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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一、 文化景觀保存之目的 

1. 文化資產保存法中的文化景觀 

    《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第 3 條中定義，本法指「具有

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各類資產」，保護範圍涵蓋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屬同一類）、遺址、文化景觀、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

文物、古物、自然地景，共分七大類；各類文化資產有其明確文化資產類型及

指涉範圍。其概念可分為自然（natural heritage）與文化（culture heritage）兩

類；文化類再區分為有形文化資產（tangible heritage）與無形文化資產

（intangible heritage）。其中有形文化資產分為四類（圖 1- 1）： 

(1) 「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類指涉因人類生活需要營建，具有歷

史、文化價值「建造物、附屬設施」的單體或群體建築物。 

(2) 「遺址」類指涉與考古發掘有關之殘址、遺物及其所定著之空

間。 

(3) 「文化景觀」指涉具有保存價值之「地景、環境及定著的空間」，

為「場域性」的文資類別，並以地景、人文環境元素的保存為考

量。 

(4) 「古物」指各時代、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圖書、器

物等「可移動之文資」類型。 

    其中，「文化景觀」強調「地景性、場域性」的文化及空間性質。這種由

「單體」紀念物（monuments）延伸到「場所性」尺度的文化資產保存概念，

在國際社會的紀念物保存發展歷史，或者臺灣的文化資產法令體系中，皆屬於

晚近新興的轉變。1不論就涵蓋範圍、環境影響因子、文資元素豐富性等方面，

均較單一量體的文化資產更具規模與複雜。 

                                                      
1 2005 年，我國新版《文化資產保存法》修訂時才增列「聚落」及「文化景觀」的文化資產保

存類別。 



2 

圖 1- 1：臺灣文化資產類別架構表2 

 

    在《文資法》中，對「文化景觀」定義說明為「神話、傳說、事蹟、歷史

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文資細則》也進

一步列舉為「神話傳說之場所、歷史文化路徑、宗教景觀、歷史名園、歷史事

件場所、農林漁牧景觀、工業地景、交通地景、水利設施、軍事設施及其他人

類與自然互動形成之景觀」。也就是說，文化景觀是根據：（1）場域性

（sites）、地景性（landscape）的空間環境；（2）人類與自然互動形成的結果，

不同於純粹自然地景的文化資產。此外，《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中，

定列登錄準則： 

    （1）表現人類與自然互動具有文化意義。 

    （2）具紀念性、代表性或特殊性之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值。 

    （3）具時代或社會意義。 

    （4）具罕見性。賦予其文化資產的價值，並依法逐步進行相關的調查、保

存、維護計畫，和制定相關的監管機制措施。 

2. 我國已登錄之文化景觀 

                                                      
2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聚落與文化景觀保存操作執行手冊》，臺中：編者自印，

2012，頁 182。 



3 

    自 2005 年修法增列聚落、文化景觀之文資類別至今，截至 2015 年 5 月 20

日止全台各縣市已完成 50 處「文化景觀」之登錄，如 

表 1- 1： 

 

表 1- 1：全台文化景觀登錄列表 

編

號 

代表圖示 資產名稱 保存者

/團體 

主管機

關 

地理區

域 

種類 級別 公告文

號 

公告日

期 

1 

 

土牛溝楊梅

段 

  桃園市

政府 

桃園市 

楊梅區 

其他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10303

23638

3 號 

2015/0

1/13 

2 

 

舊南屯溪   臺中市

政府 

臺中市 

南屯區 

水利

設施 

文化

景觀 

府授文

資遺字

第

10302

49156

號 

2014/1

2/03 

3 

 

勝興車站鐵

道文化景觀 

  苗栗縣

政府 

苗栗縣 

三義鄉 

交通

地景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10300

09778

A 

2014/1

0/08 

4 

 

新舞臺   臺北市

政府 

臺北市 

信義區 

其他 文化

景觀 

北市文

化文資

字第

10330

34650

0 號 

2014/0

7/21 

5 

 

員山結頭份

大樹公 

  宜蘭縣

政府 

宜蘭縣 

員山鄉 

神話

傳說

之場

所 

文化

景觀 

103 年

6 月 30

日府文

資字第

10300

04776

B 號 

2014/0

6/30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HD1010300000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HD1010300000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HD1010300000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BD10405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BD10405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KD1031000002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KD1031000002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KD1031000002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AD1030900000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1030900000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GD1040400001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GD1040400001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GD1040400001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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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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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池上萬安老

田區文化景

觀 

  臺東縣

政府 

臺東縣 

池上鄉 

農林

漁牧

景觀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10300

95538 

號 

2014/0

5/30 

7 

 

雲林縣虎尾

鎮中央廣播

電臺虎尾分

臺 

  雲林縣

政府 

雲林縣 

虎尾鎮 

軍事

設施 

文化

景觀 

10374

02579

B 

2014/0

3/25 

8 

 

宜蘭醫院老

樹群 

  宜蘭縣

政府 

宜蘭縣 

宜蘭市 

其他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10300

00670

B 號 

2014/0

1/28 

9 

 

綠島人權文

化園區 

  臺東縣

政府 

臺東縣 

綠島鄉 

歷史

事件

場所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10300

10752 

號 

2014/0

1/27 

10 

 

大膽二膽

（大擔小

擔）戰地文

化景觀 

  金門縣

政府 

金門縣 

烈嶼鄉 

軍事

設施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10200

95486

號 

 

11 

 

陽明山美軍

宿舍群 

  臺北市

政府 

臺北市 

士林區 

歷史

事件

場所 

文化

景觀 

北市文

化二字

第

10230

45860

0 號 

2013/1

1/27 

12 

 

中山樓周邊

園區文化景

觀 

  臺北市

政府 

臺北市 

北投區 

其他 文化

景觀 

北市文

化二字

第

10230

42420

0 號 

2013/1

1/20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VD1030700002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VD1030700002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VD1030700002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VD1030700002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PD1030600002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PD1030600002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PD1030600002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PD1030600002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PD1030600002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GD1030400006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GD1030400006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GD1030400006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VD1030200000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VD1030200000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VD1030200000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WD1030300000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WD1030300000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WD1030300000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WD1030300000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WD1030300000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AD0970700002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70700002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70700002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AD1021200000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1021200000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1021200000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1021200000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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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鳳山黃埔新

村 

  高雄市

政府 

高雄市 

鳳山區 

其他 文化

景觀 

高市府

文資字

第

10231

39240

1 號 

2013/0

9/23 

14 

 

蘭嶼鄉朗島

部落傳統領

域 

  臺東縣

政府 

臺東縣 

蘭嶼鄉 

農林

漁牧

景觀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10200

16844 

號 

2013/0

1/23 

15 

 

深溝水源地   宜蘭縣

政府 

宜蘭縣 

員山鄉 

水利

設施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10100

08343

C 號函 

2012/1

2/05 

16 

 

霧峰光復新

村省府眷舍 

  臺中市

政府 

臺中市 

霧峰區 

其他 文化

景觀 

府授文

資字第

10101

61495

號 

2012/0

9/18 

17 

 

花蓮縣富里

鄉豐南村吉

哈拉艾文化

景觀 

  花蓮縣

政府 

花蓮縣 

富里鄉 

農林

漁牧

景觀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10100

78617

A 

2012/0

5/02 

18 

 

羅東林場   宜蘭縣

政府 

宜蘭縣 

羅東鎮 

工業

地景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10100

00794

B 號函 

2012/0

2/07 

19 

 

屏東縣霧台

鄉好茶舊社 

  屏東縣

政府 

屏東縣 

霧台鄉 

神話

傳說

之場

所 

文化

景觀 

屏府文

資字第

10001

99078

號 

2011/0

7/28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ED1021000000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ED1021000000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ED1021000000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VD1020100048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VD1020100048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VD1020100048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VD1020100048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GD10112000449&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GD10112000449&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BD1020100000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BD1020100000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BD1020100000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UD1010600001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UD1010600001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UD1010600001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UD1010600001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UD1010600001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GD1010300000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GD1010300000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TD1000700006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TD1000700006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TD1000700006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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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興新村文

化景觀 

  南投縣

政府 

南投縣 

南投市 

歷史

事件

場所 

文化

景觀 

10000

75634

0 

2011/0

4/12 

21 

 

北門驛與阿

里山森林鐵

道 

  嘉義市

政府 

嘉義市 農林

漁牧

景觀 

文化

景觀 

府授文

資字第

10051

00471 

2011/0

2/16 

22 

 

嘉義公園   嘉義市

政府 

嘉義市 

東區 

歷史

事件

場所 

文化

景觀 

府授文

資字第

10051

00471

號 

2011/0

2/16 

23 

 

雲林縣虎尾

大崙腳文化

景觀 

  雲林縣

政府 

雲林縣 

虎尾鎮 

歷史

文化

路徑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10024

00075

2 號 

2011/0

1/13 

24 

 

阿里山林業

暨鐵道文化

景觀 

  嘉義縣

政府 

嘉義縣 

阿里山

鄉 

交通

地景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09900

77064

號 

2010/0

5/05 

25 

 

談文湖鐵道

砌石邊坡 

  苗栗縣

政府 

苗栗縣 

造橋鄉 

交通

地景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09975

03714 

2010/0

4/29 

26 

 

左營海軍眷

村 

  高雄市

政府 

高雄市 

左營區 

其他 文化

景觀 

高市府

文二字

第

09900

20231

號 

2010/0

4/09 

27 

 

雲林縣斗六

糖廠糖業文

化景觀 

  雲林縣

政府 

雲林縣 

斗六市 

工業

地景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09924

00590

2010/0

4/08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MD10006000009&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MD10006000009&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MD10006000009&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ID1000300000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ID1000300000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ID1000300000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ID1000300000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ID10003000001&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ID10003000001&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PD1000700000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PD1000700000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PD1000700000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PD1000700000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QD1000700002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QD1000700002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QD1000700002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QD1000700002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KD0990800000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KD0990800000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KD0990800000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ED0990400001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ED0990400001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ED0990400001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PD09904000009&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PD09904000009&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PD09904000009&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PD09904000009&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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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 

28 

 

烏山頭水庫

暨嘉南大圳

水利系統 

  臺南市

政府 

臺南市 水利

設施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09802

38254

A 號 

2009/1

0/05 

29 

 

八芝蘭番仔

井 

  臺北市

政府 

臺北市 

士林區 

水利

設施 

文化

景觀 

北市文

化二字

第

09830

23020

0 號 

2009/1

0/01 

30 

 

台糖公司花

蓮糖廠（舊

名:鹽水港製

糖株式會社

花蓮港製糖

所大和工

場） 

  花蓮縣

政府 

花蓮縣 

光復鄉 

工業

地景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09801

63415

A 號 

2009/0

9/29 

31 

 

新莊樂生療

養院 

  新北市

政府 

新北市 

新莊區 

其他 文化

景觀 

北府文

資字第

09800

12321

號 

2009/0

9/07 

32 

 

平溪竿蓁坑

古道 

  新北市

政府 

新北市 

平溪區 

農林

漁牧

景觀 

文化

景觀 

北府文

資字第

09800

05581

號 

2009/0

5/11 

33 

 

出磺坑   苗栗縣

政府 

苗栗縣 

公館鄉 

工業

地景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09775

03952

號 

2008/1

0/23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RD0990400000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RD0990400000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RD0990400000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RD0990400000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AD0981000001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81000001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81000001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UD0990100003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UD0990100003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UD0990100003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UD0990100003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UD0990100003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UD0990100003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UD0990100003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UD0990100003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FD0981200003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FD0981200003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FD0981200003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FD1000600000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FD1000600000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FD1000600000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KD09711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KD09711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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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光復鄉阿美

族太巴塱

kakita'an

祖屋 

  花蓮縣

政府 

花蓮縣 

光復鄉 

其他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09605

80020

0 號 

2008/0

7/23 

35 

 

凱達格蘭北

投社（保德

宮、番仔

厝、番仔溝

及長老教會

北投教堂） 

  臺北市

政府 

臺北市 

北投區 

其他 文化

景觀 

北市文

化二字

第

09730

17820

0 號 

2008/0

7/08 

36 

 

澎湖石滬文

化景觀－吉

貝石滬群 

  澎湖縣

政府 

澎湖縣 農林

漁牧

景觀 

文化

景觀 

府授文

資字第

09737

00055

號 

2008/0

6/02 

37 

 

線西蛤蜊兵

營 

  彰化縣

政府 

彰化縣 

線西鄉 

軍事

設施 

文化

景觀 

府授文

資字第

09700

00554

G 號 

2008/0

4/11 

38 

 

中正紀念堂   臺北市

政府 

臺北市 

中正區 

其他 文化

景觀 

北市文

化二字

第

09730

12130

0 號 

2008/0

3/17 

39 

 

橋仔頭糖廠

文化景觀 

  高雄市

政府 

高雄市 

橋頭區 

工業

地景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

09700

23676

號 

2008/0

3/03 

40 

 

優人神鼓山

上劇場 

  臺北市

政府 

臺北市 

文山區 

其他 文化

景觀 

北市文

化二字

第

09730

2008/0

2/13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ZD09605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ZD09605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ZD09605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ZD09605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ZD09605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AD0981200003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81200003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81200003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81200003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81200003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81200003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812000035&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XD0990300002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XD0990300002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XD0990300002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XD0990300002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ND0970500000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ND0970500000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ND0970500000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AD0970400000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70400000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SD09703000021&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SD09703000021&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SD09703000021&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AD09704000001&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704000001&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704000001&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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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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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0

0 號 

41 

 

來義鄉二峰

圳 

  屏東縣

政府 

屏東縣 

來義鄉 

水利

設施 

文化

景觀 

屏府文

資字第

09700

04441

號 

2008/0

1/03 

42 

 

瑞芳區臺金

濂洞煉銅廠

煙道 

  新北市

政府 

新北市 

瑞芳區 

工業

地景 

文化

景觀 

北府文

資字第

09600

12598

號 

2008/0

1/02 

43 

 

「坪頂古

圳」（含坪頂

舊圳、坪頂

新圳、登峰

圳） 

  臺北市

政府 

臺北市 

士林區 

水利

設施 

文化

景觀 

北市文

化二字

第

09630

31190

0 號 

2007/1

0/09 

44 

 

暖暖淨水場   基隆市

政府 

基隆市 

暖暖區 

水利

設施 

文化

景觀 

基府文

資貳字

第

09601

05721

B 號 

2007/0

9/13 

45 

 

二結圳   宜蘭縣

政府 

宜蘭縣 

五結鄉 

水利

設施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09500

06828

號 

2006/1

2/15 

46 

 

七美雙心石

滬 

  澎湖縣

政府 

澎湖縣 

七美鄉 

農林

漁牧

景觀 

文化

景觀 

府授文

視字第

09537

00070

號 

2006/1

0/27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TD0970600006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TD0970600006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TD0970600006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FD1000600001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FD1000600001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FD1000600001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FD1000600001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AD09704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704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704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704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704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AD09704000000&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CD1000700005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CD10007000058&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CD0960500001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CD09605000016&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MD0970100003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MD0970100003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MD09701000034&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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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鶯歌石   新北市

