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沙灣  貝殼砂組成

恆春半島三面環海，西臨台灣海峽，

南為巴士海峽，東鄰太平洋，唯有半島北

端，是與台灣本島銜接。位於恆春半島西

岸，貓鼻頭西北方海岸線上的白沙灣，又

稱為「白砂」，原是一座小漁港，因擁有

長達500公尺，寬40公尺的細白貝殼砂灘

而得名，屬墾丁國家公園內的景點之一。

墾丁國家公園沿岸的沙灘，是由海洋

生物殼體所組成的貝殼砂灘。貝殼砂的組

成沙粒甚為均勻，是貝殼長期受到海水侵

蝕，被擊碎研磨而成晶瑩明亮的細沙，隨

著海流漂洋過海，沖至海灣內堆積構成之

地屏障，故每到恆春的冬季，強烈的東北

季風，對此的影響不大，海灣總是風平浪

靜，終年都適合戲水或浮潛。

海陸域  享受倆人世界

白沙灣全年都適合戲水、浮潛、帆

船、騎水上摩托車等海上活動。目前，因

受墾丁國家公園限制，尚未有太多人為開

發，充滿寧靜幽雅的韻味。

在白沙灣的陸域上，則可在徐徐海風

中，從事烤肉、聚餐、露營等活動，別有

不同風味；或在自行車步道上，享受騎車

健行的樂趣。到了秋冬時節，可看夕陽沉

入海中，夜晚也是觀星的好去處，是享受

個人寧靜世界的最佳選擇。

白沙灣有別於南灣及小灣的擁擠人

潮，由於知名度較低，而享有舒適、寬廣

的遊憩空間，業者也在此搭建飲料吧，以

及方便遊客沖水、盥洗的設備，還有多種

沙灘戲水及水上活動，可供遊客選擇。此

外，也提供餐廳、露營車、露營場地等餐

飲住宿設施服務。

從白沙灣到後灣海洋生物博物館間，

有一條全台灣最長的濱海自行車步道，中

途還可以順道走訪龍鑾潭自然中心。這

條自行車道，在墾丁國家公園的範圍內，

不但全程幾無陡坡，且路況絕佳；在景觀

上，也沒有礙眼的人工建築，放眼望去盡

陽光 沙灘 珊瑚礁

海岸組曲

恆

自然景觀。砂島的貝殼砂灘，因為砂粒晶

瑩，顆粒較大，組成均勻；而白沙灣的貝

殼砂純度高達85％，在台灣本島是相當難

得的景觀資源。

白沙灣是恆春半島西海岸唯一的沙

灘，有別於墾丁其他位在公路旁，如南

灣、小灣等遊客如織的海灘。由於位處較

偏僻的西海岸，一般遊人較不易尋著，在

遊客不多，人為建設較少的情況下，相對

地汙染也減少，使得白砂灣得以保留其原

始面貌，是墾丁許多濱海沙灘中，砂質細

白又沒有汙染的好地方。

白沙灣視野遼闊，海水澄澈，沙灘

潔白，景觀一點都不輸給其他熱門沙灘，

反倒增添別處沒有的優雅寧靜。因其水質

相當清澈，每逢星期假日，都吸引不少民

眾、情侶相約來此戲水，婚紗業者也競相

來此取景拍攝結婚照。

猶如漁村樸素村姑的白沙灣，不如

南灣過多的人工矯飾和太過於商業化的經

營，自然純樸的樣貌，讓它更顯得珍貴。

海灣一帶為珊瑚礁海岸，東側有關山台

白沙灣的海水澄澈沙灘潔淨。▲

恆春地區湛藍的海水，構成優美的海岸。▲

春
■ 文、攝影／吳正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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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熱帶樹木，讓人很有置身國外的悠閒感

