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11月24日，4隻名列國際珍

稀瀕危鳥種、有「仙鶴」之稱的丹頂鶴，

遠從西伯利亞而來，飛到台北縣金山鄉上

空，降落在清水濕地上，引發賞鶴熱潮，

原本平靜的金山鄉頓時成為賞鳥者與媒體

的焦點。

位處淡金（淡水到金山）、基金（基

隆到金山）、陽金（陽明山到金山）3線公

路交會點的金山鄉，依山傍海，擁有北海

岸最寬廣的海岸沖積平原，沿海景觀從岩

岸、沙灘到礫石，豐富多變，特色農產與

小吃搭襯稀有的海水溫泉，近年來在地方

政府、北觀處（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和業者共同推廣下，逐漸展露

其素樸典雅的迷人丰采，成為大台北都會

區及全國民眾遊憩休閒的好去處。

紅心甘藷  香甜鬆軟

金山鄉舊名「金包里」，最早的住

民為平埔族，日治時期稱為凱達格蘭族

（ketagalan），在台灣的移民史裡，河川

是深入內地最自然且方便的路徑，金山鄉

的金包里溪源於坑仔內與南勢，匯流後至

水尾舊港口出海。據地方耆老表示，早期

金包里溪猶能行船，運載貨物，居民可從

水尾搭船至淡水、萬華、基隆等處。

當地居民以農、漁業為生，每年7到

11月，正值「紅心甘藷」（地瓜）和「跳

石芋頭」的盛產期。地瓜對台灣人來說，

是相當熟悉的農作物和食物，終戰初期生

活艱困，很多人三餐只能吃地瓜籤，隨著

經濟富裕和養生風潮下，琳瑯滿目的地瓜

製品讓人目不暇給。

金山鄉自1980年代，開始種植有「台

灣紅寶石」之稱的台農66號紅心甘藷，還

在每年7至11月的採收期，舉辦「金山甘

藷節」活動，邀請民眾捲起褲管，回歸田

園，透過親手採收和「土窯」等方式，重

現農村生活原貌，讓遊客細細品嚐金山鄉

的產業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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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頂鶴又稱仙鶴，因頭頂的紅色肉冠而得
名。

 有「台灣紅寶石」之稱的台農66號紅心甘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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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淡金公路尚未開通，往來於金