政府 

新北市 

鶯歌區 

神話

傳說

之場

所 

文化

景觀 

北府文

資字第

09500

07368

號 

2006/0

8/28 

48 

 

仙洞巖   基隆市

政府 

基隆市 

中山區 

宗教

景觀 

文化

景觀 

基府文

資壹字

第

09500

84095

A 

2006/0

7/20 

49 

 

燕南書院暨

太文巖寺舊

址 

  金門縣

政府 

金門縣 

金城鎮 

神話

傳說

之場

所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09500

22519

號 

2006/0

6/13 

50 

 

烏石港舊址   宜蘭縣

政府 

宜蘭縣 

頭城鎮 

水利

設施 

文化

景觀 

府文資

字第

09500

02163

號 

2006/0

5/03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頁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HeritageAction.do?pfieldValue2=&maxRecord=10&

menuId=302&siteId=101&recordCount=42&fieldName=caseName&fieldValue2=&fieldValue1=&align=center&a

ssetsClassifyId=3.1&currentPage=1&headCityId=&method=doFindAllCaseHeritage，2015 年 5 月 20 日。 

 

3. 大膽、二膽島戰地文化景觀的登錄過程 

    2013 年登錄的「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位於金門縣烈嶼

鄉以西的兩座小島。原為閩南海上航標的大擔、小擔島，1950 年的「大二膽戰

役」後，成為國軍戍守的軍事島嶼大膽二膽島。近年因兩岸關係的轉變以及軍

事需求減低，島上駐軍逐年縮編；另一方面縣政府與民間對大二膽島開放觀光

的期待與企圖，種種因素使得大二膽的角色，在這個時間點上勢必再度轉換。

因此，為銜接其歷史意義，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以下簡稱文資局）於 2013 年委

託江柏煒教授研究團隊進行「金門大膽、二膽軍事離島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

案」，並於同年年底完成公告與登錄為---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KD09606000009&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KD09606000009&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CD1000700005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CD1000700005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SD09605000029&version=2&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SD09605000029&version=2&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SD09605000029&version=2&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SD09605000029&version=2&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UD0960300003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iscancel=true&caseId=UD0960300003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3.1&menuId=3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HeritageAction.do?pfieldValue2=&maxRecord=10&menuId=302&siteId=101&recordCount=42&fieldName=caseName&fieldValue2=&fieldValue1=&align=center&assetsClassifyId=3.1&currentPage=1&headCityId=&method=doFindAllCaseHeritage，2015年5月20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HeritageAction.do?pfieldValue2=&maxRecord=10&menuId=302&siteId=101&recordCount=42&fieldName=caseName&fieldValue2=&fieldValue1=&align=center&assetsClassifyId=3.1&currentPage=1&headCityId=&method=doFindAllCaseHeritage，2015年5月20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HeritageAction.do?pfieldValue2=&maxRecord=10&menuId=302&siteId=101&recordCount=42&fieldName=caseName&fieldValue2=&fieldValue1=&align=center&assetsClassifyId=3.1&currentPage=1&headCityId=&method=doFindAllCaseHeritage，2015年5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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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金門第二個文化景觀。 

登錄為文化景觀的後續工作，該報告書也有所建議（ 

表 1- 2）： 

(1) 其他單點資源之文化資產身份賦予 

已完成戰地文化景觀之登錄，接著需要進一步指定古蹟（石刻群）、登

錄歷史建築（大膽、二膽心戰牆；「大膽擔大擔，島孤人不孤」城垛標

語及「島孤人不孤」勒石），以及其他潛力點之維護（除了島上墓塋、

宮廟外，其他軍事意象如石獅子、路徑名牌及據點鐵門、阻絕設施、

名人題刻、標語及紀念教化場所及塑像等）。 

(2) 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及景觀保存、修復利用之啟動 

除了島上需緊急搶修、加固處；大膽二膽島上各據點及建物多有裂縫

或受擠壓變形，為延緩軍事構造物的毀壞程度，接管單位需即刻處

理；並以真實性修復為原則，進行外觀原貌、內部情境復原及可逆式

增建等，進行建物、地景之外觀補救及維護。 

(3) 觀光活動及其環境整備之規劃設計 

登島人次、船班時間等進行總量管控；島上餐飲、基礎設施及可再利

用的軍事空間等遊覽需求，需與軍方協調後，進行空間與遊程的規劃

設計。 

(4) 考古及其他軍事史（檔案、口述歷史等）之深入研究 

從前期研究報告初步進行地表採集的考古發現來推測，這兩座位於閩

南九龍江口的小島嶼，明清時期以前（不排除更早年代）就有人跡活

動，未來擬對疑似考古文物遺留地點進行詳細調查與發掘，更能還原

早期歷史的面貌；此外，軍事史政資料及口述歷史的蒐集、訪談整理

等工作，也將為兩島增添軍事大、小歷史的厚度。 

 

表 1- 2：後續工作建議及期程 

 後續工作之建議 縣府表定期程 

第 0 年   2013/11/28 登錄為戰地文化景

觀 

第 1 年 賦予文化資產身份 縣定古蹟、歷史建

築、及其他軍事意

象 

2014/6/30 移交金門縣政府 

其他軍事、軍人生活史

之深入研究 

檔案（影像、史

政）、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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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維護保存計畫 以真實性、內部情

境、可逆式為原則 

觀光活動及其環境整備

之規劃設計 

考量遊覽需求並與

軍方協調 

分年分期計畫擬定 考量地方政府預算

及整體工作流程 

2015/6 金門縣文化局 

第 2 年 觀光活動及 

硬體計畫：環境整備之

規劃設計、施工等 

軟體計畫：史料蒐集、

考古、生態調查以及解

說出版品發行 

執行並視情況調整

之 

2015/7/1-

8/31 

試營運 

2015/9/1-

2017/8/31 

正式開放 

第 3 年   2017/9/1 檢討開放可行性 

 

二、 文化景觀保存的基本原則 

1. 文化景觀的價值與精神 

不同於傳統的單體紀念物保存，文化景觀屬於場域性、環境性、整體

性的文化資產；然而它也異於純粹的自然地景；文化景觀強調人類與自然

的互動而形成的環境景觀。這類的地景可能源自神話、傳說、歷史事件等

關連，也可能源自生產、工作之關連，或是藝術、休閒甚至軍事設施等生

活之關連。 

因此，這類型的文化資產保存工作，雖然監管保護不需依循單體性的

古蹟、歷史建築般嚴謹，但也因為文化景觀涵蓋面積較大、環境因子較為

豐富、相關當事人多的特性（如居民、所有權人等）等，其複雜度往往也

遠大於單體的古蹟和歷史建築。因而擬定文化景觀相關重點工作，主要包

含幾項重點：「基礎調查與評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模式之評估」、「管

制、經營與維護原則之建立」：3 

(1) 基礎調查與評估 

此觀點也適用於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產。完整的基礎調查是評估

文化資產核心價值的依據，其可作為下一階段保護性、修復性，

甚至再利用決策的重要基礎。透過基礎調查，瞭解其區域範圍內

獨特的內涵與型態，分析其形成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發展等因素，

                                                      
3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聚落與文化景觀保存操作執行手冊》，臺中：編者自印，2012，頁 189-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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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視為後續文化景觀保存相關工作的開端。因此，完整調查工

作與監管保護措施可說是一體兩面的工作。 

(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模式之評估 

土地使用管制是文資保護協助性的法定工具。《文資法》對於文化

景觀類型缺乏相應的強制力與罰則，提供監管保護時的運用；再

者，文化景觀的區域範圍，也無法以單體建築、單一土地的規範

進行管制。因此，將「單體」的保護進展到「整體」的保護概

念，並以土地管制（如：保存區、保存用地）的編定，執行其法

定強制力，對文化資產的保護與管制，產生更好的效果。 

(3) 管制、經營與維護原則之建立 

再一次提及場域性、群體性的文化資產，相較於單體的古蹟、歷

史建築更為複雜，因而必須仰賴周詳的保存維護計畫進行監管。

其所面對的重點在於「變化之控制」，在文化景觀登錄後，仍不可

避免其所處環境與文化資產的實質變化；因而其維護、管制的管

理機制，需在地方發展與文化資產間取得平衡。 

也因為文化景觀涉及的範圍較大，包含不同程度的環境層級；其

中群體間各重要文資元素相互組成的關係，外部風貌、環境、開

放空間場域等。加上其特性在於「人類與自然間的互動關係」，因

此在管制、經營與維護原則的建立上，更須考慮文化景觀與

「人」的關係，其更甚維持單棟建築體「證據」的完整與維護。

以此為主要標的，進行相關計畫之擬定。 

2. 保存維護計畫之必要性及其操作機制 

依據上述文化景觀的在文化資產中的特徵及重要性，予以總結幾點： 

(1) 《文資法》對文化景觀的保護並未有法律上的強制力，因此需借

助土地使用管制，作為文化資產的保存工作。 

(2) 文化景觀在登錄後，仍因所處社會、環境因素，文化景觀實體有

所變化，因此重點在於「變化之適當管理」。 

(3) 需在區域範圍內進行分級分區的劃設（核心區、緩衝區等，並提

出關鍵元素）。以符合不同使用需求的維護保存及土地使用之經營

管理。 

(4) 考慮環境承載量及維護文化資產的真實性，為保存維護計畫重點

之一。因此提出最適的經營模式，亦為本計畫的重要課題。 

此外，文化景觀完成法定登錄程序後，依據《文資法》第 55 條規範，

明訂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屬地方主管機關應擬定之法定計畫，並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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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之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作必要調整，擬定「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

則」和製作「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以為日後發展的基準參考。以此作

為「基礎調查與評估」及「管制、經營與維護原則建立」兩項重點工作，

也是本計畫案的主要進行的項目，進行「基本資料建檔」、「日常管理維

護」、「相關圖面繪製」及「其他相關制事項」，作為該文化景觀監管保護之

基準（圖 1- 2）。 

 

圖 1- 2：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執行架構表（粗框部分為本項計畫執行範圍）4 

  

                                                      
4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聚落與文化景觀保存操作執行手冊》，臺中：編者自印，

2012，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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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項目、研究方法、流程與預期效益 

一、工作項目 

1. 基本資料的建檔與文資價值的分析： 

基本資料為修復和經營管理的基礎前提。透過對過往人物訪談、軍事歷史

文獻蒐集，進行分析、探討與辯證，理解其歷史變遷、深化其歷史意義。用以

輔助說明大膽二膽島的文化資產價值。 

2. 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之研擬： 

此維護保存原則為文化景觀保存工作的前提，定義其核心保存價值，並列

指認重要元素及重要範圍。規範此文化景觀的保存目標、原則及管制原則。 

3. 繪製相關圖面及攝影記錄： 

為建立文化景觀監管保護的基礎，配合文字與圖表的表達陳述，提供後續

規劃參考之用。 

4. 保存強度分區分級與管制細則的設定： 

文化景觀區域範圍較大，其保存強度與歷史價值需因個案討論，確認其核

心區、緩衝區及重要元素的設定，擬定不同程度的增建、改建、修繕、拆除，

色彩外型之改變等管制細則。 

5. 審議制度、管理維護原則組織的設立： 

以審議方式控制文化景觀範圍中，因其社會、文化、政治等可能的「變

化」情形。擬定審議小組之設置辦法及審議的工作程序。 

6. 文化景觀保存策略、計畫與執行方法之研擬： 

以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之文化資產價值，擬定文化景觀的

保存方向、策略，及經營管理之建議。 

7. 開放觀光的因應對策及相關監管保護機制： 

因應未來大二膽島開放觀光可能面對的問題，建立文化景觀的監管保存機

制。 

 

二、研究方法 

1. 文獻蒐集比對與歷史訪談： 

透過軍史館、國防部永久檔案室的工事記載，訪談服役大二膽之指揮官、

工兵、服役等，以瞭解大二膽島的戰略佈局、軍事設施的興建作法與流程，作

為擬定維護保存原則之基礎資料。同時，也擬收集美國方面的檔案，以瞭解美

軍顧問團是否影響大二膽戰略與防務的佈局。 

2. 軍事空間的圖繪與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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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於研究調查5的構造物、紀念碑圖面、影像為基礎，輔以本計畫對軍

事設施興建工法之瞭解，對必要的軍事空間布局、平面圖、剖面圖、細部做法

進行圖面繪製與攝影記錄。從文獻資料、歷史訪談及圖繪影像記錄為基礎資

料，建立並分析其文資價值，用以參考、研擬文化景觀保存管理原則，以此進

行分區分級的管理細則、設立審議制度與管理維護原則，進一步提出文化景觀

的保存策略與計畫，以及因為開放觀光後的監管機制。 

 

三、 研究流程 

1.工作流程  

                                                      
5  江柏煒主持，《金門大膽、二膽軍事離島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

國立金門大學研究，未出版，2013。 

基本資料的建檔與文資價值的分析 
文
獻
蒐
集
比
對
與
歷

史
訪
談 

軍
事
空
間
的
圖
繪
與

影
像
記
錄 

 

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之研擬 

保
存
強
度
分
區
分
級

與
管
制
細
則
的
設
定 

審
議
制
度
、
管
理
維

護
原
則
組
織
的
設
立 

 

文
化
景
觀
保
存
策

略
、
計
畫
與
執
行
方

法
之
研
擬 

開
放
觀
光
的
因
應
對

策
及
相
關
監
管
保
護

機
制 

 

總結報告完成 

期
中
報
告
（
決
標
次
日
起1

8
0

天
） 

期
末
報
告
（
期
中
報
告
後1

8
0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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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計畫進度 

 2014 年 2015 年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基本資料的建檔與

文資價值的分析 

            

文化景觀保存及管

理原則之研擬 

            

繪製相關圖面及攝

影記錄 

            

保存強度分區分級

與管制細則的設定 

            

審議制度、管理維

護原則組織的設立 

            

期中報告       ★      

文化景觀保存策

略、計畫與執行方

法之研擬 

            

開放觀光的因應對

策及相關監管保護

機制 

            

期末報告            ★ 

成果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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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1. 空間整備計畫與監管保護、維護機制的擬定，以確保軍事氛圍的真實性與

永續發展的可能。 

2. 有效保存維護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兼顧觀光發展之需求，並做為其他軍

事類文化資產活化利用的參考。 

3. 深化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之有形、無形文化資產價值之研究，提供未來展

示、解說等軟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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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回顧 

 

  「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一詞被提出，源於美國地理學家 Carl.O. 

