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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report 魅力放送中

位於台灣北方海域的基隆嶼，素有「台灣龍珠」美譽，

未有燈塔前，曾經是討海人仰望的海上指標，也是基

隆人最熟悉的地標，更是郵輪跳島熱點之一。「看見基

隆嶼，就看見台灣」，帶你前進這座孤懸海上的神祕

之島，你才發現基隆嶼原來是這麼的美。

愛上
基隆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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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本島看基隆嶼，有人形容像露出水面呼吸的鯨魚，燈塔巧妙點綴了鯨魚噴
水。搭快艇繞行一圈，島嶼的體態與形狀，也因角度呈現不同的樣貌。繞行到背
面，像正在戲水的大象，而從空中俯瞰基隆嶼，還能發現哪些驚奇呢？

『  百變基隆嶼  』

彷 若 鯨 魚 浮 泅 又 似 象 出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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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靈烏的發現　海上衛兵

基隆嶼又稱基隆島，是位於台灣東北方的東

海海域之島嶼，古稱雞籠嶼、雞籠杙。長久以

來為無人島，孤懸於海上，成為基隆與北海岸

地區的自然地標。封島多年，於去年開放登島

觀光，今年7月開始，各地遊客慕名搭船前來。

基隆嶼，長約960公尺，寬約400公尺。搭

船前進時，行進間由遠而近的視覺動態變化，

讓觀賞島嶼更加饒富趣味。除了狀如鯨魚，當

逆時鐘繞島回看時，又有人說它像是一頭大

象。至於空拍的基隆嶼又像是什麼？有人說，

像極了開大口露尖齒的凶惡鯊魚（圖5）。

根據海巡署網站指出，約在100多年前，英

國生物學家柯靈烏（Cuthbert Colling Wood）為

了研究達爾文的《進化論》，曾飄洋過海四處尋

找證據，足跡抵達了當時隸屬於清廷的台灣。

在海上旅途中，柯靈烏見到佇立在基隆港外

的一座小島，在遊記中描寫著：600呎高險石，

像一名戍守的衛兵。柯靈烏描述的這名戍守基

隆的衛兵，就是距離台灣最近的基隆嶼。

龍頭攀岩入海　青蛙蹲踞山頭 

登島後，從碼頭走向步道，第一眼你會看見

盤據山岩的是「龍頭岩」，爬上千階步道，抬頭

一望，看到面朝東北蹲踞山頭的「青蛙石」。火

山岩的特性加上海蝕效果，讓基隆嶼的姿態變

化萬千。

聳立於基隆港外的基隆嶼，為日治時期基

隆八景之一，稱為「杙峰聳翠」， 基隆仕紳許梓

桑有詩吟詠：「萬人星羅繞杙峰，杙峰不與眾山

同，孤高千仞凌霄漢，一望蒼茫鎮海東。」當地

人稱基隆嶼為基隆吸仔（閩南語），一大一小的

島分大吸與小吸，意指基隆像磁鐵一般，可以

把外地人吸引來工作，使基隆更加繁榮。

①空拍下的基隆嶼，彷彿看見大象戲水。②從這
角度望去，好像豬頭趴臥。③供俸觀音菩薩的菩
薩岩所在地。④碼頭附近的龍頭岩，氣勢壯觀。
⑤空拍基隆嶼另一個角度，像巨口張開的鯊魚。
⑥頭向東北方的青蛙石。

3. 4.2.

5.

6.
1.