覺。

午後，舒爽海風飄曳，伴隨著浪花朵

朵；高聳的椰子樹林，潔淨無瑕的海灘，

陽光從天空灑落，海面透露金黃光芒，照

映著沙灘的年輕人，頂著熱情驕陽烈日，

活力十足打著沙灘排球，也是另一種不一

樣的樂趣。嬉鬧的笑聲，揮灑著汗水，彷

彿有著用不完的體力，這樣的人間美景，

都在墾丁白沙灣。

頂著一輪明月與萬點星空，月光嬌柔

照在海面，點滴甜蜜已淌滿心頭。海風輕

拂迎面吹，浪潮來回齊聲伴，夜晚的白沙

灣，越晚越是美麗，別有一番海洋風韻。

南灣  金沙白浪

南灣，是台灣最南端2個陸岬的行界

點，位於恆春半島南面海灣，因此，稱之

為「南灣」，也因海水湛藍，又稱為「藍

灣」。

南灣原本是個小漁村，古時稱為「大

板埒（唸ㄌㄜˋ）」，也就是「大石陷

落」的意思。濱海長約600公尺的沙灘，

海岸弧線優美，沙質柔軟潔淨，是墾丁國

家公園轄境內，景觀最寬闊的沙灘，也是

最具代表性的景點之一。由於沙灘呈金黃

色，因而以「金沙白浪」被列為「恆春八

景」之一，可見南灣風景之優美。

南灣適合從事幾乎所有海上與沙灘

相關活動，舉凡游泳、划水、衝浪、駕帆

船、水上摩托車、橡皮艇、沙灘排球、

浮潛等，應有盡有，凡是在墾丁出現的水

上活動，大都是從南灣開始，戲水人潮之

多，遮陽傘幾乎覆蓋整個沙灘，是台灣最

熱門的戲水天堂之一，也是觀賞珊瑚礁，

眺望貓鼻頭的最佳地點。

南灣因有黑潮流經，水溫高而穩定，

非常適合珊瑚生長，附近的海底地形和珊

瑚礁群豐富，密度和種類之高，為世界所

罕見，在1、2百公尺範圍內，卻孳生2、3

百種珊瑚（美國海域僅有10餘種；澳洲珊

瑚種類雖最多，但分布在1、2千公里的海

域）；而在潮間帶，也可以看到許多藻類

和各式魚類生物。

尤其海域的水底下，更是繽紛多彩，

每年農曆3月15日到22日，是珊瑚大量產

卵的時候，萬卵齊發，蔚為海底奇觀。

珊瑚產卵  生態嘉年華

在多數人的印象裡，墾丁最具魅力的

資源，就是海洋。尤其在春夏交替的季節

中，墾丁的海洋龍宮，就像似開派對般熱

鬧，不僅魚群披起美麗外衣，企圖挑逗異

性成雙配對，海底的珊瑚也活躍起來，展

現旺盛的生命力！

墾丁海裡的珊瑚產卵，可說是墾丁

海洋生態，一年一度的海底盛事。由於表

孔珊瑚和軸孔珊瑚等10多種珊瑚，蓄積一

年的精卵束顏色都不同，當粉紅、鮮紅、

橙黃、乳白等五顏六色，數不清的珊瑚精

卵團，成束從珊瑚迸放釋出後，猶如一場

彩色的流星雨，如繁星般漂浮在湛藍海水

中，上演海中生態嘉年華，如此奇景絕對

讓人永生難忘。

據墾丁珊瑚調查專家20多年的觀察，

每年農曆3月間，當月圓後的一個星期（約

農曆的3月20日到24日），墾丁海域就進

入珊瑚產卵季節。一般估計的產卵預產

期，時間是在天黑後的2至3小時，也就是

晚間8、9點左右，珊瑚產卵的生態，在海

中形成特殊美麗景觀。

珊瑚產卵主要是以量取勝，因為卵

子和精子，各自在海裡漂流，需相遇後才

會受精，為增加受精的機率，珊瑚每次產

卵都以數十萬計，形成美不勝收的海中奇

景。

南灣的珊瑚礁，有各種熱帶魚等海

底生物，還有人工漁礁區，是潛水者的天

堂，為防止水上摩托車進入破壞生態，或

危及戲水遊客人身安全，已另劃出跳石潛

水區。

南灣的漁產資源豐富，時可見到漁民

使用拖曳網（俗稱「牽罟」）作業情形，

深具發展休閒漁業的潛力。每年 4~7月的

虱目魚苗季，可見到民眾使用手抄網、塑

膠筏捕捉魚苗的盛況。

▲ 著名的南灣夕照景觀。

▲ 大灣海岸邊的萬應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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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居民為感念荷蘭公主，特定為她