Sauer（1889-1975）在 1925 年發表論文〈The Morphology of Landsceape（景

觀型能學）〉文中所定義：「文化景觀是附加在自然景觀上的人類活動形態，文

化景觀由某一文化團體型塑自然景觀而來，文化是作用力（agent），自然地區

是媒介（medium），文化景觀是結果（result）。」1929 年美國地理學家

Derwent Stainthorp Whittlesey（D.S.惠特爾西，1890-1956）提出了「相繼

占用 sequent occupance」的概念，主張用一個地區在歷史上所遺留下來的不

同文化特徵來說明地區文化景觀的歷史演變。 

    1962 年 Wagner and Mikesell：「文化景觀是一具有種某種文化偏好的人類社

群，和他們所在之特殊自然環境背景之間交互運作之下的一種具體的、有特色

的產物，它是許多時期的自然演變和許多世代人類努力之遺產。」 

   文化景觀形成因素很多，例如 1963 年美國地理學家 Joseph E.Spencer

（J.E.斯潘塞，1907-1984）和 Ronald J.Horvath（R.J.霍華斯，1937-）以美

國玉米帶、菲律賓的椰棕區和馬來西亞的橡膠園，三個不同產出的農業區進行

農業和文化的演變，得到形成農業景觀的 6 個要素： 

1. 心理要素：反映人類對環境的感應 

2. 政治要素：對土地的配置的劃分 

3. 歷史要素：民族、語言、宗教與習俗傳承 

4. 技術要素：利用土地和工具的能力 

5. 農藝要素：植物品種和耕作方法的改良 

6. 經濟要素：供需與利潤 

    總的來說「文化景觀」往往反映出可持續土地利用的具體技術，考慮的特

點，他們都建立了自然環境的限制，以及特定的精神與自然的關係；保護文化

景觀可以促進可持續的土地利用現代技術，能保持或提高景觀的自然價值有所

幫助。 

 

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文化景觀保存及維護原則6   

   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s）這一概念是 1992 年 12 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

聖菲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 16 屆會議時提出並納入《世界

遺產名錄》中的。文化景觀代表《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第一條所表

                                                      
6 資料來源：揭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4.7.1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8%8F%B2_(%E6%96%B0%E5%A2%A8%E8%A5%BF%E5%93%A5%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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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自然與人類的共同作品」。 

    文化景觀的選擇應基於它們自身的突出、普遍的價值，其明確劃定的地理-

--文化區域的代表性及其體現此類區域的基本而具有獨特文化因素的能力。它

通常體現持久的土地使用的現代化技術及保持或提高景觀的自然價值，保護文

化景現有助於保護生物多樣性。文化景觀可分為以下 3 個主要類型： 

1. 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築的景觀。包括出於美學原因建造的園林和公園景

觀，它們經常（但並不總是）與宗教或其它紀念性建築物或建築群有聯

繫。 

2. 有機進化的景觀。它產生於最初始的一種社會、經濟、行政以及宗教需

要，並通過與周圍自然環境的相聯繫或相適應而發展到目前的形式。它

又包括兩種次類別：一是殘遺物（或化石）景觀，代表一種過去某段時

間已經完結的進化過程，不管是突發的或是漸進的。它們之所以具有突

出、普遍價值，還在於顯著特點依然體現在實物上．二是持續性景觀，

它在當今與傳統生活方式相聯繫的社會中，保持一種積極的社會作用，

而且其自身演變過程仍在進行之中，同時又展示了歷史上其演變發展的

物證。 

3. 關聯性文化景觀。這類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以與自然因素、強

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相聯繫為特徵，而不是以文化物證為特徵。 

    另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古迹遺址、自然景觀一旦受到某種嚴

重威脅，經過世界遺產委員會調查和審議，可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The 

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以待採取緊急搶救措施。 

 

二、歐洲景觀公約 

    歐洲景觀公約在 2009 年成立，其成立的目的為透過公約簽署國之間於文

化，生態、環境和社會領域重大公共利益的作用，公約訂定的目的整理如下： 

1. 在一個地區範圍中所感知的人，其性格的自然和/或人為因素的作用和

相互作用的結果。 

2. 「景觀政策」一般原則，從戰略和指導方針，允許針對保護，管理和

景觀規劃的具體措施。 

3. 景觀質量目標的意思：對於一個特定的景觀，制定公眾對於他們周圍

的景觀特色的願望。 

4. 景觀保護：是指保護和維持一個景觀，由它的自然配置和/或人類活動

獲得了它的文物價值合理的顯著或特徵行動。 

5. 景觀管理：是指採取行動，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以確保景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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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養，以指導和協調的社會，經濟和環境過程所帶來的變化。 

6. 景觀規劃：意指透過前瞻性行動，增強，恢復或創建的景觀。 
    其公約成員間希望透過團結，特別是通過在經濟和社會協議領域，實現基

於社會需求，經濟活動與環境之間的平衡和和諧的關係可持續發展。對於景觀

方面，在文化，生態，環境和社會領域重大公共利益的作用，並構成有利的經

濟活動，其保護，管理和規劃可以促進創造就業機會的資源；景觀利於當地文

化的形成和它是歐洲自然和文化遺產的基本組成部分，有利於人類福祉和整合

的歐洲認同，歐洲景觀公約中對於景觀政策具體作為如下： 

1. 承認景觀是生活品質的人隨處可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城市地區，

在農村，在退化地區以及在高品質的範疇，在公認為優秀的美學以及日

常領域。 

2. 發展農業，林業，工業和礦業生產技術和區域規劃，城市規劃，交通，

基礎設施，旅遊和娛樂，並在更廣泛的層面，改變了世界經濟在許多情

況下加快景觀改造。 

3. 回應市民的願望，享受高品質的景觀，並在景觀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認為景觀是個人和社會的福祉，而且其保護，管理和規劃涉及的權利和

義務給大家的一個關鍵因素。 

 

三、《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景觀保存及維護原則 

 

    「文化景觀」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 條第 3 款之規定，指神話、傳

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

「文化景觀」是 2005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訂之後，才新設置的單一文化資

產項目，其認定必須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分類及審查程序後，並經

登錄之後方能完成。 

    目前臺灣關於文化景觀的類型包括：1.神話傳說之場所、2.歷史文化路徑、

3.宗教景觀、4.歷史名園、5.歷史事件場所、6.農林漁牧景觀、7.工業地景、8.交

通地景、9.水利設施、10.軍事設施、11.其他人類與自然互動而形成之景觀等共

11 種。其涵蓋範圍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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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文化景觀涵蓋範圍示意圖
7
 

     

    為維護文化景觀並保全其環境，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擬具文化景觀保

存計畫，保存計畫，其內容應包括基礎調查、法令研究、體制建構、管理維

護、地區發展及經營、相關圖面等項目。並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

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

分區，並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前項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

地或分區用地範圍、利用方式及景觀維護等事項，得依實際情況為必要規定及

採取獎勵措施。其具體實施步驟與課題如下表所示： 

 

表 1-3：文化景觀登錄步驟與課題 

工作名稱 課題 

文化景觀調查 1.應鼓勵在地區參與文化景觀地的調查工作，透過在地

居民的參與能夠獲得在地的對過去生活及文化的記

憶、以及其長年生活於文化景觀地中的在地知識。 

2.可以使文化景觀地之規劃切合環境現況與在地居民之

需求，同時也能讓在地居民認識文化景觀之觀念，使

文化景觀地之劃定對居民具有實質上的意義。 

文化景觀的規劃目

的確立 

1.由於文化景觀的保育計畫不見得能夠完全符合與滿足

所有人之經濟需求及渴望，因此在規劃階段，一定要

說明文化景觀潛在的經濟、社會與環境之互動關聯，

並誠實面對可能發生之限制條件，當然潛在利益更應

                                                      
7 王淳熙，《2007 文化資產實務執行參考手冊》，台北：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2-70。 

歷史

建築 

古蹟 

遺址 

文化景觀 

聚落 

歷史

建築 

古蹟 

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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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釐清及確認。 

文化景觀審查登錄 1.文化景觀種類與內含屬性較為複雜，不同個案之評估

重點與保護方式亦將有所差別，因此於文化景觀的審

查登錄階段，應針對個案之不同差異，邀請各相關領

域和層級之政府部門、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與在地社

區共同參與。 

文化景觀活化利用

與管理維護 

1.活化利用方向是否與在地居民生活習俗相融。 

2.文化景觀遊憩與建設與在地景觀規劃妥適性。 

3.管理維護人力與經費來源。 

 

    總的來說，臺灣目前雖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但在面對文化景觀的

課題，除了吸取世界遺產文化景觀概念、歐洲景觀公約及其他國家對於文化景

觀的經驗，從中吸取經驗並針對地方地質演化為適合臺灣的文化景觀保存原

則。而金門「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其保存維護計畫後續可依

循國際、區域與地方特性方向進行實質保存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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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內外相關案例分析 

 

    目前世界 1007 處聯合國認定的世界遺產（包含：文化遺產 779 處、自然

遺產 197 處及複合遺產 31 處）中並沒有「戰地類型」文化景觀登錄之紀錄，

但仍有關注軍事遺產組織「防禦工事與軍事遺產國際委員會（IcoFort）」，將軍

事遺產分構造物、景觀與紀念物三項，構造物和景觀是戰爭時期所營造出的事

設施和場所，文化紀念物則屬於紀念性質的戰爭相關設施： 

    1.構造物：包含防禦工事（包括具防禦性的城鎮）、軍事工程、兵工廠、軍

港、軍營、軍事基地、演練場和其他用於軍事防禦用途興建的覆蓋物與構造

物。 

    2.景觀：包含古代或近代的戰地之區域性、半陸地或海岸性防衛裝置及泥

土構造物。 

    3.文化紀念物：包含戰爭紀念碑（塔）、紀念館、戰利品、遺址、墓園和其

他徽章或標幟。8 

    然而文化景觀的保存維護概念，是針對除了表層形態或顏色的捕捉，更透 

過了解景觀背後的地方風土、歷史定位、民族文化、生活形態等之間的關係，

藉以了解景觀的形成與文化的意義。本團隊試著從受到近代泠戰影響、島嶼特

性方向，從限制到開放之實際案例提出，做為「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

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之借鑑，讓大膽二膽文化景觀保存維護原則得以從人與

空間如何使用，不同年代、不同目標如何活用，未來不是只有文化旅遊，更多

因地制宜實用性或記憶性的使用保留之思考。 

 

一、韓國北緯 38 度線非軍事區（簡稱：DMZ） 

    1.DMZ 

    南北韓非軍事區（韓文：한반도 비무장지대；韓文漢字：韓半島非武裝地

帶），或者三八度線9，是指一段橫越朝鮮半島、作為北韓和南韓緩衝區的地

帶，又常被稱為朝鮮半島非軍事區、韓國非軍事區、朝鮮非軍事區等。1953 年

7 月 27 日在經歷將近三年的韓戰後，雙方決定於板門店簽署了《南北韓停戰協

定》，自此確立了以 38 度線及其周圍地區所組成的南北韓非軍事區。 

                                                      
8 揭自：https://sites.google.com/site/icofort/網站資料與傅朝卿，〈馬祖軍事文化景觀之新社會意

義與遺產重大意義之探討〉《2010 馬祖研究：世界遺產與地方保存》，馬祖：連江縣政府，2010

年，頁 37。 
9 這條非軍事區將整座朝鮮半島分成南北兩側，並穿過了北緯 38 度線一角，在非軍事區的西端

位於北緯 38 度線南方，東端則在北緯 38 度線北方，大體上與作為北韓與南韓國界的 38 度線

平行，因而南北韓分界線在中國大陸也被普遍稱為「三八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6%BC%A2%E5%A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5%8D%8A%E5%B3%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5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5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7%E6%9C%8827%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F%E9%97%A8%E5%BA%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5%81%9C%E6%88%B0%E5%8D%94%E5%AE%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5%81%9C%E6%88%B0%E5%8D%94%E5%AE%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38%E5%BA%A6%E7%B7%9A
https://sites.google.com/site/icofort/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ilitarized_zon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7%BA%AC38%E5%BA%A6%E7%BA%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7%BA%AC38%E5%BA%A6%E7%BA%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85%AB%E7%BA%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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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軍事區北部地區為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控制，南部地區則由大韓

民國控制；而非軍事區的管理與監督，則由軍事停戰委員會負責嚴格禁止雙方

試圖進入南北韓非軍事區內。直至今日，這條非軍事區兩側仍是敵對的，附近

的居民人數也極少。整條非軍事區長達 248 公里，寬度則大約為 4 公里，這條

非軍事區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多軍人駐守的國界地帶。隨著非軍事區往西方延伸

即為北方界線（NLL），這條北韓和南韓於黃海的海上邊界也成了一個常發生軍

事衝突的重點處。（圖 1-4、5） 

 

  
圖 1-4：南北韓非軍事區分界及軍事核武分佈圖  圖 1-5：DMZ 休戰線圖 

 

   伴隨南北韓非軍事區設置，在南韓方面在 38 度線周邊除了必要性的軍事據

點外，已有部份景區採取限制性觀光模式爭取旅遊經濟，例如 DMZ 博物館

（DMZ박물관）園區。DMZ 路線總長 545 公里，共分為七個區段，七個旅遊主

題組成，每個區域均有其主題性（圖 1-6、表 1-4），園區的第二段「戰爭痕跡與

新生命共存」，除了設立「博物館」藉以撫慰與祈求韓國人民對於南北韓和平與

安定的心願。此外，該區域過去為 38 度線之激戰區，許多雙方攻防過程中開挖

的坑道、觀察警戒到最後和平談判等，DMZ 象徵著世界上唯一的分斷國家，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AE%AE%E6%B0%91%E4%B8%BB%E4%B8%BB%E7%BE%A9%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F%93%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F%93%E6%B0%91%E5%9C%8B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CM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96%B9%E7%95%8C%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6%B5%B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itime_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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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戰協定而誕生的休戰線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因而造成的家庭離散悲劇、持續

的軍事衝突、60 多年間與世隔絕而保存的生態環境等，均在此區域發生。此

外，DMZ 也是國際重要水鳥或丹頂鶴等的棲息地兼遷徙動線，為維持動植物的

多樣性，此地備受國際性的矚目。棲息於韓國與北韓的動植物約 2,900 種，其

中有 960 多種植物品種、70 多種哺乳類中的 35 種、320 種鳥類中的 64 種發現

於 DMZ 區域。 

     目前 DMZ 最北端的軍事分界線礙於安全考量，所出出入區域人民、遊客

均需於一週前將護照影本提交申請，但若要進一步申請參訪 JSA （板門店，

Joint Security Area 共同警戒區）則必需為韓國盟邦，（臺灣亦在韓國 45 個盟邦

之列）。在參訪過程中必需全程攜帶護照外，在某些特定區域禁止攝影及在衣著

上亦有相關規範，若有違背當地旅遊單位有權終止行程。 

 

 

  圖 1-6：DMZ 博物館園區旅遊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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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DMZ 博物館（DMZ박물관）園區各區段主題及特性介紹 