基隆嶼預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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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行程
二合一行程：繞島、登島（不爬燈塔）
三合一行程：繞島、登島、燈塔
四合一行程：繞島、登島、燈塔、海上看象鼻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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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嶼開放登島後，實施總量管制，每天名額1,200人為限。山海步道，遊客
絡繹不絕。沿著木棧道，爬過1,137個台階，位於島嶼最上方的燈塔，巍巍然
就在你面前。

『  登島探險記  』

攀 峭 壁 千 階 步 道 邂 逅 燈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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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遊程　增添遊興

基隆嶼登島有季節限定，大約每年4月至10

月左右，為維護環境生態，實施總量管制每天

1,200人。基隆市府為提供高品質的遊程，今年

市府特別整合了船家，除了要求船齡與船況需

符合安全規範之外，船上還須備有救生設備及

受過訓練緊急救生人員，並提供遊客飲水。

另外也與船家多次研究，提供配套特色遊

程，制定了價格基準。今年起遊客須先上網查

合格船家名單及船班，再打電話跟船家訂位，

每團均有專業導覽人員全程解說。市府與巡守

島嶼的海巡署溝通，增設了新的解說牌與打卡

點，市府還特別整理了碼頭候船亭、並修築整

理到涼亭的木棧道。

小島藝文空間　賞析基隆

船停妥在碼頭泊岸，開始登島。探索基隆

嶼，有環海與環山兩條步道可選擇。沿著步

道，島上唯一有門牌的建築物是基隆嶼8號，是

休憩眺望海景的絕佳景點。

新設置的「基隆嶼」打卡點吸引眾多遊客拍

照。將倉儲改建的小島藝文空間，館內陳列了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以及藝術家以「基隆」為主

題的創作，是島上唯一有冷氣開放的地方，遊

客進來休憩納涼還可欣賞畫作。島上唯一的廁

所，乾淨有管理。

登島途中可見楠田上等兵殉職碑，是日治時

期上等兵，因施作工事不慎死亡，立碑紀念。

①基隆島燈塔，標高182公尺。②遊客在基隆島燈塔前
開心留影。③沿環海步道散步，輕鬆愜意。④基隆島燈
塔。⑤「基隆嶼」打卡熱點。⑥碧砂漁港碼頭有候船亭
可遮蔭，方便遊客等候登船。

1.

2. 3.

6.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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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看會發現，藏在漫淹荒草之中以鵝卵石

堆砌加上混凝土建蓋的偽裝碉堡。途中還可遠

眺「基隆海檻」特殊奇景，這是位於基隆嶼西南

海底有一道岩層形成10公尺的山脊，被形容為

海上門檻，當潮流經過時，白色湧浪形成「海浪

打架」的奇觀。

沿途經海蝕洞，內有土地公祠，這裡是過往

漁民的精神寄託。另外的觀音巖，據說是和平

島的觀音菩薩託夢想移居到基隆嶼，信眾因此

遷到海蝕洞內供奉。而從山上岩壁崩落下來的

石塊均為石英安山岩，因經年累月受到海潮的

侵蝕，變成一顆顆大圓石，在步道未建前，到

此行走則必須在石頭上跳來跳去，被稱之為「跳

石海岸」。

基隆嶼面積約24公頃，地質結構是由角閃

石、黑雲母、石英、安山岩等所構成，島嶼四

周呈現斷崖峭壁，海蝕洞與礁岩密布，是最佳

的火山地質公園。

超無敵海景　映入眼簾

再來要攻頂了！沿著山稜脊背興築的千階

木棧道開始攀爬，陣陣海風徐來，隨著步步高

升，360度環山無敵的海天美景向你敞開，驚豔

無比。

爬到氣喘吁吁、連連爆汗，在涼亭稍微休

憩片刻，起身仰望青蛙石，再前進到島上制高

點，標高182公尺、黑白八卦造型的基隆塔就在

你面前。這座無人管理的燈塔，每天指引著航

海人回家的路，是台灣最早使用太陽能發電的

燈塔。

這裡也是賞鳥人的海角新樂園，一級保育

類的遊隼在島上繁殖，白腹鰹鳥在北側岩壁棲

息，岩鷺及藍磯鶇隨處可見，還有多種珍稀候

鳥在此過境。長尾蜻蜓、燕藍灰蝶及紋黃蝶等，

生物多樣性令人驚奇。

12.
9. 13.

10. 14.11.

7.

8.