建蓋一間廟祠，由於年代事隔久遠，牆上

的畫像，也只好參考漫畫來描繪，成為墾

丁地區罕見的中西式廟宇。直到現在，這

座八寶公主廟，是當地民眾的信仰中心，

也成為帶著點浪漫傳說的旅遊景點。

八寶公主廟神像前的祭祀品，有鏡

子、明星花露水、香粉之類，都是女性使

用之物，廟前還有木船殘骸，是從原本埋

在海沙中挖起，為增加傳說的可信度，上

面刻有：「公主事長征，少小荷蘭客」，

供人憑弔荷蘭公主的傳奇。

墾丁八寶公主的傳說，不僅豐富地方

的人文傳奇，也讓人瞭解在100多年前，

墾丁已經是個和國際社會接觸的地方。

風吹砂  砂瀑奇觀

由鵝鑾鼻公園，沿著台26號佳鵝公

路，往龍磐公園、佳樂水方向前行，經

過聯勤草原與龍磐公園，一大片寬廣草原

後，眼前看到很突兀地「風吹砂」沙漠景

觀，讓人很難接受將草原與沙漠，串聯在

一起的感覺。

風吹砂位於恆春半島東側，佳鵝公路

上約48公里處，分成南北兩帶，呈東北至

西南走向。由於當地的地層，為紅土及沙

礫的混合物，當夏天雨季時，被雨水沖刷

的沙子，順著地形流向大海，成為砂河景

觀，再由台地邊緣垂潟直下，而形成砂瀑

奇觀；到了冬天季節，強勁的東北季風，

又把港口溪攜入海中的沙石，沿崖坡吹向

崖頂，2種逆向的搬運作用，產生獨特的風

蝕和風積現象，這種奇特的景觀，尤以冬

季較為明顯。

風吹砂於每年農曆9月，大約由重陽

節開始，到隔年的農曆3、4月清明節止，

因為受到颳東北季風的關係，東北季風會

將太平洋沿岸的海沙，由海洋往內陸方向

吹送，造成目前風吹沙的地形。

站在風吹砂停車場旁空曠海崖上，迎

著太平洋海風，面向著浩瀚海洋，享受被

風吹襲之感覺，也是一種很難得的體驗。

船帆石  崩崖地貌

過了墾丁大街後，從小灣往鵝鑾鼻

方向南行，眼前海岸有塊巨型珊瑚礁石，

聳立在碧海藍天中，由於外形神似出港的

揚帆船隻，而命名為「船帆石」，但也有

人說，看起來像似前美國總統尼克森的頭

像。

船帆石之所以為豎立狀，是由於鄰

近陸地上方台地邊緣的珊瑚礁、石灰岩，

在海浪不斷衝擊、侵蝕及重力拖曳下，

礁岩逐漸破裂、崩離滾落懸崖下，形成特

殊的「崩崖」地貌，因屬於舊期珊瑚礁石

岩質，較附近初期隆起珊瑚礁堅硬，才得