區段 主題名稱 長度 特性 

第一段 連接東面海洋

及西側山峰的

道路 

100KM 號稱是韓國最美的海岸道路，韓國人為了紀念

他們尊敬的詩人韓龍雲而建立的萬海村裡，可

以體驗到東洋思想和平的沉默。 

第二段 戰爭痕跡與新

生命共存 

60KM 韓戰激戰下，留下最多痕跡的地方，這裡一共

有 9 個激戰地及 2 個展望台，還有戰爭結束後

北韓為了南侵挖掘的地道。 

第三段 孕育豐富生命

的江河 

90KM 以臨華川有許多的湖泊與水壩為軸心，尤其是

華川水源，是韓國引以為傲的一級淨水中生存

著保育動物水獺與山鱒魚湖泊。 

第四段 冬季候鳥的飛

行之路 

90KM 豐饒的鐵原平原從以前開始就是國家主要的穀

倉地帶，對候鳥來說也是個很好的築巢地點，

候鳥一直以來就由這裡行經，自由地在南北間

來往。 

第五段 韓半島最高屏

障 

100KM 這條路線比其他路線更能近距離地直接觀看到

DMZ，整個觀覽行程中，最開始的 1 公里是可以

一面觸摸著分隔的鐵柵，一面看著北韓軍的警

戒哨所往前進，這段路雖然不長，但是卻能讓

人驚覺到，這塊北方的土地原來就離我們這麼

近，所以此區段又被稱為｢鐵絲網之行｣。 

第六段 臨津江順流而

下之路 

70KM 橫貫 PLZ（DMZ）的第六段路線就是從這水路開

始，從區段可以看到曾經是船隻進出頻繁的老

渡口遺跡與江水所構成的懷古景色，還有臨津

江對面的北韓風情 

第七段 漢江與西海交

匯之路 

45KM 區域可看見漢江與西海的交會處可以看到為了

防止武裝共匪滲透的鐵柵，以及在西海北方的

警界線。 

 

    南北韓非軍事區 DMZ，除了展示與世隔絕的非軍事區自然發展下的生態環

境外，從保存方式與意分析，園區以「泠戰與戰爭悲劇」為展演主題希望傳達

出和平訊息，展示主題並不迴避過去悲痛的歷史，園區紀錄韓戰期間逾 450 萬

的犠牲者、保存了泠戰後的軍事設施或相關構造物以及彰顯全世界泠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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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南北韓非軍事區是橫貫朝鮮半島中部的軍事緩衝區，根據 1953 年 7

月 27 日簽署的「停戰協定」，雙方將北緯 38 度線定為軍事分界線，分界線南北

兩側各 2 公里以內的地區為非軍事區。非軍事區內部嚴禁布置任何軍事設施，

但南北韓雙方在周邊地區均安排重兵把守。 

    2.文化景觀保存方式 

   目前 DMZ 保存方式因其戰略地位及兩韓對峙關係，除了局部地區開放觀光

使用外，其餘區域仍受限於軍事安全之考量，「原貌保存」為其保存經營模式。 

   可惜的是，目前韓國的文化政策《文化基本法》10中，對文化景觀保存並沒

有明訂相關政策。 

 

二、 馬祖戰地文化景觀 

    受到國共對峙的影響，1949 年後金門與馬祖地位從「國疆邊陲」轉換為

「戰地前線、反攻跳板」，國軍基於攻防一體之戰略指導與作戰任務需要，憑藉

著簡陋的構工器具，利用炸藥，投入大量人力，犧牲無數寶貴性命，銘刻上坑

道、碉堡、標語、砲台等戰地烙印，在山陵起伏下，是一條條坑道的交織，密

度為全世界之冠。（圖 1-7、8） 

    遍佈軍事據點的馬祖戰略位置，在全球冷戰時期世界分為資本與共產兩大

敵對陣營，國共對峙是其中最具衝突性的焦點之一。1955 年國際間協防金馬、

棄守金馬的論戰不斷，當時蔣介石堅持力保金馬，並訂下「固守外島、控制海

峽、確保主島」的防禦目標。然而，1950 年代共軍二度轟炸金門，馬祖雖僅有

零星事件，但在保住金馬便保住臺灣海峽防線的思考下，國民政府更加強在馬

祖強化軍備及增加軍力，定位馬祖為軍事前線，同時也確定馬祖在東亞防線中

的戰略位置。 

    馬祖於 1956 年 7 月被劃實施戰地政務區，同年連江縣於 7 月 16 日，成立

「馬祖戰地政務委員會」為決策機構，實施軍政一元領導。政務委員會設委員

五至七人，由馬祖守備區指揮部指揮官、副指揮官、參謀長、政戰部主任、縣

長等組成；指揮官兼主任委員，政戰部主任兼秘書長。下設秘書、政務、財

經、警保、監察、會計等組，另兼管馬祖酒廠、物資供應處、馬祖電力公司、

馬祖日報社、馬祖公車處等事業單位及代教育部督導馬祖初、高中。，其目標

為結合軍民力量，以軍隊協助地方建設來改善民生，戰時以民力支援國軍作

戰。戰地政務時期馬祖由軍方直接管轄，並以「管、教、養、衛」為教化目

標。當時軍方可自由徵用土地構建軍事設施，居民生活亦受到諸多限制，例如

                                                      
10  韓國《文化基本法》全文條款內容，詳見本報告書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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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禁、燈火管制、入出境管制、電信管制與金融管制等，直到 1992 年金馬才解

除戰地政務。然此長達 36 年的軍政時期，已然成為型塑馬祖至為關鍵的歷史過

程。 

  

 

 

 

  

 

圖 1-7：馬祖地理位置圖              圖 1-8：馬祖四鄉五島位置圖 

    

馬祖的防禦工事 國軍進駐後防禦工事的佈建因各島地形條件與防禦目標而

略有不同，但基本上從海岸往陸地延伸形成面狀分佈。（圖 1-9）沿海軍事據點

為第一線防禦，以抵禦各方位可能的衝擊與監控海域動靜；內陸據點分為高地

的觀測所、隱蔽營區、砲陣地、戰備區域與訓練基地等；核心據點為各島的總

指揮部，通常設於置高點，並於內部開挖樹狀通道，防禦力高且能掌握最多資

訊。如此綿密的據點佈建，構成馬祖充滿象徵性的戰地文化景觀，例如「北海

坑道」為 1968 年為實施「北海專案」而挖鑿這項工程，先後出動兩個師、輪流

施工，歷經三年建成。坑道高 18 公尺、寬 10 公尺、深入山腹長 640 餘公尺，

有兩個出海口，可停泊 120 艘快艇；「大漢據點」內，密布的坑道通向臨海炮

位，四座火砲已被海水腐蝕成廢鐵，銹跡斑斑的備用炮管躺在坑道裏，砲位四

週的水泥墻上，依稀可見各種艦艇剪影和射擊數據；「鐵堡」是將岩礁挖空而成

的原兩棲蛙人部隊的據點，內有石室、廁所、廚房、上下床舖，還有一間狼犬

的犬舍以及全長 218 公尺「八八坑道」，因竣工那年恰逢蔣介石先生八十八歲誕

辰而得名，當年存放戰車的坑道，如今成為溫濕度合宜的窖藏美酒之地，包含

民居建築牆上標語等均是馬祖當年戰地建設的代表。（圖 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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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地形起伏的馬祖南竿海岸 

    

圖 1-10：北海坑道（北竿）                     圖 1-11：鐡堡（南竿） 

   

圖 1-12：北竿坂里村內的防空洞              圖 1-13：西莒碼頭周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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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西莒青帆村先後住有美軍顧問團、國軍等「軍民一家」建築 

 

    隨著兩岸政局和緩，民國 80 年代國軍精實案之執行馬祖守軍大幅度減少，

以及 1999 年 3 月 15 日行政院將馬祖核定為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並於同年 6 月

核准交通部觀光局成立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專責開發建設及經營管理工

作，11 月 26 日管理處正式揭牌運作。對於馬祖戰地文化的保存工作，2000 年

底馬祖國家風景觀管理處具體提出《馬祖風景特定區坑道再利用規劃及初步設

計工作》，將部份戰備坑道重新規劃作為觀光活動使用，馬祖，始展現獨特風貌

於世人面前。 

    連江縣政府意識到文化景觀對於馬祖未來發展的重要性，源於金門對軍事

遺產保存的觀注，因此 2007 年起開始委託中國科技大學進行《文化景觀普查計

畫》、2009 年委託成功大學傅朝卿教授執行《連江縣世界遺產推動計畫》對於

馬祖戰地文化景觀區分為三個概念，包含「人工構造物」、「景觀」、「人工紀念

物」，馬祖是三者都有且保存完整，有完整堅固的碉堡，還有鬼斧神工的坑道，

以及沿岸處處可見的玻璃劍山，廟宇裡面常可發現前防區軍官所致贈的匾額，

廟口對聯也充滿反共色彩，這些都非常有趣值得深入發掘。而在人工紀念物的

部分，北竿芹壁村的傳統建築處處可見反共宣傳標語，流露當時的冷戰氛圍，

這些都是馬祖獨特的文化資產。（圖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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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馬祖文化景觀資源圖 

（資料來源：揭自 http://www.matsulandscape.net/index.php/landscape） 

     

這些冷戰時期戰地軍事景觀，反映了當時特殊的時空情境，同時在當時幾

條重要防線中（南北韓的板門店、東西德的柏林圍牆、南北越的古芝坑道），堪

屬密度最高、實物最多、保存最好，對於見證冷戰時期對峙的世界局勢，具有

不可或缺的位置。而其內涵更符合世界遺產認定標準：例如象徵人類天才之傑

作（第一項）；在某時期或某文化圈中，建築、技術、紀念碑類藝術、街區計

畫、景觀設計等相關可以表現人類價值之重要交流的傑作（第二項）；可見證人

類歷史重要時代之顯著例子，如某樣式之建築物、建築物群、技術之累聚或景

觀等（第四項）以及代表某一個或數個文化的人類傳統聚落或土地使用，提供

出色的典範－特別是因為難以抗拒的歷史潮流而處於消滅危機的場合（第五

項）等。 

整體而言，馬祖軍事文化景觀是多方位的符合了列名世界文化遺產的標

準，而且忠實的呈現了「人與土地互動」之文化景觀特質。也就是說，馬祖的

軍事遺產，若以標準較高的世界遺產標準來檢視的話，其遺產重大意義也是十

http://www.matsulandscape.net/index.php/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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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楚。（表 1-5） 

    無庸置疑，馬祖軍事遺產本身滿足世界遺產標準背後是存在著高度歷史、

美學與科學價值。 

 

表 1-5：戰爭地景－文化景觀指認表 

指標項目 內容 

（一）確定一個從地理上可以界定的區域 海岸邊界 

（二）人與土地的互動結果 國共內戰的海岸軍事構築、聚落 

（三）關鍵元素 反登陸樁、碉堡衛哨、鐵絲網、

瓊麻、荊棘、碎玻璃 

（四）與此文化景觀密不可分的自然景色、動值物、人

類 

岩岸、沙灘、軍隊、養蚵、瓊

麻、荊棘 

（五）與人類密不可分的信仰、傳說、事件等文化元素

或其他建築 

國共內戰後長達數十年的緊張對

峙，一觸即發。以金門戰爭為主

題的文學作品。 

資料來源：整理自傅朝卿，《連江縣世界遺產推動計畫》，連江：連江縣政府，2009 年。 

 

三、陽明山美軍宿舍群 

  1949 年國共內戰激烈下節節轉進的國府渡海遷台。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

爆發，原本已決定不介入國共內戰的美國，為了避免共黨勢力在亞洲擴張，開

始派駐大量部隊進駐臺灣，並對台進行經濟援助。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佔地四萬餘坪，這些宿舍的興建是源於 1950 年韓戰爆

發，美國成立美軍顧問團並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海；1952 年起，以美援資金徵

收農地興建西式住宅，供美國軍眷使用。當年在陽明山總共興建 217 棟美軍宿

舍，目前僅存一百餘棟，但仍然是全台規模最大，區塊最完整的美軍宿舍區。

（圖 1-16、17） 

  為了安頓、照顧駐台美軍軍官，美方於是和國府協商興建眷區。1951 年美

軍顧問團規劃小組、建築師沈祖海，與國府人員共同乘坐直昇機，攜帶台北市

地圖在空中盤旋，尋找適合興建美軍宿舍的場所，最後選定陽明山山仔后與天

母兩處作為興建地點，政府遂命令臺灣銀行進行土地徵收與興建作業。 

  美軍宿舍的興建方式，是由美方提供房屋的設計圖與眷區的區塊規劃，再

交由臺灣方面施工建造。由於臺灣方面沒有更動設計的權力，美軍宿舍的樣

貌，因此十分近似 1950 年代時美國本土的住宅樣貌。 

  有別於臺灣一般房舍的狹隘擁擠，這群美軍宿舍仿照美國鄉村別墅風格，

多為一層樓的平矮房屋，每棟至少擁有 80 坪的建地面積，以及廣大的草地庭

院，房舍間並保持著 10 到 15 公尺的距離，使得眷區宿舍擁有理想的採光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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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私密性、眷區的房舍間通常並無柵欄，舒適的草地形同鄰里共用、兒童玩耍

的遊憩場所，代表健康化、休閒化的美式公共空間意象。美軍宿舍最大的特

徵，在於每棟房舍屋頂都有煙囪，屋內都有禦寒設備。臺灣地屬亞熱帶氣候，

沒有使用煙囪壁爐的必要，但對居住於此的美國人來說，如此的設施雖然沒有

實用性，卻能喚起對故鄉的溫馨回憶。 

  美軍駐台時期，為了確保眷區民眾安全與隱私，避免與地方發生糾紛，每

個眷區出入口都設有崗哨，由美國憲兵駐守，禁止非美軍人員進入以確保安

全，並擁有治外法權。隨著 1978 年臺美斷交，美軍陸續撤離，其空間也由產權

所有人「臺灣銀行」轉租使用。 

    2013 年 11 月 27 日在台北巿政府及相關文化界人士敦促下，「陽明山美軍

宿舍群」被登錄為文化景觀，其登錄理由為 1.本區為 1950-60 年代臺灣之最大

美軍宿舍群，並為 50 年代重要政治事件（臺北事件）現場，係冷戰時期美軍駐

防臺灣之重要見證；2.全區建築物及配置，均為 1950 年代美國南方城郊住宅直

接移植的案例，也是臺灣第一個西方住宅區規劃理念的再現。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被登錄為文化景觀的特徵有三，分別為 1.戰後東亞

的冷戰軍事地景；2.美式城郊社區規劃；3.現代建築的移植。 

  

圖 1-16（左）：陽明山美軍宿舍群範圍示意圖 

圖 1-17（右）：陽明山美軍宿舍群分佈圖 

（資料來源：臺北巿政府文化局，《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臺北：臺北巿

文化局，2008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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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理與歷史脈絡 

