛部司令
官，其任內指揮
過九三炮戰，且
領導官兵挖戰
壕、鑿地道、開
闢太武山登山道
路，先總統蔣公
念其輝煌的功
蹟，而將太武山
公路命名為玉章
路，並於山腰上
立劉玉章銅像以
資紀念。

邂逅一片靈山秀水

金湖鎮海灘花蛤季

又見新桃花源

倒影塔
坐落於觀兵奕棋處的正
上方，塔七級，八角型
高五點七六公尺，塔制
為葫蘆型，塔頂刻有
「文峰聳秀」四字。民
國7年地震塔傾頹，於
民國93年重建。傳說中
夕陽西下時，長長的塔
影倒映在海面上，吸引
眾多魚兒聚集環游，蔚
為奇觀。

太湖是金門最大的水庫，於民國55年開鑿，面積為
36公頃，湖面有二座小島，綠意盎然涼亭小徑點綴其
間，登上涼亭微風徐徐，靜坐其間閒適幽靜，清潭美
景盡入眼簾儼如一世外桃源。

陳景蘭洋樓又稱陳坑
大洋樓，為金門規模
最大的洋樓。位於成
功聚落內。民國10年
落成，抗戰時被日本
徵收為指揮所，38年
國軍轉進金門，陸續
做為部隊營房、聯勤
五十三野戰醫院，43
年時因九三砲戰金門高中暫遷於此上課，48年改為金
門官兵休假中心，80年荒廢。
該區域地景兼具僑鄉與戰地風貌，經金門縣政府爭取
獲得內政部城鄉風貌整建競爭型評比專案補助，前後
投入一億餘元經費整建洋樓內外與周遭金湯公園、擎
天山莊、成功坑道、成功五營區等景點，97年8月完
工啟用並開放參訪。

花

成功坑道
成功坑道於民國七十年闢建（隸屬成功營）。坑道面
向南海域，高兩公尺、寬一點二公尺、總長五百六十
公尺，駐守一
個連兵力，
坑道內有海岸
砲、機槍堡及
彈藥庫、兵
舍、餐廳等。
負責南海岸反
擊任務。

蛤是盛產於金
門 南 海 岸 的
成功到后湖海灘上極
為常見的海產，俗稱
「沙碎」，又稱「白
金蛤」，味道鮮美，
炎炎夏日，於傍晚時
分全家扶老攜幼，來
到海邊享受涼爽海
鳥類生態展
風，踏浪玩水，再順
道挖一些花蛤為晚餐增添一道美味佳餚，望著海天一
線寬廣無際，心胸頓時開朗，一天的暑氣與疲累盡拋
腦後。
金湖鎮公所為結合觀光帶動產業發展，每年都會舉辦
「花蛤季」活動精心設計不一樣的賽事及活動內容，
諸如：攝影比賽、沙雕大賽、花蛤料理大賽、花蛤仙
子選拔賽、挖花蛤大賽，放流活動，欣賞熱鬧繽紛的
晚會，與大自然共舞，絕對使大家度過一個難忘的夏
夜。舉辦時間：每年七至九月間；舉辦地點：正義休
閒農漁區。連絡電話：（082）332528

花蛤季歌唱大賽

花蛤仙子大賽表演
花蛤仙子大賽

尚卿碉樓
位於象德宮旁，係一
棟具眺望與防禦功能
的銃樓，長、寬各約
四公尺，高約六點五
公尺。民國初年，為
地方治安需要，於陳
景蘭洋樓完工後，利
用剩餘建材築成。

花蛤季開幕囉

花蛤季歌手范范表演

花蛤季康康表演

花蛤食神大賽

穿越歷史時空長廊

太 湖風景區位於山外溪下游的西洪村，面積廣達
50公頃，依傍金門第一高峰太武山，以太湖

太湖

陳景蘭洋樓

為陳景蘭洋樓前庭
園，民國38年由
國軍佈置而成。四
周以石塊及水泥砌
成平地，平地中間
以磨石子建材塑成
自由女神像一座，
全身白色，高舉自
由之火；面向大
海，四方側面呈錐
形，前、左、右
三面刻「金湯公園」之名，後側面則是「效忠領袖」
四字。自由女神像右前方，有一座『長風亭』懸於崖
壁，是夏日避暑奕棋最佳場所。

您一定沒見過地下的舞台與電影院，走訪一趟「擎天
廳」一定令您嘆為觀止，全廳就像一座被剖開的山，
一鑿一斧全由人工開鑿出來，精巧堅實如鬼斧神工，
廳之四周，砌有鏤花牆壁剛中帶柔，原本為戰時指揮
集合場所，平時即作為官兵集會放映電影勞軍表演之
舞台，可容納千餘人。

太湖風景區

為中心湖畔植樹成林，瀲豔波光倒影著山景，風光優
美。遊客可循環湖公路漫步賞景、騎乘單車，或登上
湖心小島談天小憩，是金門東半島幅員最廣的休閒遊
樂據點。

在

金湯公園

金門縣政府的「金門新五星十景」選拔活動中，
「金湯觀海」名列第二名。本地文史工作者有文
讚美金湯公園的美景：『當夜幕還籠罩在成功海岸的
濤聲裡，陳景蘭洋樓已能嗅到鹹澀海風的氣息；當天
際劃破第一線曙光，金湯公園內就能看到前方海面的
波波粼光。黃昏時，陽光在海灘抹下最後一道光影，
金湯公園沉寂了，子夜可在長風停裡聽濤到天明。』