南灣曾經是早期捕鯨基地，1913年

時，日本就開始以南灣作為基地進行捕

鯨，民國時期重心轉到香蕉灣， 1967年

結束捕鯨事業，目前，在南灣已捕不到鯨

魚，只留下捕鯨棧道的遺跡。

浪漫傳說  八寶公主

民間傳說台灣還是荷蘭屬地時（1630

年~1661年），有艘荷蘭船行經墾丁，遭

遇颱風擱淺在墾丁沙灘，引來山區龜仔角

原住民的突襲，荷蘭人悉數被殺，其中在

被殺害女子身上，取到：荷蘭木鞋、絲綢

頭巾、珍珠項鍊、寶石戒指、皮箱、寶石

耳墜、羽毛鋼筆和紙等8項戰利品，墾丁人

於是稱她為「八寶公主」。

從墾丁的大灣海灘，一路往南走到

盡頭，會發現距離岸邊不遠處，有艘用木

頭打造，早已荒廢腐化的船隻殘骸，詭異

的是，萬應公廟旁配祀的，是畫著一幅外

國女性，金髮碧眼的圖像，與萬應公廟對

照，顯得格外突兀。

當地文史工作者指出，西元1640年

底，有荷蘭公主瑪格麗特（Margaret），

她為了尋找愛人（威雪林）而來台灣。因

威雪林自組一個探金隊，不幸在台東卑南

地區遇害。瑪格麗特忍受著濤浪長征，為

愛來到台灣，沒想到卻發生船難魂歸異

鄉，隨著船骸長埋沙堆中。

事件經過20多年後，墾丁當地居民從

海灘的沙堆裡，挖出荷蘭公主的遺體與船

隻殘骸，一直放在大灣萬應公廟旁海邊，

任由風吹雨打，船體腐蝕解體。經過專家

鑑定，確定船隻殘骸是以荷蘭特有造船工

法打造，再經過確認遺體身份，由於在她

身上找到木鞋、珍珠項鍊、寶石戒指等8種

隨身物品，證實就是荷蘭公主瑪格麗特。

不能回家的荷蘭公主，時常託夢給墾

丁當地的民眾，她很想回到荷蘭去，希望

能幫她打造一艘船送她回去，後來如願搭

上船隻，但當駛離岸邊很遠時，她又託夢

說很感謝居民的協助幫忙，她決定留在大

灣，以庇佑當地居民。

風吹砂的砂瀑奇觀。▲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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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鼻頭海岸最著名的貓形巨巖。