第一節  “閩南保障”：1949 年前的大擔小擔 

一、大擔小擔的地理位置 

大膽、二膽原名「大擔」與「小擔」，古屬廈門管轄範圍（圖 2-1）。大擔島

地理略呈西北與東南走向，南北較高，中間成槽狀的沙洲。北部丘陵以北山

（舊稱「大膽山」）為高，海拔 45 公尺，南部山地有高 98 公尺的南山及高 34

公尺的小虎山（舊稱「小孤山」）。全島形如鵝游水，長頸昂首，北山如頭，小

虎山及南山如鵝身，中央狹長低凹的沙汕乃鵝頸部連接南北山，總面積為 0.79

平方公里。周邊有小膽（今日的二膽）、三膽、四膽、五膽（舊時並無三、四、

五膽之稱呼，僅為閩南海域的岸礁）由北向南排序；除了大膽、小膽島較大

外，其餘均為不毛的無人礁石小島。小擔與大擔相對，全島為高地，以中央的

小膽山最高，海拔 52 公尺，面積約 0.28 平方公里；若再加入鄰近的三膽、四

膽、五膽等，總面積不到 1.5 平方公里。（圖 2-2、3） 

 

 

圖 2- 1：明萬曆《泉州府志》泉郡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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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大膽二膽島與金廈區域關係圖 

 
圖 2-3：大膽二膽島衛星圖 

 

大擔、小擔地處福建東南沿海九龍江口外，古有河流通過經千萬年來的沉

積堆積。經考古團隊初步調查，並未發現任何史前的遺物或文化層，但是歷史

的遺跡卻略有發現；如海邊採集到少數初步推測為晚唐時代的「青瓷碗底」，以

及一枚宋代的「皇宋通寶」銅錢。位於海邊的少數物件雖尚缺乏層位的證據，

仍可視之為金廈水道往來之參考。此外，兩島的海岸斷面發現幾處食用貝殼夾

雜陶甕、陶片堆積的歷史遺跡，其陶片年代至少為「明清時期」。這些發現可以

說明大擔二擔島的人跡活動至少始於明清之際。（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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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本計畫考古團隊於 2013 年所採集相關文物 

 

二、歷史文獻中的大擔小擔 

（一）東方文獻 

1.文獻中描述的大擔、小擔 

清代以前，隸屬於廈門的大擔、二擔島在輿圖上微渺如塵礫，關於紀錄大

擔、二擔的文獻多為地方史料，例如（明）何喬遠著《閩書》：「大擔嶼，周圍

五里，外連浯嶼水寨。廈門海口。宋幼主過此，擲棄物以浮舟。后水發光怪，

漁人得古研焉。」1又《廈門志》：「大擔嶼在廈門東南海中，連小擔嶼、浯嶼，

為廈門海口。宋幼主過此，擲棄累物以浮舟。後水發光怪，漁人得古研焉。北

建天后廟。嶼巔為天燈山，有石鎸"第一津"。嶼北遠望，為白石頭，大數十

丈，下有七星石，森立海中。白石頭在城東南，去玉沙十餘里，風水所汰，潔

白異常。」2 

大擔、小擔，卻身負歷代閩南航海與海防的要塞；為防海上寇賊，廈門沿

海的島群包含大小擔，設有防禦設施如：瞭望、水汛、砲台汛與石寨；3亦派哨

船巡防、按月輪派外委、戰船與數十名兵力，進行防守巡緝與稽查船隻工作。4

                                                      
1 （明）何喬遠編撰，《閩書》〈卷十二〉，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271。 
2 廈門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整理，《廈門志》〈卷二〉，福建：鷺江出版社，1996 年，頁

25。 
3  整理自廈門市地方編纂委員會整理，《廈門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6，頁 36-92。 
4 「大膽門水汛，五營既各派營半一員，船一只，兵四十名防守巡緝。大膽為廈口要衝，又專

派將、備，按月輪值。單月輪右、前、後三營游擊一員，雙月輪五營守備一員，巡防汛口，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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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受的《滄海紀遺》有此記載：「以此為重鎮，而必設於浯嶼者；蓋其地突起

海中，為同安、漳州接壤要區，而隔峙於大小嶝、大小擔、烈嶼之間，最稱險

要」5 

廈門四面環海，有「大小嶝防於內，大擔、小擔捍於外」。6其海域既身為

既為廈門海上之要衝，防禦工事則必得完善；明天啟四年（1624 年）刊印的

《籌海圖編》也顯示，大小擔在當時已設有墩、砲台，以及媽祖廟等建築。明

末清初，鄭成功以廈門、金門和南澳島嶼為基地長達十四載（1646-1660 年），

期間亦曾在大擔、小擔島上掘井、築城、練兵。可見兩島開發甚早，早有人

跡。 

對於大擔的景觀清雍正年間，巡台御史範咸登臨大擔寫下《登擔嶼》詩

句：「瞥見山坳翠欲流，蔥蘢密樹景清幽；嵐光遙與群峰別，海色還看四面收。

日暮碧雲驚異彩，雨過寒氣逼深秋；天南鎖鑰橫江外，不放鯨魚夜出游。」 

2.大航海時期的大擔、小擔 

大、小擔相峽處為「大擔門」，「小擔門」位於小擔島南面，二島是往來閩

南海域的必經通道。 

    對於「大擔門」於航海的路徑在向達注校《指南正法》對坐圖中對大担位

置的描述：「大担開舡，用單乙七更取西嶼頭，北風及東北用此針。」；雙口針

路：「大担開船，用辰巽七更取澎湖，丙巳針七取虎頭山。…」北太武往廣東山

形水勢：「大担小担俱可過，黃官仔內有沉礁名曰丈八，又狗齒沉礁，行舡可

防。担北兔仔嶼內沉礁，名曰生尾礁。」；大担往交趾：「太武開舡，用坤申七

更取南澳彭外過，單坤十五更取大星尖。…用乾亥、單亥五取雞叫門，即安南

國港口也。」其他尚有大担往柬埔寨、暹羅、長崎等針路記載。 

    郁永河（清）《裨海紀遊》載：「…門孤懸海中…登舷望港口左為廈門支

山、右為海嶝縣，右浪嶼山兩山對峙，蜿蜓入海盡處有小山轟起中流舟子言是

大旦門海舶出洋必由此，余曰詩不云平鳧鷖在亹，疏曰水流峽中兩岸如門，謂

之亹是大旦門與金門廈門悉應從亹不當從門也，若以形勢言大旦門為門門戶，

金廈門又漳泉門戶矣；…」 

    3.大擔、小擔的兵防建置位 

大膽島、二膽島，位於金門烈嶼西南，與廈門形成等邊三角形，互為犄角

形勢的大、二膽島，為扼控廈門港交通之重要據點，大擔島地勢險要。明清之

                                                      
查船只，兼查大膽水汛哨船」（廈門市地方編纂委員會整理，《廈門志》，廈門：鷺江出版社，

1996，頁 70。） 
5 明・洪受，《滄海紀遺》，金門：金門日報社，1969，頁 7。 
6 〈嘉禾海道說〉。廈門市地方編纂委員會整理，《廈門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6，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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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福建沿海因倭亂及政局轉換，大擔、小擔成為閩南航海與海防的要塞；為

防海上寇賊，廈門沿海的島群包含大小擔，設有防禦設施如：瞭望、水汛、砲

台汛與石寨；亦派哨船巡防、按月輪派外委、戰船與數十名兵力，進行防守巡

緝與稽查船隻工作。（圖 2-5、6） 

 

圖 2-5：福建沿海防禦圖7 

 

圖 2-6：大小擔設置之砲台8 

                                                      
7明天啟三年（1624 年）茅元儀，《武備志》。 
8 明天啟四年《籌海圖編》福建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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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計畫團隊查找相關文獻中，對於大擔、小擔兵防建置描述史料相當有

限，目前僅能在《閩書》、《籌海圖編》及《廈門志》中找到相關史料。（明）何

喬遠著《閩書》：「明洪武二十一年（1387年）江夏候周德興置福建沿海五衛，

曰福寧、曰鎮東、曰平海、曰永寧、曰鎮海；千所所十二，曰大金、...。金門

守禦千戶所，在同安縣浯洲嶼，西連烈嶼、中左，南達擔嶼、鎮海，料羅盡其

東，官澳極其北，用七更可至彭湖，同盡處也，墩臺十三。中左守禦千戶所，

在同安縣嘉禾嶼，海中峙也，東抵烈嶼、金門，南至大海一百里與擔嶼相

會，… 9」明嘉靖慶 7 年（1528 年）在大擔設上、下二石寨及小擔寨；明隆慶

初年（1567 年），設浯銅遊兵。 

《籌海圖編》提及：「浯嶼水寨：福建五寨俱江夏侯所設。浯嶼水寨，原設

於海邊舊浯嶼山，外有以控大、小岨嶼之險，…」10 

清代，福建沿海防務根據周凱《廈門志》〈防海略〉：「防海事例極廣，水師

提標五營所分廈門汛地，是其專責；而巡防外洋，北至烽火、南至銅山。提督

巡閱亦如之；節制金門、海壇、南澳三鎮，兼轄臺灣、澎湖全省水師軍務。平

日派員與廈防同知稽查海口，商、漁各船出入及私渡奸民，則事例宜詳。有事

則率全軍注之；不分浙、粵，凡島嶼之遠近、沙線之險夷、風雲潮汐之當測、

停泊樵汲之有所，尤宜預講也。故採掇舊聞，以訪諸夙諳者附之於卷，俾軍士

商賈資所考證。若謂即此可盡防海之事，則不敢云。為防海略。」大擔汛口在

廈門南海中，距城水程五十里。與浯嶼、小擔嶼犄角聲援，皆海口要害，其防

衛組織以廈門中左所為主要機構，配合周邊汛防五營輪值共同防禦福建沿海安

全。（表 2-1） 

 

表 2-1：清代福建沿海防務-廈門部份（設五營防汛） 

五營汛防 組織編制 大二擔駐防情形 

中營水師 中軍參將一員，駐紥廈門城內，首領五

營軍務。守備一員，駐防海嶝、浯嶼

汛。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六員，

額外四員，實兵八百四十一名。戰兵四

百二十八名，守兵四百十三名，戰船九

隻，漿船五隻。 

巡防大擔門，輪派外委一員，

兵四十名，戰船一隻。 

                                                      
9 （明）何喬遠編撰，《閩書》〈卷十二〉，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987。 
10 (明)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卷之四〈福建倭變紀〉，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2007 年，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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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水師 遊擊一員，領兵二百名，駐防龍溪石碼

寨。 

分防小擔門汛，外委一員，兵

四十名，戰船一隻。巡防大擔

門，輪派外委一員，兵四十

名，戰船一隻。 

右營水師 游擊一員，駐防城外雙連池，分巡內外

洋。 

分防大擔前炮台汛，把總一

員，兵四十。巡防大擔門，輪

派外委一員，兵四十名，戰船

一隻。 

前營水師 游擊一員，駐防城外萬壽宮，分巡內外

洋，守備一員，駐防城外廈門港。 

巡防大擔門，輪派外委一員，

兵四十名，戰船一隻。 

後營水師 游擊一員，駐防城外關仔內，分巡內外

洋。 

分防大擔前炮台汛，把總一

員，兵四十。巡防大擔門，輪

派外委一員，兵四十名，戰船

一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周凱《廈門志》〈防海略〉。 

 

4.治安事件 

明嘉靖二十七年 （1548 年）正月「海寇許二引倭入寇。六月，賊攻沙頭嶴及

衝大担外嶼者再，柯喬禦之嚴，賊乃遁去。」；「六月，賊攻沙頭嶴及衝大担外

嶼者再，柯喬禦之嚴，則乃遁去。賊首許二流勢北茭、羅浮，同知張魯，把總

王麟，指揮閔溶、張文旻、千戶王灝、王鑾禦之」11 

清康熙年間，閩、浙、粵一帶海盜猖獗，四方焚燒掠奪，沿海人民不堪其

擾；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時值乾旱飢荒，劉隆昌將軍奉命剿寇，並於大

小膽海域大獲全勝，乾隆皇帝誥封為「明威將軍」；海寇蔡牽在清嘉慶七年

（1802 年）更率寇賊登大小擔島，以此地窺視廈門，並襲擊島上清軍防地，奪

走大砲、毀壞砲台。12廈門海域的大小島嶼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軍事要塞

和海上防禦等任務。大擔、小擔亦身兼「入廈水道」的海上航標及海上防禦的

雙重身份。13 

閩浙總督玉德在蔡牽事件後向朝廷奏報：「今廈門大、小担汛似應仿照筆架山

                                                      
11 (明)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卷之四〈福建倭變紀〉，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2007 年，頁 269、270。 
12 「嘉慶間，海賊蔡牽泊舟嶼外，窺視廈門。」廈門市地方編纂委員會整理，《廈門志》，廈

門：鷺江出版社，1996，頁 92。 
13 「由是而東南為浯嶼汛，大小礁，再西南為獅毬、大擔、小擔，為入廈水道，則屬提標管轄

矣」、「若由烈嶼東南出覆鼎」、「虎仔嶼，經大小擔以入廈門，則係外洋水道」、「又西有大、小

擔門；二嶼崎立，船從中過，皆砲台」清・林焜熿編纂，《金門志》，台中：臺灣省政府，頁

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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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例，在大担、小担各建塞城一座不但壯觀瞻，而且可借寨城以護炮位，比添

兵防守，更為得力。經過一年的艱苦努力，大小担各建築一座，周圍三十三丈

（約 110公尺），連城垛高一丈四尺六寸（約 4.6公尺），寨內各蓋兵房九間，

以資弁兵栖止，葯庫一間，以貯葯铅；上蓋望樓一間，輪流瞭望且上設大炮，

堆積滾木壘的城寨」（圖 2-7、8），有關於大小担城寨存在與否，目前尚未查到

確切史料，加之受到戰爭影響，國軍於島上大量興築防禦工事對土地的擾動，

增加大小擔城寨遺址尋找的困難度。 

   

圖 2-10（左）：鼓浪嶼《重興鼓浪嶼三和宮記》摩崖石刻 

圖 2-11（右）：位於廈門大學內《建蓋大小担山寨城記略》 

 