羅保田神父紀念園區
中正紀念林
緊鄰太湖北岸，大門係仿浙江民居而建，幽靜的林
園，透過石牆上的窗櫺，亭台樓閣若隱若現，青青山
野隔著一方水池與大門相望，池上有蜿蜒曲橋，荷
花、睡蓮相互爭豔，魚蝦優游其間儼如江南美景重現
眼前。

此為羅保田神父生前傳教的場所。羅保田神父有金門
「洋菩薩」之稱，他在民國83年獲傑出醫療獎及總
統褒揚令，創下平民及外籍人士受總統明令褒揚的特
例。金門傳教、行醫四十年，闡述了愛的真諦與榜
樣。

瓊 林為蔡姓宗族聚落，明清兩代人才輩出，顯宦
名臣甚多，尤以明熹宗天啟年間，蔡獻臣捷登
進士官拜刑部右侍郎，為官清介亮直，學問純正，奏
請明神宗表彰御賜里名「瓊林」，至今御賜木匾仍高
懸家廟堂上。
瓊林有七座木構建築的大宗祠，均列入二級古蹟，獲
得妥善維護，這些承載先賢無限榮譽的宗祠垂範後
人，建築美觀，極盡尊貴，是您必遊的景點。

怡穀堂

八二三戰史館
緊鄰中正紀念林，建於民國77年，翠瓦朱樑是幢雄偉
壯麗的仿古建築，雪白花崗岩牆圍砌，正面兩側牆上
刻有當年在砲戰中為國捐軀的勇士大名，前庭兩側置
有八二三炮戰期間國軍使用的水陸兩棲戰車、155加
農砲和F86軍刀戰鬥機。
進入館內則以燈箱、多媒體呈現八二三戰役的歷史文
物。

位於太湖南側，拾級而上白色牌樓巍峨挺立，兩旁松
林成蔭，林下綠地是野餐的好地點，湖畔有一座半島
形的蔣公銅像，公園旁立有趙恆錫先生所題「太湖」
二字勒石，勒石旁即是環湖公路。

俞大維先生紀念館
俞大維先生於八二三砲戰期間擔任國防部部長，期間
不畏炮火猛烈多次抵金巡視防務，且勝利的關鍵亦是
俞部長與美國溝通協調，取得協助購入240榴炮得以
壓制敵火攻擊，克敵制勝居功厥偉，故設館紀念。
館內陳設皆本於俞先
生在台北的寓所，所
陳設的衣服、書籍、
舊照映照出先生一生
戎馬為國盡忠，儉樸
堅毅的生活。

榕園舊名鳳山，曾有「人丁不滿百，京官三十六」的
美譽，然因飛沙走石村民常為風害所苦，陸續他遷，
如今的「慰廬」即是國軍自風沙中挖出的舊民居，園
內約有十來棵百年古榕，每一氣根都狀如樹幹，圍繞
著主幹發展樹形茁壯婉如巨大綠傘，這些古榕大部分
種於清同治4年，與斗門古樹同為金門兩大古樹區。

明萬曆年間建立，主祀保生大帝，近代經修建後大門
上門神彩繪、天井龍虎壁的泥塑、水車堵上的交趾燒
都可見工藝師傅的獨到匠心 。

建於明萬曆年間，為蔡氏宗族之學堂，書房為兩落式
屋舍相向的合院建築，屋內動線迂迴曲折，造型變化
多樣的窗櫺，川門凸顯工匠師之將心獨具，雕飾彩繪
風格樸實無華，入口處歇山式屋頂上的水型馬背與泥
塑夔龍手法細膩值得細細品味。

瓊林地下坑道

一門三節坊

蔡氏宗祠

此牌坊乃清道光年間旌表蔡仲環之妻陳氏、次媳陳
氏、三媳黃氏，婆媳三人年輕即守寡，孤苦撫養幼
子，以致兒孫成群，五代雍睦同堂的忠孝節烈事蹟而
立、四柱三間的二層石
坊由花崗石及青斗石建
構而成，石柱
陽面與陰面均
刻有題聯，字
字感人肺腑，
道盡婆媳三人
一生冰霜節
苦。

宗祠是慎終追遠，維繫宗族結構和情感的中心，蔡氏
家廟位於全村的中心點，外觀上三川門、燕尾脊、全
瓦筒屋頂，氣勢磅礡。進入家廟，抬頭可見琳瑯滿目
的表彰匾額，榮耀盡在其中，正殿牆上且書有斗大的
「忠孝」、「廉潔」祖訓。

榕園、慰廬

中正公園

保護廟

挖花蛤大賽

大家挖蛤趣

瓊林在清代為防禦
海盜，即已建築互
通的地下坑道，
國軍進駐金門又於
56年修建民防自衛
坑道，以瓊林村公
所為中心，內設有
一指揮所，坑道連
絡聚落的民宅、防
空洞、碉堡和機槍
堡，狹窄的通道僅容一人通過，行走其間幽暗中透露
著神秘與肅殺氣息，不禁令人感受到昔日戰備的緊繃
氣氛。
挖花蛤大賽

花蛤王闖關大賽

花蛤王闖關大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