山、石門的居民，得利用退潮之際，在石

礫間「跳石」而過，此地特有的「跳石芋

頭」也因此得名，這種早年專門外銷日本

的芋頭為檳榔心芋，由於緊鄰海岸，每年

立秋後，陣陣飽含鹽分的海風挾帶海霧吹

拂，孕育出又鬆又Q、帶有濃郁芋香的跳

石芋頭。

魚路古道  磺港美景

金山鄉境內有「磺港」與「水尾」

（現改稱豐漁村）兩座漁港，以加納魚、

紅賄、小卷最為名貴，目前金山鄉還保留

傳統火誘網漁船，這種利用「電石」（磺

石）加熱產生光源誘捕魚群的捕魚方式，

又稱「焚寄網」，早期是北海岸最主要的

捕魚法，目前全台僅剩金山鄉還有3艘這種

漁船。

磺港形勢天然，抱擁港灣，雖為漁

港，卻是絕景勝地。磺港村的信仰中心

「承天宮」，是北台灣最大的鄭成功廟，

承天宮的下方為魚路古道的起點，這條建

於1903年的古道舊稱「魚仔路」或「金包

里大路」，從金山通往台北，是當時金包

里連接外地運送漁獲、交換物資的重要路

線。

日治末期，大東亞戰爭時實施物資配

給，「走私交易」之風盛行，擔魚人為了

獲得更多利潤，在魚路上摸黑運送魚貨，

據說，半夜經過擎天崗嶺頭的土地公廟

時，還會擲筊請土地公保佑平安，據說得

到聖筊，沿途的雞不會亂啼。

隨陽金公路開通，雖已喪失運送魚

貨功能，但在陽明山國家公園規劃下復舊

為12大步道之一，從頂八煙至擎天崗路段

的「金包里大路」，是一條重要的歷史古

道，也是台灣鄉土史的寶貴資產。

順著漁路古道下到磺港港邊，午後的

磺港社區，延繩釣的準備作業開始動工，

漁民與臨時打工的村民，將分割好的青鱗

魚食餌，一一勾在延繩釣分支末端的魚鉤

上，隨暮色漸濃，漁船也紛紛出港，期待

漁獲豐收。傍晚時分還可欣賞夕陽由號稱

「美人山」的竹子山方向漸漸隱沒，等夕

陽隱沒在水平面下，星光閃耀時，就可欣

賞金山八景之一的「磺港漁火」。

百年老街  美味小吃

提到金山鄉，讓人馬上聯想到的美食

便是肉甜味美的金山鴨肉，位於金山老街

廣安宮前開設的鴨肉店，原本只是廟口前

的一個小麵攤，由於原味料理口碑好，還

入選為國宴上的佳餚，即使過了用餐的顛

峰時間，等待點餐的人潮未曾稍減。

另一款特色甜品就是石花凍，石花

菜是一種生長在海岸岩石上的紅藻，是台

灣北部與東北角海域最具經濟價值的藻

類，每年春季至夏初為盛產期，家家戶戶

曝曬石花菜成為北部、東北部沿海的特殊

景觀，較特別的是，新採的石花菜呈紫紅

色，用淡水灌洗、反覆曝曬後轉呈淡黃

色，食用時，將水煮沸放入乾燥的石花

菜，待冷卻凝結後切成塊狀調入糖水、檸

檬汁即可，具清熱降火功效。 

品嚐鴨肉、石花凍、花生糖等地方

特色小吃的同時，遊客其實已置身擁有百

年歷史、俗稱金山老街的「金包里街」，

1867年，金包里街毀於北部大地震後重

建，1895年日人治台，當地居民群起抗

日，日軍憤而焚毀整條街，兩年後居民重

建，漫遊的起點可從剛歡慶建廟150年、

供奉媽祖的慈護宮開始。

▲ 當地居民為拖曳網漁船加工鉤上青鱗
魚做魚餌。

▲ 石花菜反覆曝曬後轉呈淡黃色。

 緊鄰海岸的芋田孕育出帶濃郁香氣的「跳石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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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護宮最特別的地方便是入口橫樑