    孤立於海上的大擔、小擔島，地處偏遠而風靈水秀。面對廈門港的大擔島

北山山頂上建有媽祖廟（「保靈寺」，又名前園宮），因相當靈驗，14自古便吸引

廈門人渡船登島，進香祈福。「保靈寺」後方多以花崗巨石構成，怪石嶙峋、層

疊豐富，而適合提刻；其環境清幽，因而文風鼎盛之時，騷人墨客、文人雅士

常相約上島飲酒賦詩、低吟長嘯。乃至帶兵儒將登島之時的意氣風發、揮毫留

字，一抒心中之快，而留下許多文人武將的題字石刻。15像是寺後古渡口旁山

壁上，有清乾隆參將施必功題的「第一津」石刻及北山上的「鳳崗」；和參將沈

廷耀將大擔島視為對廈門的「閩南保障」的石雋。廈門誌記載清人登大膽島，

並為島上風光賦詩：瞥見山坳翠玉流，蔥籠密樹景清幽。嵐光遙與群峰別，海

                                                      
14 「前園宮，在大擔山後，天后祖廟也。杯筊甚靈。」廈門市地方編纂委員會整理，《廈門

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6，頁 51。 
15 林馬騰，《秘島：大膽二膽島的秘境秘史》，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9，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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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還看四面收。日暮碧雲驚異彩，與過寒氣逼深秋。天南鎖鑰橫江外，不放鯨

魚夜出遊。16此外，剿寇名將「明威將軍」因對大擔島的情有獨鍾，年老辭官隱

居於大擔，也選擇墓葬於此。此處舊時也是廈門富商仕紳選為墓葬的風水寶

地；調查期間發現，島上至少有 10 座清朝及民初的墓塋座落於此。 

 

（二）西方文獻 

    在 15-17 世紀西方部份國家的航海家和探險家展開一系列航海活動，開闢

直達東方的新航路，這個航路探險活動被西方國家稱為地理大發現。因此，本

計畫團隊從相關文獻中找到了 17 世紀及 18 世紀的葡萄牙與法國航海圖中都清

楚點出大擔小擔的位置。大擔小擔作為 1842 年開埠的廈門港至外海之航道門

戶，重要性不言可喻。 

大、小擔相峽處為「大擔門」，「小擔門」位於小擔島南面，二島連同毗鄰

的浯嶼和青嶼，是往來閩南海域的必經通道。171670 年代，荷蘭人戴伯爾

（Olfer Dapper ,1639-1690）所繪製的〈金廈海圖〉，已經清晰地繪出漳州灣、金

廈海域的海圖，並點出包括金門（Quemoey）、廈門（Aimoey）、烈嶼

（Lishou）、大擔（Toatta）等島嶼，這些譯名俱為閩南語音的記述（圖 2- ）。並

在金門島上標註金門城（Quemoey）、料羅（Liaulio）等軍政中心。 

 

圖 2- 12：17 世紀葡萄牙人金廈海圖（Olfer Dapper, 1639-1690） 

                                                      
16 〈登大擔嶼〉，范咸（清浙江仁和人，雍正十年至十二年，官山西學政。乾隆十年，任巡視

台灣監察御史）。廈門市地方編纂委員會整理，《廈門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6，頁 278。 
17 「小擔嶼，與大擔嶼相對，皆廈島門戶。嶼南有港，為小擔門。夾以青嶼，為青嶼門。海舶

由此出入。」廈門市地方編纂委員會整理，《廈門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6，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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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哈佛大學 Pusey Library Map Collection 中，藏有古地圖善本書，一份是

1697 年英國 John Seller 爵士所編的《航海圖集》（Atlas Maritimus or The Sea-

Atlas），一份是 1703 年 John Thornton 的《英格蘭舵手》（The English 

Pilot）。這兩本地圖，繪製了當時全球海域航道的詳圖，供東印度公司船隻航

海使用。在東亞的部分，亦見到金門（Quemoy）的蹤跡。書中甚至提到船隻從

東南亞北上、沿著中國東南沿海向上航行的紀錄，亦即從廈門（Amoy）出來，

經過金門（Quemoy）及圍頭中間該走什麼方向，遠方各地島嶼及陸地形狀為

何。 

《航海略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1746-1759）18一書中收錄有貝

林（Jacques-Nivolas Bellin）所繪之〈漳州灣或漳州與廈門、金門島海圖〉（Cart 

de la Baye de Chin-Chew ou Chang-Chew les lsles d’Emowi et de Quemowi），也清

楚標註漳州灣海域的諸島嶼，如廈門（Emowi）、金門（Quemowi）、烈嶼

（Lishou）、大擔（Toatta）、浯嶼（Gom-tse）、鼓浪嶼（Kolong-tse）等。這些海

圖相當接近現代地圖，也顯示了金門及大擔小擔島作為閩南海域門戶的重要角

色（圖 2- 13）。 

 

 

圖 2- 13：18 世紀法國人金廈海圖（Jacques-Nivolas Bellin, 1746-1759） 

 

                                                      
18 l'Abbé Antoine François Prévost,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 Paris, 1746-1759; 15 volumes , with 
maps and views by Jacques-Nicolas Bell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oine_Fran%C3%A7ois_Pr%C3%A9vost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cques-Nicolas_Be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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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 1949 年以前，大擔、小擔的航海門戶角色，十分鮮明；這些小島

做為 1842 年開埠的廈門港至外海之航道門戶，重要性不言可喻。中國東南沿海

航運中心的廈門，進港處皆有完善的燈塔，並將燈塔設立於周邊島群。其中最

早興建的「大擔燈塔」位於大擔島南端山頂；清同治二年（1862 年）由和尚負

責點火與管理此燈塔，19因而大擔山（今南山）被稱為天燈山（或點燈山）。

《廈門志》中對其周邊的島嶼港澳即有此記載：「大擔嶼，周圍五六里，與小擔

嶼並峙，中通一港，曰大擔門。勢連浯嶼，外達汪洋，險與浯嶼同；顛曰天燈

山，海舶入廈，視此為準」。20。也就是說，這些往來廈門的船隻，靠著漳州、

金門的南北太武山為大略基準，待與廈門港近些，再以「大擔燈塔」作海上航

標（圖 2- 14、15）。21 

 

 

圖 2- 14：大擔島燈塔位置圖22 

                                                      
19 「北碇和東碇的燈塔指明廈門港的進口處；大擔和青嶼兩座燈塔位於南邊進港處。最早社裡

的大擔燈塔位於大擔島南端的東山頂，1863 年（同治二年）10月 18 日由和尚點火負責管理，

1888年（光緒十四年）曾經修建改造過，1895年移交海關」。《廈門交通志》編纂委員會，《廈

門交通志》，廈門：人民交通出版，1989，頁 242。 
20 廈門市地方編纂委員會整理，《廈門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6，頁 92。 
21 「舟來者，遠以南北太武山為準，近以天燈山為準」，廈門市地方編纂委員會整理，《廈門

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6，頁 92。 
22 廈門港區航標佈置圖，出處《廈門交通志》頁 244。 



46 
 

 

圖 2-15：大擔燈塔（ TAITAN ISLAND）設計圖23 

 

  

                                                      
23 資料來源：揭自網站圖片

http://www.globalnum.com.tw/14_auction/04_literature/02_webpage/1123~1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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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950 年「大二膽戰役」及其影響 

 

    大擔、小擔島因地理位置之特殊，而擁有多重的面貌和角色。1949 年以前

屬閩南海域的防禦島礁、廈門人的海上後花園；1949 年以後，轉變為中華民國

與中國大陸相對峙的前線島嶼，大膽二膽島——金門縣境最西之轄島群。其的

戰略位置不容置喙，扼守金廈海域，並封鎖原為國際對口的廈門港；大膽位於

烈嶼西南，廈門之東南面；距離廈門最近的白石砲台約 4200 公尺，和廈門大學

約 4500 公尺而舉目可望。大膽二膽島面積雖小，島上無居民，自古以來卻佔有

極為重要的軍事地位。 

 

一、「大二膽戰役」概述 

    1. 「大二膽戰役」經過 

    大膽、二膽之所以有名，拜民國 39 年（1950 年）的「大二膽戰役」之

賜。共軍基於民國 38 年（1949 年）古寧頭戰役失敗的教訓後，不敢輕易對金

門本島發動大規模攻擊，轉而選擇扼守於金廈海域之大膽二膽島為攻擊目標，

並意圖打開廈門港的封鎖，以利軍需民食運補；24若大膽島落於共軍之手，轉

而控制金門海域，則敵我雙方形勢將可能完全改觀，因而顯現共軍攻奪金門，

進犯台澎的野心。 

    「大二膽戰役」發生民國 39 年 7 月 26 日下午 18 時 10 分，當日金廈海域

風浪大作、光線不佳。共軍自廈門白石砲台、溪頭和浯嶼等向大擔島進行約 50

分鐘的砲擊，同日晚間 10 時 40 分第二次向大擔島進行砲擊。此間，以共軍以

八十六師二五八團第二營、附第一營第二連（即步兵連四）和一個機砲連（機

砲連除原有火器外，團另配有八二迫擊砲、平射砲、二五機槍等），由該師技術

總隊調水手大隊擔任駕駛，總兵力約七百餘員的編組，在共軍營長鮑成領軍

下，於晚間 8 時完成作戰佈署，分乘機帆船二十七艘，向我大二擔島進攻，共

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及八十六師師長親赴白石砲台觀陣。進行攻擊目的有三：一

是風浪聲可以掩護機帆船的馬逹聲響；二為夜幕是天然掩蔽，增加其襲成功機

率；三而得以造成國軍增援困難。 

    在這場戰役上，共軍部隊採取和「古寧頭戰役」相同戰術；從大膽島腰部

的中央沙灘登陸，並兵分南北竄進襲擊，進行「兩面撕開」戰術，意圖斷絕南

北之聯繫。即便我軍對地形防禦熟悉，然我大二膽守軍處於人員及裝備劣勢的

狀況下；國軍部隊陷入混戰與苦戰，使得共軍輕易攻佔大膽北山一○六高地及南

                                                      
24 林馬騰，《大膽島的風雲歲月》，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4，頁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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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四高地；共軍繼續攻佔北山部分高地，又佔去南山高地一小部分，期間我

駐大膽二膽島南北山守軍之間失去聯絡，戰情不明。 

    此時史恆豐營長判斷潮汐時間，共軍部隊應無法適時增援，斷然抽換所有

兵力，向大膽北山地區實施逆擊，並派遣傳令兵賴生明、鄒仕華和炊事班長周

岳山，向單獨作戰的第一連連長傳逹全面作戰逆襲時間的命令，並告知：「沉著

應戰，對敵力功，營長即來救援」之指示，25而這三位負責傳令的戰士，為逹

成交付命令，冒險穿越大膽島南北高地間。在槍林彈雨、敵我難分中賴生明戰

士腳部負傷，依然完成命令傳逹；鄒仕祿腹部受重傷，仍將史營長的命令適時

傳逹，後來鄒仕祿戰士傷勢過重不治，炊事班長周岳山在傳逹命令途中，遇到

共軍攻擊部隊阻撓下擲手榴彈突危，在寡不敵眾下，周班長仍壯烈殉國。 

    經三位戰士英勇傳令聯繫下，「大二膽戰役」順利展開全面反擊行動，並將

共軍大部殲滅；另生俘共軍二百餘員，而使國軍取得最後的勝利。為表彰這三

位勇敢的傳令戰士，時金門防衛司令部胡璉司令官稱譽賴生明、鄒仕華戰士為

「三谿之魂」26，成仁戰士周岳山為「三谿之神」。27  

    爾後賴生明戰士還被選為「國軍第一屆戰鬥英雄」，並以其之名作為後來碼

頭廣場邊的「生明廳」，以及原中央沙灘上搭築「生明路」之路名；後來胡璉將

軍更邀請賴生明戰士，為金門戰鬥精神地標「莒光樓」題字，以表彰「戰鬥不

怕死」的金門精神。（圖 2-16~18） 

    對於「大二膽戰役」致勝原因根據史恆豐上校「大擔戰役之經驗與教訓」28

共有 11 項重要因素： 

(1) 官兵一心，上下同欲，置死地而後生。 

(2) 官兵恪守掩蔽規定，砲擊未傷一人。 

(3) 士氣旺盛，精神團結，有互信、有決心，所以能「不盼援」、「不叫苦」

充份發揮獨立作戰精神。 

(4) 各級指揮官決心堅強，確具「三信心」既已失去連絡仍本各自為戰。 

(5) 情況如何緊張，絕不倉惶亙擾，各人站穩自己崗位，處理自己當面之情

況，打擊自己當面之敵人。 

(6) 官兵均已「人人納入組織，個個參加戰鬥」沒有閒人，沒有累贅。 

(7) 地形有利，我南山每一要點均有控制作用，匪登陸後，即拘束在海灘一

                                                      
25 王禹廷，《胡璉評傳》，臺北：傳記文學，1987，頁 225；廖汀，《力挽狂瀾的勇者》，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頁 175-176 
26 國軍七十六師之二個連隊，號稱「三谿部隊」，取自胡璉將軍自江西金谿、貴谿、資谿三縣

戰 

  士為主的基本部隊，統稱為「三谿部隊」。 
27 許如中編輯，《新金門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58，頁 23。 
28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檔案影像借閱系統，檔號 0002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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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進展至島困難。 

(8) 陣地逼成和火網構成與開始射擊時間均甚適當，能充分發揮各種火器威

力。 

(9) 官兵確守「三不打」原則，節制彈藥，命中精確。且每排均有觀測員，

使匪船不能逃避我之監視。 

(10) 指揮官能適時活用火力，以火力配合小部隊實施反擊。 

(11) 能適時利用火線喊話，實行攻心戰法。 

    根據本研究蒐集國防部史政檔案影像借調閱系統資料，由臺灣防衛總司令

部於民國 39 年 9 月 18 日發文字號衛瑞字第二八九號函中對於「大二膽戰役」

共軍戰損統計資料（表 2-2~4），顯見國軍於戰役的英勇表現。 

 

 

圖 2-16：「大二膽戰役」示意圖29 

                                                      
29 資料來源：林馬騰，《大膽島的風雲歲月》，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4，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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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7：賴生明戰士負傷榮譽紀念章及榮譽事蹟 圖 2-18：賴生明戰士為金門精神地標「莒光樓」題

字 

表 2-2：「大二膽戰役」共軍人員戰損統計表 

區分 人員 

損失情形 登陸人數 擊斃 人數 280 人 

比率 39% 

重傷 人數 61 人 

比率 9% 

被俘 人數 169 人 

比率 23% 

小計 人數 510 人 

比率 71% 

未登陸人數 擊斃 人數 210 人 

比率 29% 

小計 人數 210 人 

比率 29% 

合計 人數 720 

比率 100% 

備註  

 

表 2-3：「大二膽戰役」俘獲共軍武器戰統計表 

步槍 
卡柄

槍 

衝鋒

槍 

輕機

槍 

60 迫

砲 

82 迫

砲 

火箭

筒 
手槍 

信號

槍 
備註 

140 19 20 31 6 2 6 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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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大二膽戰役」共軍船舶損失統計表 

區分 機帆船 

損失情形 擊毀 燒毀 數量 7 艘 

比率 22% 

砲毀 數量 3 艘 

比率 10% 

撞沉 數量 9 艘 

比率 24% 

小計 數量 19 艘 

比率 61% 

被俘 數量 12 艘 

比率 39% 

合計 數量 31 艘 

比率 100% 

備註  

資料來源：臺灣防衛總司令部於民國 39 年 9 月 18 日發文字號衛瑞字第二八九號函。 

 

