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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烈嶼鄉文化館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烈嶼鄉文化館為原烈嶼鄉公所舊址，自西元 2006年整修改建成文化展示館後，

內部陳列許多珍貴的地方文化資產，場館並配有專人管理、解說。此佔地三百多

坪的烈嶼鄉文化館，亦是烈嶼地區重要的文化資產保存場所，館藏的物品應有盡

有，從居民們的民生用品、穿著服裝、農耕器具、古厝建築擺設到戰地軍事相關

物件等，能使前來參觀的遊客，透過展示物品了解烈嶼當地的風俗民情。 

館內一樓為常設展出空間、活動中心、視聽室，展示著烈嶼居民生活、耕作的各

項器具，及各項軍事民防設施；二樓則為常設展與特展空間，經常舉辦台灣或金

門藝文家的作品展，還有文史研究室、文物典藏室，是烈嶼地區欣賞藝文饗宴的

最佳場所。烈嶼鄉文化館透過這些珍貴的地方文化資產，讓體驗的學生更認識金

門縣烈嶼鄉的文化發展。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527  

主管機關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1.公車可抵達。 

2.提供電瓶車服務。 

3.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電話：082-362500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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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勇士堡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烈嶼三堡之一的勇士堡，占地面積廣闊，進出碉堡需要經過一座小橋，穿越三公

尺深的壕溝與緩長的斜坡，在偽裝網之後就是寫著勇士堡字樣的勇士堡；此堡共

分為上下 2層，上層主要為砲堡、中山室與寢室；地下部分則有 8座機槍堡、4

座彈藥庫、消防水池，最特別的是有一座戰車堡。大門，重重關卡足顯當時烈嶼

處於最前線的緊繃氛圍。堡內還有綿延數百公尺的地下交通坑道，分別串連地面

下主要軍事設施，也與同樣開放觀光的鐵漢堡相連，連通道內整建為地雷展示

館，讓遊客體驗穿梭在地面下的感受。與鐵漢堡相連，相連的通道為地雷展示

館。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669 

主管機關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1. 公車可抵達。 

2. 提供電瓶車服務。 

3. 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電話：082-362500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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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鐡漢堡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鐵漢堡佔地約 4,500平方公尺，外牆為仿城牆，高約 5公尺，把堡壘與外界完全

阻隔，一進入鐵漢堡景區，便會先與一部 M42防砲車打照面，高挑的城牆阻隔了

碉堡內的景象，大門上鑲著「鐵漢堡」紅字，堡壘體驗就從此開始。鐵漢堡主要

分為上、下兩層，地上有砲堡、中山室、彈藥庫，而地下有 5座機槍堡、2間寢

室、2間彈藥庫、1座五七戰防砲跟消防水池，地下坑道縱橫其中，串連起各個

海防據點，也與勇士堡相連，學生們能從鐵漢堡直接走到勇士堡，感受過去官兵

們地下生活的情景。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670 

 

主管機關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1.公車可抵達。 

2.提供電瓶車服務。 

3.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電話：082-362500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670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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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沙溪堡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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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小

金門島上最西邊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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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大小金門各個軍事據點，營區裡碉堡、彈藥庫、坑道一應俱全，隨著

駐軍的裁撤，經過營區活化、重新整建後，學生們可以在這屬於台灣最西方的這

裡，隨著所新設置的觀景涼亭，依海風順著步道走向觀海涼亭，行走在步道上，

彷彿被看不見盡頭的藍海擁抱，也成為小金門最適合看夕陽的地點。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530 

 

主管機關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1.公車可抵達。 

2.提供電瓶車服務。 

3.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電話：082-362500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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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湖井頭戰史館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湖井頭位於烈嶼西北方，距離廈門只有 5,000多公尺，在戰時與大金門東北角的

馬山、西北角的古寧頭、大膽島皆為昔日的心戰喊話基地。西元 1988年，湖井

頭戰史館落成，外觀像座城池，有仿古的城垛、紅門金釘，廣場陳列著高砲、五

七戰防砲和機槍等武器，突顯濃厚的戰地氣息。館內展示內容包括資訊服務站、

烈嶼師旅之戰績、鐵漢雄姿、駐守金門的日子、阿兵哥的故事一傾聽他們的聲

音、瞭望體驗區等單元，保存著戰時長官來往的書信及參訪的照片、砲戰時所使

用的各種設備武器資料，還有砲彈實務展示、影音等不同導覽設施。學生們可以

從「鐵漢雄姿」7段影片，更加體驗戰時的氛圍。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531  

主管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1.公車可抵達。 

2.提供電瓶車服務。 

3.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電話： 082-313100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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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南山頭玄武岩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金門地區唯一的一段玄武岩海岸，全長約一公里。「風化的玄武岩」，表面呈現