上，有「憨番舉大杉」的雕刻─兩名頭戴

戎帽、身著軍服的軍官扛著橫樑。原來

三百多年前，西班牙人不但利用金山鄉的

磺港運輸硫磺，還魚肉鄉民，或許先祖是

為了讓西班牙人有贖罪的機會，也或許是

為了宣洩當時被壓迫的悶氣，才會有這樣

的雕刻，當時稱西班牙人為「紅毛番」，

因此有「憨番舉大杉」的說法。

老街最具代表性的

老建築，當屬相毗鄰

的「博愛中藥鋪」

和「泰豐米店」；

博愛中藥鋪為紅磚

造兩層洋房，外牆裝飾講

究，裡面仍保留原木老櫃

檯和藥罐，隔鄰的泰豐米

店則仍維持著百年前的木

板門面，連盛米的木格子、老式的法碼磅

秤，還有兩層樓高的碾米機，都是老米店

的經典代表。

獅頭山公園美景天成

近年才從軍事管制區開放為觀光景

點的獅頭山公園，山頂有昔日軍防要塞的

砲台座遺址與軍營，軍管時期的壕溝、碉

堡、隧道，開放觀光後立刻成為熱門遊憩

據點，其中，建於日治時期連接磺港與水

尾漁港，全長265公尺的光武坑道，最富

神秘色彩，由於是日治時期所鑿建，加上

長期國軍軍管封閉，坑道內「藏匿寶藏」

的傳說不斷。想進入坑道必須自備手電

筒，四通八達的坑道，除主坑道外，其他

分支各自通往不同的機槍口和出口，最好

由專業解說員帶路才不會被困。

從公園眺望金山岬東側約300公尺海

面上，可看到金山八景之一、也是金山鄉

最著名的地標「燭台雙峙」。燭台嶼因外

型像一對燭台而得名，形成的原因或許是

地盤上升，由隆起的珊瑚礁岩所造成的海

蝕岩柱；也可能原先是海岬末端部分，先

被海潮侵蝕形成海蝕洞，此洞逐漸擴大形

成海拱，後來，海拱的頂部塌陷，於是，

海岬的末端形成一雙形狀像碉堡的礁岩，

聳立在海中，與陸地分離，成了佇立外海

的燭台嶼。

獅頭山左側是磺港漁港，右側是水尾

漁港，從水尾漁港旁的防波堤小徑，沿著

海岸線行走，有座巨大的海蝕岩洞「一線

天」，小心通過後，可見發達的豆腐岩、

蜂巢岩、潮間帶潮溝、海崖等海蝕岩礁地

形，這裡就是知名的「神秘海岸」。

為了增添獅頭山公園的「可看性」，

這幾年鄉公所在神秘海岸的岩壁上栽種台

灣特有種鐵砲百合，以期每年4月，壯闊

海岸線上開滿百合花，另在獅頭山公園、

金山遊客中心、舊金山總督溫泉等處，復

育金花石蒜，這是北海岸一帶海岸原生植

物，屬石蒜科、石蒜屬的野花，花朵盛開

時花形巨大且亮麗，花瓣邊緣呈波浪狀略

向外翻捲，花絲特別長且伸出花瓣外，因

花朵呈金黃色，而有 「黃金花」美名，甚

獲日本人青睞。

1960至80年代，是金花石蒜的外銷

黃金期，商人向沿海居民搜購金花石蒜球

莖銷往日本，據地方耆老憶述，全盛期球

莖幾乎是1天1卡車的被送走，短短幾年球

莖幾乎被挖掘一空，近年來幸賴觀光局北

觀處和金山鄉公所及溫泉業者的復育，金

花石蒜再度在北台灣的驕陽下綻放美麗花

朵。

「水尾泛月」也是金山八景之一，但

若想欣賞水尾漁港滿月時月光泛滿漁港的

美景，1年只有12次機會，其中又以中秋

▲ 老街上的「博愛
中藥鋪」是代表

性老建築之一。

▲ 金山鴨肉不僅吸引老饕還入選
為國宴佳餚。

燭台嶼是金山鄉的自然標的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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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月時，月亮由野柳岬冉冉升起，月光映

照在水尾灣，染出一道金黃色光芒，與海

面上點點漁火相互輝映，美景天成絕無僅

有。

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在金山、萬里地區規劃興建長達5公里

的自行車步道，2005年正式啟用，民眾可

以騎單車暢遊金山、萬里的自然風光及豐

富人文歷史，還可以載著衝浪板到中角海

灘享受逐浪的驚險與樂趣，該段海岸線綿

延數百公尺，可遠眺燭台嶼，海浪平穩，

極適合衝浪活動，境內的法鼓山、朱銘

美術館、金寶山鄧麗君墓園、金山海水浴

場⋯⋯，都是中外遊客的朝聖地。

馳名國際的雕刻大師朱銘，藝術創作

從台灣出發，帶著獨特的精神內涵風靡世

界的同時，也陸陸續續在金山鄉購地，隨

著購地面積逐漸增加，逐漸萌生闢建藝術

園區的念頭。

從1987年開始進行美術館的創建籌

備，從無到有，從荒地變公園，美術館園

區的規劃、整地、建築設計與施工，朱銘

皆親自參與，1999年，傾注一生積蓄和

12年漫長的辛勞，「朱銘美術館」正式開

幕，對他而言，成立美術館，是為了呈現

藝術發展的過程，也是為作品建設一個好

歸宿。

另一聞名國際的佛教聖地「法鼓山」

也在金山鄉境內，聖嚴法師有鑑於信眾日

增，為了要尋找一個具有長久性、安定性

和未來性的道場建築用地，前後費時8年卻

苦無結果。直到1989年在例行的念佛共修

會中，竟以不可思議的因緣，覓得一塊得

以深耕的福田寶地，同年7月，正式宣佈將

金山的新道場命名為「法鼓山」。

鹵素溫泉  全國獨有

根據國內對溫泉的定義，泉溫只要超

過30度，泉質中含有溫泉所需礦物質中的

其中一種，就可稱作溫泉，因此，台灣堪

稱世界級的溫泉博物館；冷泉、溫泉、海

底溫泉、各式源頭的野溪溫泉，全台各地

超過一百多個湧泉處。

金山鄉原是北海岸一個依山傍海的漁

鄉，根據《淡水廳志》記載1867年11月23

日北部的一場大地震，導致沿海地裂，金

山的溫泉源頭卻也因此被發現。但直到日

治時期，愛泡湯的日人才開始著手開發。

金山鄉水尾漁港附近的溫泉屬海水

溫泉，泉質富含納、鎂、鈣、氟、溴等所

謂的「鹵素元子」，另外還含有氯離子和

硫酸根離子，總溶解固體物，超過標準值

20倍之多，成為全台獨有的「海水鹵素溫

泉」。日治時期，總督府決定在水尾漁港

興建溫泉館，1938年5月興工，隔年9月竣

工，稱「新館溫泉」，日治時期，有3位總

督使用過此御用溫泉，因此又稱「總督溫

泉」。

1945年日人撤離，任其荒廢，土地所

有權也數度易手到尋常百姓家。直到現在

的經營者買下產權，經過年餘的整修與開

挖，2001年正式對外營業。2006年獲台北

縣政府於頒發全國第一張「溫泉開發完成

證明」。

台北縣政府水資源課也提醒愛泡湯的

民眾，泡湯之前一定要看業者有沒有一張

官方版的「溫泉標章」，上頭會標示溫泉

成分、溫度、有效期限、禁忌及其他應行

注意事項，也會有定期的相關衛生檢驗，

如此才能泡個既健康又安心的好湯。

金山鄉近年來積極推廣觀光產業，

目前定期舉辦的活動有：金石國際馬拉松

賽、珠沙灣盃沖衝浪公開賽、金山甘藷

節、金山漁村嘉年華、金山溫泉祭等，可

充分體驗金山鄉動靜皆宜的美景。

▲ 金花石蒜有 「黃金花」美名。

▲ 依昔日浴池改建而成的「總督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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