    2. 「大二膽戰役」有功人員敍獎 

    1950 年的「大二膽戰役」乃繼金門「古寧頭戰役」後難得的勝利，亦是中

共最後一次以「登陸作戰」模式進犯金門。 

    國防部為嘉免戰役有功官兵，分別在民國 39 年 9 月 7 日（卅九）銓錦字第

七二 0 二號函，核頒 93 名有功人員，共頒發勛章六座、獎章三十九座、褒狀十

一軸及獎金 1,600 元；其中戰鬥英雄賴生明、鄒仕祿亦名列其中，兩人均獲得

忠貞獎章及獎金 100 元。同年 10 月 6 日國防部（39）銓錦字第七二九一號函，

補發核分蔣輝雄等十名作戰有功人員。在正氣中華報中亦有「大二膽戰役」相

關報導。（圖 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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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民國 39 年 9 月 7 日核頒大担戰役有功官兵勛獎公文 

 

圖 2-20：1950 年 7 月 31 日正氣中華報對於大担戰役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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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門戰地政務時期下的大膽、二膽 

    1. 大膽二膽防衛組織編制概述 

    歷經民國 39 年（1950 年）的「大二膽戰役」後，大膽與二膽島的戰略地

位大幅提高，其一方面用以扼制廈門灣西南之出口；另一方面則作為金門島西

側之屏障。大、二膽也因地理及戰略地位，進入長時間的備戰、防衛狀態直至

今日，有「前線中的前線、離島中的離島」之稱號。 

    在防衛工作上，島上官兵佈防組織依國軍系統編組為「營級」編制，稱為

「大膽守備隊」及「二膽守備隊」隸屬於烈嶼師部所轄，其守備隊指揮官為少

將副師長級軍官擔任。 

    在金門施行「戰地政務」兩岸對峙戰情緊崩的年代，守備隊為強化戍守功

能，除了在原有「營級」、「連級」編制外增加了具備建構防禦工事的「工兵

連」、具防衛功能的「砲兵連」以及「兩棲偵搜連」支援大隊等，擴大為「加強

營」及「加強連」編制；其駐防官兵逾 1,300 餘人。30駐防編制情形如下圖所

示： 

圖 2-21：大膽及二膽守備隊防衛的「加強」編制情形（1949-1970 年代） 

                                                      
30 國軍系統編組採「三三制」 ，亦即三班一排，三排一連，三連一營，三營一團，三團一師。

以每排人數為（9 人+班長 1 人）*3 班=30 人；每連人數為 30 人*3 排=90 人。資料來源為大膽

退役軍人林馬騰訪談內容。 

二膽守備連 

大膽守備隊長 

南山連 北山連 中山連 

工

兵

連 

兵器連 

大膽守備副隊長 

兩

棲

蛙

兵 

砲

兵

連 
搜

索

排 

衛

生

排 

支

援

排 

通

訊

排 

除了搜索、

衛生、支

援、通訊排

外，另有噴

伙

房

班 

集

用

廠 

通

訊

部

隊 

正常編制 

支援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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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二膽戰役」後金門防衛司令部對於大二擔島防衛更加重視，許多重要

政治人物、將領紛紛前往、大二膽慰問守軍。其中，在民國 40 年（1951 年）

10 月，時任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的蔣經國先生蒞臨視察，勗勉駐守官兵「大膽

者，方能負反共復國之大擔」、「大膽擔大擔、島孤人不孤」，並將島名由「大

擔」改稱為「大膽」，並題刻「島孤人不孤」於南山崖壁。大擔因此得名。同

時，一般人亦將小擔等一系列小型離島習慣稱為二膽、三膽、四膽及五膽。 

    此外，大二膽島駐防工作與防衛任務，在不同時段亦有不同佈防。例如，

本研究蒐集國防部史政檔案影像借調閱系統於民國 43 年 10 月 1 日由參謀次長

羅列簽呈資料，金防部擬報匪犯大、二担時，海空軍支援作戰三項計劃： 

(1) 海龍計劃：匪攻我大、二膽時，海空軍支援作戰計劃。 

(2) 海虎計劃：匪在青嶼、浯嶼及其附近海面對我大、二担進行攻擊時，我

海空軍之攻擊計劃。 

(3) 海豹計劃：匪在青嶼、浯嶼及其附近海面行兩棲作戰演習時，我海空軍

之攻擊計劃。 

 

表 2-5：烈嶼守備隊駐大二膽島部隊史（1949-2005 年） 

駐防單位 駐防時間 指揮官 
大 膽 守 備

隊隊長 
駐防期間事蹟 備註 

第五軍 
1949.9~1950.4

月 
李運成 不詳 

所轄第 200師師長麻

心全將軍駐西宅、第

166 師師長葉會西將

月車駐東林。 

166 師殘部撤

退時加入 

第 200 師 
1949.9~1949.11

月 
麻心全 不詳 

代號力行、天馬等。

積極構築工事，準備

巷戰。 

第一次駐防 

第 14 師 
1949.11~1950.5

月 
尹俊 不詳 

參加 1949 年古寧頭

戰役後移防列嶼。翌

年二月兼負大擔島

守備任務，拆民防加

強海岸防禦工事。 

古 寧 頭 戰 役

後，部隊整編，

為原十八師，

駐南塘。 

第 75 師 
1950.6~1953.1

月 
汪光堯 史恆豐 

1949.7.26 匪進犯大

擔島，在史恆豐營長

指揮下，盡殲犯匪，

是為大擔島大捷。 

 

第 200 師 1953.1~1954.2 王文 不詳 執行綠化政策，并積 第二次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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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防單位 駐防時間 指揮官 
大 膽 守 備

隊隊長 
駐防期間事蹟 備註 

極從事整訓。師指揮

部遷至湖下。 

第 34 師 1954.2~1956.2 

張文博 不詳 
2 月奉調烈嶼，9 月 3

日發生「九三砲戰」。 
 

羅重毅 不詳 

任內完成湖井頭、龜

山、大擔島中型播音

建設。 

 

第 81 師 
1956.2~1957.10

月 
田樹樟 不詳 

完成 155 榴砲掩體

20 座，海灘要點設軌

條砦等。 

 

第 9 師 
1957.10~1959.2

月 

黃煜軒 不詳 

民國 46 年調駐烈積

極構築工事加強防

務。 

因女青年工隊

慘案遭撤職。 

郝伯村 不詳 

8 月 7 日到職，8 月

23 日即發生「八二三

砲戰」，後獲榮虎旗。 

48 年初完成龍蟠坑

道、師指揮部遷入。 

 

第 33 師 

又 稱 埔 光

部隊 

1959.2~1961.5

月 

劉朝槐 不詳 

民國 48 年 2 月調駐

烈嶼，任內完成龍轁

坑道、東崗 240 掩體

兩座。 

第一次駐防 

 

賈維錄於大擔

復國碼頭旁留

下「豈耐我何」

勒石  

賈維錄 不詳 

任內經歷「617.619 砲

戰」及完成播音站，

八吋制式掩體 4 座，

龍威、麒麟、龍門戰

車等坑道工程。 

第 19 師 
1961.5~1963.10

月 

王廣法 不詳 

完成亂石山 240掩體

乙座，加強湖井頭工

事。 

 

韓卓環 不詳 

完成國光戲院、虎踞

樓、東林巿場、卓環

國小、陵水湖等工

程。 

 

第 41 師 
1963.10~1964.1

0 月 

張建勛 不詳 開鑿九宮坑道 
第二次駐防 

王以輝 不詳 任內完成九宮小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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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防單位 駐防時間 指揮官 
大 膽 守 備

隊隊長 
駐防期間事蹟 備註 

坑道 

第 34 師又

稱 長 城 部

隊 

1964.10~1966.1

0 月 

賈乃隆 不詳 
任內完成增鑿九宮

坑道及建八達樓子 
 

古今 不詳 

完成烈嶼鄉公所之

興建，增設空飄設

施、貴山據點、介壽

亭等工程。 

 

第 17 師 
1966.10~1967.1

0 月 
杜品 不詳 

完成湖井頭、西口分

校、烈嶼國中、東林

至湖林頭柏油路面

舖設。 

第 1 次駐防 

第 58 師 
1967.10~1969.5

月 

湯良浩 劉顯德 

完成整修九宮小艇、

防坡堤及照明設備。

增鑿龍蟠坑道、整修

國姓井等工程 

第 1 次駐防 

陳堅高 不詳   

第 27 師 
1969.5~1970.12

月 
蔡新 不詳 

完成濱海大道、蒼大

道、虎堡、構築蓮湖、

菱湖等工程。另完成

湖井頭及大膽島播

音站改裝。 

 

第 19 師 

又 稱 虎 軍

部隊 

1970.12~1972.6

月 
張家俊 不詳 

完成虎嘯山莊、勇士

堡等工程。 
第 2 次駐防 

第 58 師 
1972.6~1974.2

月 

謝榕礎 不詳 完成勇士堡 

第 2 次駐防 
范世基 不詳 

完成「中華民國萬

歲」精神堡壘，濱海

大道之整建、麒麟發

電廠。 

第 92 師 
1974.2~1975.1

月 
莊國華 不詳 完成烈嶼工程 第 1 次駐防 

第 93 師 
1975.1~1976.3

月 
張實良 不詳 

「永懷領袖」精神堡

壘，加強戰備。 
 

第117師又

名 海 鵬 部

隊 

1976.3~1977.6

月 
周世斌 不詳 

完成九宮碼頭 109公

尺，候船室及增設軌

條砦。 

第 2 次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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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防單位 駐防時間 指揮官 
大 膽 守 備

隊隊長 
駐防期間事蹟 備註 

第 92 師又

名 忠 誠 部

隊 

1977.6~1978.4

月 

張民善 不詳 完成龍門坑道 

第 2 次駐防 
傅俊傑 不詳  

第 158 師 
1978.4~1979.6

月 

火炎 劉顯德 

北 山 連 長

伍德金 

整建誠實堡 

第 3 次駐防 
時冠宇  

第127師又

稱 班 超 部

隊 

1979.6~1980.4

月 

劉樹屏 不詳 完成官兵俱樂部 

第 2 次駐防 
劉子田 不詳 完成中央坑道工程 

第 117 師 
1980.6~1981.4

月 

宋子廉 不詳 完成將軍堡工程 
第 3 次駐防 

閰志龍 不詳  

第 33 師 
1981.4~1982.9

月 
張懷禮 不詳 完成威遠 6 號演習 第 2 次駐防 

第 158 師 

1982.9~1984.9

月 
徐博生 

二 膽 指 揮

官雷春桂 

完成猛虎嶼、獅嶼施

設工程 
第 4 次駐防 

1984.3~1984.9

月 
康亞謀 不詳 

完成文康中心、大膽

中央坑道給水工程 

改為永久性守

備單位 

1984.9~1986.7

月 
馬雲昇 不詳 

L10、L64、紅山聯合

2 級廠工程。 

大、二膽彈藥庫工

程。 

 

1986.7~1987.5

月 
龔力 不詳 

大膽島北山 05 觀測

所 
 

1987.5~1989.5

月 
宋恩臨 不詳 

L18、28、30、38、51

據點工程 
 

1989.5~1991.5

月 
張寧吾 王宗智 

大膽碼頭擴建、二膽

碼頭整建 
 

1991.5~1993.2

月 
王興里 不詳   

1993.2~1994.7

月 
林茂籐 不詳   

1994.7~1995.2

月 
趙世璋 不詳   

1995.2~1997.1

月 
林肇成 不詳 

大、二膽碼頭擴建工

程 
 

1997.1~1999.3 單家驊  靶場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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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防單位 駐防時間 指揮官 
大 膽 守 備

隊隊長 
駐防期間事蹟 備註 

月 

第 158 旅 

1999.3~2000.7

月 
黃奕炳 劉良哲 

大膽島、猛虎嶼生活

設施改善 
 

2000.7~2003.3

月 
朱玉書 不詳 天頻計畫  

2003.3~2005.3

月 
陳祚民 不詳 

青岐灘頭、南山頭、

殷通營區拆除 
 

2005.2~2006.12

月 
栗正傑 不詳   

資料來源：整理自網站資料 http://taconet.pixnet.net/blog/post/32186575。 

 

    2. 大膽二膽防禦構工概述 

    歷經明清時期海上門戶角色的「大擔」與「小擔」；在民國 39 年的「大二

膽戰役」，前線中的前線---大膽及二膽島，以兩百多名守軍兵力，挺住迎面擊來

之進犯；接踵而至的「九三砲戰」、「八二三砲戰」及「六一七砲戰」雖沒有直

接登陸大膽二膽島；然而籠罩於廈門沿海射程的兩島嶼，十年內，仍承受數以

萬計的落彈。31轉以軍事島嶼之姿的「大膽」和「二膽」，為抵擋烽火連天的數

場戰役，官兵前仆後繼、馬不停蹄構築地上、地下防禦工事，使其備扼控廈門

港船隻進出的能力，藉以達到限制發展之功用。對於大、二膽島防禦工事的興

建，根據 2014 年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國立金門大學辦理《金門軍事空間資源

普查、價值評估與活化利用計畫》期初報告資料整理出以下以個期程表 2-6，構

工亦從就地取材到具體工程規劃（圖 2-22~26）： 

 

  

                                                      
31 1954 年「九三砲戰」期間共軍發砲射擊金門 52,923 發（大膽並未有明確統計）；1958 年

「八二三砲戰」期間，金門落彈統計達 47 萬餘發砲彈，而大膽二膽島遭受到 1 萬多發砲彈攻

擊，其落彈數量統計大膽島 92,469、二膽島 27,454 發；1960 年「六一七、六一九砲戰」金門

被中共砲擊數量達 17 萬餘發，而大膽二膽島遭受到 15,277 發砲彈攻擊，其落彈數量統計大膽

島共 9,632 發、二膽島共 5,645 發。（資料來源：整理自《大膽島的風雲歲月》，林馬騰

（2004），金門縣文化局）。 

http://taconet.pixnet.net/blog/post/3218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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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949 年後金門防禦構工分期表 