▲

以長期佇立海中，成為巨大的珊瑚礁岩景

觀。

船帆石高約18公尺，旁邊有個小沙

灘，可以戲水、玩沙，享受日光浴及從事

各種水上活動，旁邊有大圓山陪襯，藍天

碧海青山白沙灘，組合成風景山水畫，令

人心曠神怡。

在船帆石底下的珊瑚礁，聚集豐富的

水中生物，是墾丁地區相當熱門的潛水和

浮潛地點，現已成為熱門的水上活動地點

之一。

貓鼻頭  裙礁海岸

台灣最南端之一的貓鼻頭，地理位

置正臨台灣海峽與巴士海峽交會處。設立

在海岸高處的貓鼻頭公園，以珊瑚礁地形

景觀聞名，區內有各種奇岩怪石地形，其

中，最著名的貓形巨巖，外形狀若蹲仆之

貓隻，正是從海崖上崩落在海面上的巨大

珊瑚礁岩，巧妙形成「貓巖峙海」的造化

景觀。

恆春半島墾丁西海岸，大都為珊瑚礁

海岸侵蝕地形，尤以貓鼻頭最為典型，這

類地形鳥瞰似女孩子的百褶裙，故有「裙

礁海岸」之稱。當裙礁受到長時間的波浪

侵蝕、漲退潮反覆乾濕、長期鹽粒結晶、

砂粒鑽蝕及溶蝕等作用後，就生成崩崖、

壺穴、礁柱、層間洞穴等奇特景觀，極具

地形教學及研究價值，更值得遊客細探究

竟！

貓鼻頭岬角地勢，呈西高東低，強

烈受到海蝕、鹽漬及風化影響，以隆起的

珊瑚礁海岸為主，有海蝕溝、海蝕壺穴、

海蝕礁柱等，造就當地鬼斧神工的自然地

形，也成為看海觀石的好去處。

由於貓鼻頭位於低緯度，具有獨特

的熱帶風貌，浩瀚湛藍的大海，更讓人心

曠神怡，每到傍晚時刻，夕陽染紅整個海

面，景致十分壯麗。

由售票亭進入貓鼻頭濱海步道後，有

2條步道可走，右側往上可通往海岸高處

的望海台，左側往下循小徑，則可前往海

岸海崖底端的南海洞，近距離觀賞猙獰的

珊瑚礁岩。洞口崖前，有塊大岩石伸入海

面，恰巧形成仆貓的形狀，故被稱為「貓

鼻頭」，附近還有情侶石、長方石等奇

石，各具特色。

在貓鼻頭附近海域，海藻繁孳茂盛，

種類尤為繁多，尤其在冬天適合藻類的繁

殖期間，海岸邊隨處可見茂綠的石蓴，加

上褐色的馬尾藻、紅藻等隨波搖曳，再與

蔚藍清澈的海水，五彩繽紛的熱帶魚，崢

嶸的珊瑚礁石灰岩相襯，極富珊瑚礁海岸

景觀之美。

珊瑚礁  奇岩怪石

除了白天珊瑚礁奇岩怪石之美，貓

鼻頭的黃昏更美，當夕陽西沈時，霞光染

紅整個海面，襯托著迤邐的海岸景觀，呈

現出一副詭譎之美感，真是動人心魂，讓

人讚嘆不已。至於貓鼻頭的夜晚，也十分

瑰麗迷人，清澈的夜空，繁星點點，吹著

海風，聆聽海濤，觀星賞月，人生一大樂

事！

貓鼻頭至後壁湖途中，有一稱為「雷

打石」的巨大崩岩，鄰近環境幽雅的小海

灘，曾為拾貝的好地點，近年來，發現湧

出小規模冷泉後，經常有人在此浮潛、海

釣，算是貓鼻頭海岸的「私房景點」，很

適合安排「浮潛之旅」。

周邊有世界級的灘岩地形景觀，據專

家研究，灘岩之形成，可能由於地下水溶

解恆春台地石灰岩層，流出沙灘時，受熱

重新凝結而成。

從貓鼻頭經雷打石至後壁湖之間的海

域，現已規劃為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特別景

觀區，區域內海水蔚藍清澈，海面下瑰麗

水晶宮美景，各種不同的石珊瑚、軟珊瑚

覆蓋海底，各式熱帶魚、海鰻、蝦貝類等

海洋生物，種類繁多，堪稱是台灣沿海之

冠。

▲ 貓鼻頭附近海域海藻繁孳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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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復後，由海關依原建築修復，

