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金城民防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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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49年之後，戰地的金門，為達到「保存戰力於地下，發揚火力於地上」的

戰術目標，從 1968年開始，利用金門花崗岩的地質條件，大量構築地下坑道，

金城民防坑道即其中之一。 

這座坑道經由地下系統連接起金門政委會、金門縣政府、金門調查處、金門縣民

眾自衛總隊、土地銀行、自來水廠、金電公司、金城車站、金門郵局...等重要

機關，在地底下打造了縝密的備戰網絡〪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340 

主管機關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開放時間：09:00-22:00 

地址：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7號(金城車站二樓) 

公車路線：3、藍 1(尚義機場-金城車站) 

■提供 K-Bike站 

聯絡人電話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 

(082)321547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莒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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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臨金城美景，背擁豐蓮山脈，初訪金門，必定要登上莒光樓遠眺金門風光！莒

光樓做為金門的精神象徵，以中國傳統建築的作法，將傳統城樓放在現代建築的

基座之上，締造一項獨特建築美感〪 

這座建築建於西元 1952年，用以表彰在金門歷次戰役中英勇官兵之事蹟，樓高

三層，每層皆有不同的展示主題，最著名莫過於胡璉將軍的青天白日勳章了。 

自西元 1959~64年間，莒光樓四度被中華民國郵政總局做為郵票的主題，郵件遍

及海內外，與「毋忘在莒」勒石同樣成為戰地金門著名的地標性建築，也是當時

金門的最佳代言人。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389 

主管機關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開放時間：08:00-22:00 

地址：金門縣金城鎮賢城路 1號 

公車路線：3 (尚義機場-莒光樓) 

■提供 K-Bike站 

聯絡人電話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 

(082)325632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水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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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頭又名金水，位於金城鎮的西南隅，是個以黃姓為主的多姓聚落，因鄰近水頭

碼口，早期即為金門與廈門之間的交通要點。 

水頭在過去是相當富有的聚落，保存的閩式建築與洋樓，是全島最多、最精美。

得月樓、金水國小、僑鄉文化展示館等建築，都別具特色金門。金門俗諺「有水

頭富，無水頭厝」，意思是即使能像水頭村人一樣富裕，但要擁有像水頭村那樣

華麗的房舍卻不容易，代表著金門人賦予水頭聚落建築的讚譽。 

水頭村民過去除了以農、漁業維生外，也多從事走船經商，因此，聚落裡錯落著

傳統閩南古厝與受到海外風情影響的異國洋樓。閩南傳統聚落有：清乾隆時期所

興建的黃氏大宗祠、黃濟古厝、頂界「十八支樑」（九棟二落大厝）等。清中葉

以後，大量金門僑民匯款回鄉興建的學校（金水學校）、銃樓（得月樓）等設計

講究的洋樓；水頭彷彿是歷史建築的展場，也是金門保留最完善的傳統大聚落。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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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時間：24H 

地址：金門縣金城鎮前水頭 

公車路線：3、藍 1(尚義機場-金城車站)轉搭 7、7A、7B(金城車站-水頭圓環) 

■提供 K-Bike站 

聯絡人電話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082)313282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明遺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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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遺老街位於金門城北門外，已逾四百年的歷史，被稱為金門最古老的街道，矮

小的街屋並排在兩側，街道的東西南北四處出口原本都設有隘門。 

明遺老街過去曾是金門城的繁鬧市集，在地人又稱這裡為「買菜街」，隨著金門

從清初政經中心移往後浦，才逐步走向沒落。 

為了將金門第一街的回憶留存，明遺老街上的三棟建築改作為故事館，展示舊時

常民的生活樣貌，關於信仰、農作與起居都有詳盡的描述。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458 

主管機關 金門縣文化局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開放時間：24H 

地址：金門縣金城鎮古城村大古崗 100號(近古城國小) 

公車路線：3、藍 1(尚義機場-金城車站)轉搭 6(金城車站-金門城)步行 240公尺 

聯絡人電話 
金門縣文化局 

(082)328638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文臺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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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臺寶塔建於明朝洪武 20年（1387），是明太祖命「江夏侯」周德興在金門建