黃色、紅色、褐色等不同的顏色，甚富色彩之美。這位於烈嶼的南山頭海岸，除

了有壯觀的峭壁玄武岩，每年 3月初至 4月底，更有春季限定的綠石槽，綠藻生

長在整齊岩石上，形成特殊的海岸美景，退潮露出時彷為海岸線舖上一條抹茶地

毯。此區並具特殊玄武岩地質，玄武岩為黑綠色的岩石，當其風化時，岩石中的

鐵釋出氧化而成三價鐵染色，且氧化鐵又隨含水量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顏色。

「洋葱狀風化的玄武岩」亦成了青岐港著名景觀，此形成原因為顆粒與組成相當

均一的玄武岩，受到熱脹冷縮或由於風化作用，而使岩石中的礦物發生水合作用

產生膨脹，則岩石易形成同心圓狀層層剝落，即造成「洋蔥狀風化」。玄武岩易

崩塌，崩落的玄武岩在海灘堆積或形成礫灘；玄武岩熔岩流之下為含黏土砂岩地

層，於砂岩層中，出現為數不少生痕化石。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867 

 

主管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1.公車可抵達。 

2.提供電瓶車服務。 

3.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電話： 082-313100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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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貓公石濱海休憩區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貓公石濱海休憩區位於小金門島的正北方，因為特有的紅色石頭「貓公石」而得

名，這裡是台灣少數產有貓公石的地區。初到貓公石海灘，第一眼先看見環狀排

列的反登陸樁軌條砦，接著往右邊海岸一瞧，成群的貓公石錯落排列著，一顆顆

巨大的紅色石頭，外形因海水侵蝕而不盡相同，在閩南語中，形容顏面坑坑洞

洞、凹凸不平之醜男子為「貓公」，所以坑坑洞洞的石頭也因此被命名為「貓公

石」！這是烈嶼地區當地人的俗稱，即「鐵質膠結岩塊」地質景觀，岩石由鐵、

矽、鋁、鈣等礦物膠結而成，長年累月侵蝕、風蝕、海蝕作用形漲紅色蜂窩岩。 

特殊地質景觀，長達約 1公里海岸沙灘。岩體形狀大小不均，一般約在數十公分

至數公尺之間，呈塊狀分布，也有寬達數百平方公尺，成平鋪狀分部於海灘者，

退潮時露出海水面。貓公石海濱，退潮時廣大的潮間帶，是海岸居民養殖海蠔的

蠔坪。這裡亦曾是重要海防據點，國軍 6營區（L34-44據點），現今海濱串聯

一條步道，其中設置海岸線景觀區賞景平台，學生在此平台可眺望對岸廈門市和

獅嶼島及欣賞海天一線的美麗海岸景觀。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425 

 

 

主管機關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1.公車可抵達。 

2.提供電瓶車服務。 

3.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電話：082-362500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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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九宮坑道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小金門最著名最經典的坑道就是九宮坑道，此坑道與大金門的翟山坑道同樣是戰

時為確保軍事運補作業的安全，採取的地下化作戰設施，坑道主體皆為堅硬的花

崗岩。在戰時以簡易設備及人力開鑿的九宮坑道，完工於西元 1965年，是一座

雙丁字型的水道，總長約 750公尺，主坑道寬約 12公尺，高度約 7公尺，從九

宮碼頭為起點穿透山體，一路延伸到羅厝漁港。這寬廣且機關縝密的九宮坑道，

有 4處出海口及 5座地下坑道聯結碼頭，可以容納 52艘小艇停泊。目前免去戰

時的恐慌，坑道內放置著模擬蠟像，模擬當時開鑿坑道的情況，讓學生體會過往

的艱辛。所以學生體驗進入此坑道時，在入口處備有安全帽，請務必戴上，這是

進入坑道的必備安全要求。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346 

 

主管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1.公車可抵達。 

2.提供電瓶車服務。 

3.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電話： 082-313100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