島上有一座停機坪，是碼頭以外對外聯絡管道

之一。經過了一條隧道後，景色更是豁然開

朗。這條人工隧道是日治時期所開鑿，便利貫

穿島嶼的東南向與西向。

多樣化小島　海檻奇景

基隆嶼是北方四島中，植物多樣性最高的小

島，據統計，物種超過140種。島上植物貼著地

匍伏生長或呈現低矮群落，是座生態豐富的「海

濱植物花園」。春夏有野百合，花季約在4～ 6

月； 9～ 11月秋意漸濃時，金花石蒜花朵在風中

搖曳生姿。

⑦木棧道沿途，可觀賞植被生態。⑧海檻奇觀，隨潮汐而有變
化。⑨保育類遊隼在天空翱翔。⑩沿途常見到的人面蜘蛛。⑪鉛
山壁虎產卵遺跡。⑫白腹鰹鳥翱翔在島嶼與天際間。⑬春天野百
合開滿山壁。⑭全台金花石蒜以基隆嶼分布最多。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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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島燈塔
最高點海拔： 182公尺
興建年代： 1980年

原歸海關管轄，2013年移撥交通部航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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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嶼海域因有黑潮流經過，是北部重要漁場，可從事磯釣的島嶼就有18座，
加上距本島僅6公里，從碧砂漁港出發只要30分鐘，這裡有全國首創釣魚證制
度，每年舉辦國際磯釣大賽，帶動磯釣保育休閒風潮。

『  磯釣者天堂  』

黑 潮 帶 來 豐 沛 多 樣 化 魚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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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友善釣魚　帶動產業

在潮汐及海風沖刷下，基隆嶼的島礁風光，

是釣魚人一大享受。「光是風景就已經讓人感到

舒壓放鬆了。」國際磯釣裁判長楊逸凱表示。

磯釣是東北角相當盛行的休閒漁業，卻有一

定的風險。率全國之先，基隆市政府訂定「島礁

磯釣自治條例」，並制定兩配套子法，讓磯釣活

動管理有了適法性。

基隆嶼也領先全台，首創釣魚證制度，優點

為何 ? 首先，提供釣友合法且有制度管理的安全

釣場。其次，依照制度管理約束、宣導釣友，

對於生態及環境維護的重要。同時透過使用者

付費原則，規費用於基隆嶼海域生態保育。

目前18座島礁進行總量管制，最大容許量是

191人，最適宜人數是131人。管理辦法規定，

若釣上小於20公分的漁獲，不得攜回必須放回

（鯛科與舵魚科魚種除外）。釣客離開島礁前，

須清礁收拾殘留誘餌及垃圾整理環境。

高經濟價值　魚種多樣

基隆嶼周邊的潮流受到黑潮的影響，帶入很

多營養源，孕育了鸚哥魚、黑毛（瓜子臘）、黃

雞魚等高經濟價值魚種，是釣客的最愛。

基隆嶼的島礁地形及潮流與日本長崎縣的五

島列島、鹿兒島縣的甑島列島部分相似，釣場

深度及難易度能激起釣魚人的鬥志，在基隆嶼

釣得好，到日本這2處列島，同樣能駕輕就熟。

每年舉辦的基隆嶼國際磯釣賽，今年邁入第

三屆，透過大型賽事，讓人們享受釣魚迷人之

處，也能看見基隆的海洋生態之美。

①目前18座島礁進行總量管制，上島須申請磯釣
證。②磯釣高手展示剛釣到的鸚哥魚。③密布黑
點花紋的斑石鯛。④ 釣客釣到瓜子臘又稱黑毛。
⑤釣客展示剛上鈎的黑毛，樂不可支。⑥市府不
定期進行魚苗放流，永續生態。

3.
5.

6.

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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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磯釣證
分兩種： 1年期（300元）、3年期（750元）。
資格：滿16歲以上，持身分證或有效護照，至
基隆區漁會填具磯釣證申請表等相關文件及繳
費後，即可領取釣魚證，也可線上申辦。 申辦網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