的三座石塔之一，也是金門唯一沒有毀於戰火、未受砲彈損傷的明代石塔。 

高聳的文臺寶塔，過去也作為航海的指標，塔頂有鐫字及浮刻，面向金門城方向

的塔檐下，掛著一塊長條石板，橫鐫有「奎星聳照」四字，下方浮刻有「魁星踢

斗」圖象，祈求文風興盛的意境明瞭，塔下的盤石有明代武官陳煇手書的「文臺

寶塔」墨蹟，以及已故水墨畫大師張大千的「國之金湯」墨寶，相當具歷史意

義，目前被列為國定古蹟。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404 

主管機關 金門縣文化局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開放時間：24H 

地址：金門縣金城鎮古城村大文台古崗 100號(近古城國小) 

公車路線：3、藍 1(尚義機場-金城車站)轉搭 6(金城車站-舊東門)步行 400公尺 

聯絡人電話 
金門縣文化局 

(082)328638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翟山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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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階梯而下，走進翟山坑道幽暗的光線裡，鬼斧神工的軍事傑作就在眼前，坑道

盡頭接引著深不見底的海水，在炎熱的夏季裡替旅人們帶來一些清涼。 

翟山坑道內，既長而寬闊的坑道及水道兩區域，是八二三砲戰期間，動員無數人

力、耗費五年時間，才辛苦鑿出這條能夠容納 42艘水道小艇進出、迴轉的極大

的工程，又被譽為「地下金門」傑作之一。 

隨著海面晃動的倒影前行，不由得對戰時國軍弟兄的努力感到震撼。走出坑道

外，陳列著各式登陸小艇以及防空武器，也是曾經的軍事記憶，值得前往駐足留

影。 

每日固定解說 6場次，時段如下：09:00、10:00、11:00、14:00、15:00、16:00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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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時間：08:30-17:00 

地址：金門縣金城鎮古崗湖東南方翟山腹 

公車路線：3、藍 1(尚義機場-金城車站)轉搭 6(金城車站-翟山坑道) 

■提供 K-Bike站 

聯絡人電話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082)313241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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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是因應漁業發展於西元 1968年成立，從事經濟魚、貝類繁養

殖試驗、魚病防治、海洋資源、生態環境調查、漁業基礎科學研究、水產食品之

研發及漁業技術輔導諮詢服務等工作。 

園區內設有鱟生態文化館，陳列金門海域的海洋生物標本及傳統養殖模型，主要

展示有 4億年歷史的活化石—鱟，鱟是一種古老又美麗的生物，一旦結合後雌雄

如影隨形，一生相守，博得「夫妻魚」、「鴛鴦魚」美譽。 

在鱟生態文化館有「與活化石邂鱟」影片供欣賞，還可以近距離觀察鱟的生態行

為，另外販售鱟周邊商品，像一公一母的鱟絨毛玩偶，象徵情人、夫妻堅貞愛情

與幸福家庭，會帶給家庭好運與幸福，而鱟虎頭牌陶藝品則代表子孫萬代，生命

綿綿不絕，有辟邪、祈福納吉的象徵，歡迎來金門縣水產試驗與金門特有古生物

進行一場美麗的邂鱟。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347 

官網：https://kfri.kinmen.gov.tw/ 

主管機關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開放時間：08:00-17:00(國定假日休館) 

地址：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 2號 

公車路線：3(尚義機場-晶鑽社區)步行 450公尺、 

藍 1(尚義機場-體育館) 步行 550公尺。 

聯絡人電話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 

(082)326407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347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建功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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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功嶼位於金城南門的浯江溪口，面積約 500平方公尺，又名董嶼、珠嶼、鰲

嶼，是金門本島與烈嶼之間海面的衛哨，一嶼堅守如砥柱中流，「建功砥柱」因

此得名。 

潮退時，除了可以看見潮間帶豐富的生物外，還能沿著石板道登上建功嶼，因此

又被稱作金門版的摩西分海。 

島上豎立的鄭成功石像望著的方向，是廈門鼓浪嶼上另一尊鄭成功石像，與石板

道兩側高大的「牡蠣人」裝置藝術，都是遊客鏡頭下熱門的景色！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390 

建功嶼潮汐資訊：https://www.kinmen.travel/zh-tw/guide/jiangongyu-

islet-tidal 

主管機關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開放時間：24H 

地址：金門縣金城鎮建功嶼 

公車路線：3、藍 1(尚義機場-金城車站)轉搭 7A(金城車站-延平郡王祠)步行

750公尺 

聯絡人電話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 

(082)324174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3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