燈塔的塔高21.4公尺，內換裝設新式大型

四等旋轉透鏡電燈，每10秒一閃，光度達

180萬燭光，每30秒旋轉一周，見距為2海

浬，是目前台灣地區光力最強的燈塔，有

「東亞之光」的美譽，已被列為古蹟。

巨礁林立  引人入勝

鵝鑾鼻公園雖以燈塔馳名中外，但因

缺乏配合性遊樂設施，吸引力略為遜色，

政府於1982年，將燈塔前景緻天成的珊瑚

礁闢建為公園，劃為墾丁國家公園的史蹟

保存區。

公園內遍佈珊瑚礁、石灰岩地形，

因受海浪、強風及雨水侵蝕，造成巨礁林

立，怪石嶙峋，奇峰洞穴等奇特景觀，

地理景觀十分奇特。園區內，步道縱橫交

錯，像似迷宮一般，可一覽園內好漢石、

滄海亭、又一村、迎賓亭、幽谷、相逢石

等18處勝景，處處引人入勝。

沿著珊瑚礁海岸舖設的濱海步道，更

是非去不可的景點。鵝鑾鼻公園內，有豐

富的動植物資源，植物有240種，在嶙峋

珊瑚礁之間，可見到象牙樹、黃槿、海檬

果、毛柿、林投等熱帶海岸樹種；岩壁上

的植物，則以蔓性灌木、藤本為主，如山

豬枷、柃樹藤、三葉崖爬藤等為主，是享

受森林浴的好去處。

至於動物資源，也相當可觀，可見

到美麗的黃裳鳳蝶、黑點大白斑蝶迎風飛

舞；鳥類則以烏頭翁、樹鵲較為常見。尤

其在每年9月（農曆白露前後），來自西伯

利亞、中國大陸的紅尾伯勞大群過境時，

場面非常壯觀，在鵝鑾鼻公園是極佳的觀

賞地點。

恆春海岸不論四季皆有不同生態樣

貌，此處的氣候更是絕佳的避寒勝地，

「恆春八景」也是到恆春旅遊必定走訪的

行程，從絡繹不絕的觀光客湧入此地的盛

況，恆春海洋的魅力，令人難以抗拒。

貓鼻頭裙礁海岸北方，鄰近核三廠出

水口長堤上，適合作為「磯釣之旅」：後

壁湖遊艇碼頭，可進行「遊艇之旅」；後

壁湖漁港是墾丁國家公園內最大的漁港，

一年四季都可見到不同的魚獲，每當到了

黃昏時，漁港就開始熱鬧起來，常可見到

在當地民眾及遊客爭購海鮮魚獲，提供道

地的「漁產之旅」，遊客可依自己的喜好

及能力，安排最適合的行程，保證不虛此

行。

鵝鑾鼻  武裝燈塔

說到台灣最南端景點的鵝鑾鼻，許多

人都知道以燈塔聞名，其實，鵝鑾鼻不只

有燈塔，還有美麗的濱海步道，令人心矌

神怡的森林浴，豐富的動植物資源，以及

先陶文化的史前遺址，處處引人入勝。

關於「鵝鑾」 2字，是排灣族語

「帆」的譯音，因附近的香蕉灣，有奇石

像似帆船而取名，加上當地突出海面，

台灣最南端陸塊像鼻子，故稱為「鵝鑾

鼻」。

鵝鑾鼻燈塔的由來，在清光緒元年

（1875年）時，由於通商中國的歐美商船

漸趨頻繁，經常在台灣海峽失事，特別是

在七星岩附近，尤其外國船隻與本地原住

民紛爭不斷，原住民殺害外國人的事件屢

有所聞，滿清政府基於航海安全考量，在

美國和日本政府的要求下，委託英國皇家

地理學會的會員畢齊禮，前往鵝鑾鼻勘察

興建燈塔用地，並以100兩銀兩，向龜仔

角社蕃購買燈塔用地建塔。

清光緒8年（1882年）  鵝鑾鼻燈塔

落成，塔身為白色鐵造，裝置一等定光五

芯煤油燈，光力500支燭光，向七星礁方

向，設紅色弧示警。由於在興建時，經常

受當地原住民侵擾，因此，建築成砲壘形

勢，以塔基作為砲台，圍牆並開鑿槍眼，

牆外四週挖設壕溝，設置槍械自衛，建成

後，派駐武裝士兵守衛，是世界上少有的

武裝燈塔。

鵝鑾鼻燈塔的高度，自高潮面算起，

至燈火中心是56.4公尺，白色圓形鐵塔

內，共分為5層，第1層儲煤油，第5層置

格林砲，第3層為洋人休憩所，第4層設置

榕林砲，第5層為光源所在。1940年，燈

塔架設完成電話線路，是恆春地區第一部

電話。

1929年，鵝鑾鼻燈塔被定為「台灣八

景」之一，但鵝鑾鼻燈塔曾2度遭到破壞，

第1次是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清軍撤離時，

曾把燈塔炸毀；第2次遭難，是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末期，因地形重要，而屢遭美軍轟

炸。

 鵝鑾鼻燈塔已列為古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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