野戰工事時期 

野戰急造 

工事 
1949 年 5 月~10 月 

因國軍轉進金門，暫於金門列島重行設防。由於戰事

急迫與器材資源不足，部隊則以木石構造材料，或就

地取材資源興築防禦工事。 

野戰急造工

事加強及永

久化 

1949 年 11 月~1954 年 

以古寧頭戰役前之陣地為基礎，陸續增建海岸線工

事，俾能相亙側防支援，將火力充分指向灘頭。並強

化戰前所建露天無披覆主要工事，予以輕度掩蓋，使

人員物資獲得最低之安全保障。在 1951 年金門防衛

司令部年終報告書統計資料，當年金門永久性、半永

久性及野戰工事的比例約為 1:2:2。 

永久作戰工事 

工事加強及

永久化 
1955.8 月至今 

原有野戰急造工事因材料、天候影響或戰損，造造官

兵受傷等情事。因而在金門防衛司令部與美軍顧問團

史邁斯團長共同議決，加強對金門工材運補，並訂定

三項工事型式及強度原則： 

1.為便於隨同調整兵力部署，而行拆遷起見，大量構

建預製樑頂蓋工事。 

2.新建之純鋼筋混凝土永久工事，其一般頂厚為

40~50 公分，側壁厚 30 公分。 

3.將原建木石掩蓋之久工事，逐次擇要改進為 40 公分

厚之鋼筋混凝土，其上再加積土 1.5 公尺，側壁加強

為 60~100 公分厚之漿砌塊石。 

工事地下化 
1957.1 月~至今 

 

根據蔣中正於民國 46 年 1 月 5 日台統（二）昌字 000

八代號電飭：「外島工事應準地下化原則，以兵工逐

步加強」之指示，金門開始將各類主要工事，全力向

地下發展。 

全面永久作戰工事及要塞化時期 

八二三砲戰

中之整建 
1958.8~10 月 

因應砲戰當下，金門守軍一方面進行反攻，一面隨時

搶修損毀工事。 

砲戰後之永

久作戰工事 
1958.10 月~1970 年 

針對戰爭型態改變及中共火力分析，在兼顧防務與國

家財力下，外島工事之整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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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線要部（尤其接近敵區之島嶼）編成堅強坑道

式或術工物據點。 

2.反砲戰火砲掩體、觀測所及發令所應構築堅固。 

3.核心據點工事，指揮所、通訊所，力求坑道化，以

求堅固。 

全面要塞化及秘密反攻時期（1962-1970 年）國光-龍騰計畫 

生活設施改善及戰史館建設時期（1970-1990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袁興言主持，《金門軍事空間資源普查、價值評估與活化利用計畫》期

初報告，2014 年，頁 19~41。 

  
圖 2-22：1970 年代大膽官兵營合及盥洗情形           圖 2-23：1970 年代大膽島營舍建築 

  

圖 2-24：1970 年代大膽防衛「噴火組」裝備           圖 2-25：1970 年代大膽防禦火砲之一 

（資料來源：李振揚先生提供） 



61 
 

 

圖 2-26：1980 年代大膽醫院興建工程部份書圖（資料來源：國防部影像史料借閱系統申請資

料） 

 

    在長達 43 年的軍事統治期間，金門興建了各類型的軍事設施，數量之多、

密度之高，與同一歷史背景的馬祖戰地一樣，舉世少見。 

    從實際功能與空間型態的觀點，狹義的金門軍事設施大致上可分為 12 類，

分布於金門島、烈嶼等地，包括： 

(1) 戰防營區：做為防禦、觀測、戰情指揮等戰防之需，從地面到地下、從

山丘到海岸的各類工事，以及各級營區據點及小型離島防禦設施等。 

(2) 運補設施：做為島內、島外後勤補給之運輸功能，如軍用機場、碼頭、

搶灘海岸、小艇坑道等。 

(3) 訓練基地、靶場：做為軍人平日戰技訓練、演習、打靶之用。 

(4) 道路系統及其防禦工事：以防禦為考量的各層級的道路（中央、環島公

路、戰備道等）闢建，以及重要路口的機槍堡、交通扼制點等。 

(5) 阻絕設施：做為空中與海岸阻絕之用，如反空降樁（防止傘兵）、反登

陸樁（軌條砦）、海岸沙灘雷區及海岸岩石玻璃片（防止登陸艇或水鬼）等。 

(6) 民生工業構造物：做為戰地經濟發展、軍民生活之需的民生工業之用，

如電廠、酒廠、農林漁牧單位等地上及地下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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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後勤醫院：做為傷患救助、軍民醫療之用，包括戰爭期間的野戰醫院，

以及常設性的地上、地下構造物。 

(8) 戰鬥村：強化民防自衛功能之 12 個聚落，以及防禦為目的之鄉村整建

計畫、精神教化為目的之聚落改名計畫。 

(9) 廣播站與心戰喊話構造物：做為政治作戰、心理作戰之用，包括島上各

個廣播站、播音牆等。 

(10) 紀念教化建築物與軍事標語：做為戰役紀念、精神教化等強化愛國

主義、服從領袖領導的建築物或構造物，以及國軍公墓、忠烈祠、延平郡王

祠等。甚至還包括昔日暫居民宅的部隊於傳統合院或洋樓牆壁上所留下的軍

事標語。 

(11) 娛樂與集會建築物：做為軍人娛樂與集會之用，包括各個戲院、文

康中心、育樂中心、特約茶室（俗稱 831 或軍中樂園，軍中妓院）等。 

(12) 其他：戰爭歷史或戰地口述傳說的各種史蹟，特別是轉化成庶民

信仰的空間，如李光前將軍廟、烈女廟等。（表 2-7） 

    檢視目前大、二膽島上的軍事構工有以下幾種分類：（1） 戰防營區 （2）

運補設施 （3）訓練基地、靶場 （4）民生工業構造物 （5）後勤醫院 （6）

廣播站及心戰喊話構造物 （7） 集會與娛樂建築物 （8）道路系統、及其防禦

工事 （9）阻絕設施 （10）紀念教化建築物、軍事標語 （11）其他類型（如

墓園）。（2-27~31） 

 

表 2-7：金門軍事設施的主要類型 

分

類 

序

列 
類型 主要案例 照片 

構

造

物 

1 戰防營區 

太武山軍事營區及其地下工程（中央

坑道戰情指揮中心、擎天廳、雷達站

等）、各師旅營連部、砲陣地、據點、

觀測站、離島據點（建功嶼、大二膽、

北碇、東碇、猛虎嶼、獅嶼、草嶼、

后嶼等）等。 

 

 

 

 

 

2 

運補設施

（軍用機

場、碼頭與

小艇坑道） 

提供臺灣與金門之間補給，如西洪機

場（後移至尚義機場）、新頭搶灘海

岸、料羅碼頭、翟山坑道、水頭坑道、

漁村坑道、九宮坑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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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序

列 
類型 主要案例 照片 

3 
訓練基地、

靶場等 

第三士官學校（後改名為第二士官學

校、幹訓班）、教練場、靶場（珠山、

建華、小徑、新塘、前埔、鵲山、碧

山、內洋、西山等）、賈村生化基地

模擬場等。 

 

4 
民生工業

構造物 

電廠（莒光、太武、長江、麒麟等，

其中後三座為坑道電廠）、酒廠（位

於金門城，初名九龍江酒廠、後改金

門酒廠）、陶瓷廠（漁村，1962 年）、

金城煙廠（官裡，1953-55 年）、西

園鹽場（元代即已存在，1949 年恢

復，1995 年關閉）、農業試驗所（1951

年成立）、水產試驗所（1980 年成

立）等。 

 

 

 

 

 

5 後勤醫院 
花崗石醫院、沙頭醫院、東沙醫院、

烈嶼黃厝野戰醫院等。 

 

6 

廣播站及

心戰喊話

構造物 

金門廣播電台（塔后）、喊話站（大

膽、馬山、龜山、湖井頭、古寧頭）

及播音站（金城、金湖、金沙、烈嶼

等）。 

 

 

 

 

7 
集會與娛

樂建築物 

各個戲院、文康中心、育樂中心（今

東電影院、沙美戲院、南雄育樂中心、

藍天電影院等）、特約茶室（831，

如金城、庵前、小徑、陽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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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序

列 
類型 主要案例 照片 

景

觀 

8 

道路系統、

及其防禦

工事 

轍車道（烈嶼沿海轍車道、南山轍車

道）、道路景觀及非正交圓環、機槍

堡等。 

 

9 阻絕設施 

反空降樁常見於聚落或營區外圍農

田，防止傘兵降落；反登陸樁立於沙

岸為主的海岸，一般分為高、中、低

潮線來配置，搭配地雷的施放，遏止

敵軍搶灘登陸。  

10 戰鬥村 

金城、賢厝、頂堡、安歧、昔果山、

后湖、瓊林、成功、沙美、斗門、陽

翟、內洋共 12 個戰鬥村。另外，自

1960-71 年，高達 155 個聚落進行過

鄉村整建計劃。部分聚落名稱被認為

不雅，遭到改名，如下坑改為「夏興」、

陳坑改為「成功」、沙仔頭改為「尚

義」、腸肚內改為「長福里」等。另

外，駐有軍隊的民宅外牆，多施作有

軍事標語。 

 

 

 

 

 

紀

念

物 

11 

紀念教化

建築物、軍

事標語 

莒光樓、「毋忘在莒」勒石、太武山

公墓及忠烈祠、金門官兵休假中心、

迎賓館、八達樓子、中正公園、中正

堂、戰史館、各地紀念碑與紀念亭等。 

 

 

 

 

 

 

其

他 
12 其他類型 李光前廟、烈女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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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27：大膽醫院                       圖 2-28：大膽中央坑道入口 

   

圖 2-29：二膽海岸軌條砦                圖 2-30：國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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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民國 40 年至 90 年間大、二膽島之構築工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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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二膽島的防禦工事建設，本研究於整理國防部史政檔案影像借調

閱系發現，美軍顧問團對於包含營舍、火砲彈藥、通訊、儲存等相關防務建設

的影響。例如美軍顧問團團長陸軍少將鮑恩為名於民國46年8月13日文號：

MGCG EC二三05號函給國防部長俞大維內容為：「針對民國46年7月12、13日

美軍顧問團陸軍組組長陸軍准將雷士登（Risden）參觀大擔與二擔島駐軍部隊

及防務情形之建議；而國防部亦針對雷士登參觀大擔與二擔島駐軍部隊及防務

情形之建議於民國46年8月30日以（46）揮技字第390號函覆美軍顧問團。」其

具體意見回覆如表2-8所示： 

 

表 2-8：烈嶼守備區對雷士登（Risden）將軍訪問大二擔建議實施概況表 

項目 美軍顧問團建議事項 實施概況 

武 

器 

及 

武 

器 

掩 

體 

彈 

藥 

1.工事射孔應予擴大俾可具有較良

子之射界及相互支擾火力 

經於 7 月 25 日前全部工事射口普遍

擴大完畢 

2.自動武器應重新配置俾對指定之

射界給予最大之低伸射擊 

另於東西海灘兩處構築自動武器掩

體可獲得最大之低伸射擊刻正構築

中 

3.七五無後座力砲之陣地應重行設

計俾儘可能具有 360 度之射擊 

因限於地形及幅員無法構築 360 度

射界之陣地（利用補助陣地增大射

界） 

4.五七戰防砲陣地進出道路應重行

構築俾轉移陣地時不須拆卸武器 

1.大擔已無適當之位置可作該火砲

之預備陣地 

2.原有陣地之進出口儘可能設法改

進 

5.八一及六 0 迫擊砲陣地地面應敷

以泥土俾射擊時不致移動 
於 8 月 31 日按照建議改進 

6.四二迫擊砲陣地頭上之掩蓋應予

除去改用露天的及偽裝良好的坑式

陣地 

正研究改進中 

7.所有武器陳地須準備及保有距離

卡片 
原有陣地均已完成此項資料 

儲 

存 

1.砲兵陣地之彈藥應予減至需要量

俾能適當儲存及保養 
於 7 月 14 日按照建議改進完畢 

2.五七戰防砲彈藥應從金屬之容器

內取出而容器之金屬蓋子應加清拭

其鐡銹應予除去桶蓋內部之銷（或

閂）應塗一層薄油俾使容易開啟 

於 7 月 14 日按照建議改進完畢 

通 

信 

1.所有電線應敷設於戰壕內或埋設

地下 

1.大擔南北山間及二擔間之電覽已

重新開始埋設 9 月底前完成 

2.大擔南山之電線因限於地質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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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設全部均敷設於交通壕內 

反擊 

計劃 

1.反擊計劃重新研究俾便反擊部隊

從側翼作最後之突擊以代替向突砲

口之正面實施反擊 

1.於 8 月 1 日安字第一五 0 號令重行

修正 

2.因限於地形反擊部隊從側翼作最

後之突擊甚受限制經力求火力兵合 

後 

勤 

1.重武器之備份零件應達到并保持

所核定之存量基準 

已於本年 8 月 22 日、29 日分別向金

防部申請憑單號碼 

2.應考慮由金門調撥一艘小型操舟

機動船交給大擔以供大擔與小擔間

航行用 

已向上級建議辦理中 

康 

樂 
應為部隊另增設籃球場及放映電影 

1.籃球場已向上級申請撥發材料構

築 

2.電影每月前往放映 2 次，每次 3~4

場，如影片來源充裕當可增加次數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檔案影像借閱系申請資料。 

 

歷經明清時期海上門戶角色的「大擔」與「小擔」以及「大二膽戰役」

後，前線中的前線軍事島嶼之姿的「大膽」和「二膽」，島上官兵為了防禦需求

前仆後繼構築地上、地下防禦工事，使其備扼控廈門港船隻進出的能力，藉以

達到限制發展之功用。今天，我們乃可由駐軍興建所興建的軍事設施上，大多

能找到相嵌於構造物上（或一旁）的興建年、部隊等泥塑標牌或石刻。（圖 2-

32、33） 

  

圖 2-32：興建於民國 60 年的制勝堡         圖 2-33：民國 70 年埔光部隊興建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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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1992 年解除戰地政務至今大膽、二膽資源盤點 

前線中的前線──大膽及二膽島，在民國 39 年的「大二膽戰役」，以兩百

多名守軍兵力，挺住迎面擊來之進犯；以及接踵而至的「九三砲戰」、「八二三

砲戰」及「六一七砲戰」雖沒有直接登陸大膽二膽島，然而籠罩於廈門沿海射

程的兩島嶼，十年內，仍承受數以萬計的落彈。32 

緊張對峙的時代裡，為固守前線基地，大膽、二膽守備隊增加至一個加強

營的編制；因軍事需求，靠著運補及就地取得的材料，不分官兵日以繼夜構築

掩體工事。在歷經不同時期部隊駐守與經營，島上遍佈嚴密的防禦設施如海岸

據點、全島相通的地下坑道、層層阻絕設施等；包含對外的政治作戰播音站、

播音牆、心戰牆及空飄站；以及和小艇坑道相通的醫療空間、軍事教化場所、

休閒中心及隨處可見的精神標語。數年來的戰事生活，各據點亦發展出承接精

神寄託與信仰的廟宇等；加上國軍駐守前，便有人跡活動存在證明的清代石刻

群、清康熙年間的將軍墓等，展現豐富多樣化的戰地地景。 

    大膽二膽島尚未有被指定或登錄之文化資產；然而金防部後勤單位自主管

理一份文化資產清冊〈陸軍烈嶼地區指揮部大膽守備隊文化資產〉、〈陸軍烈嶼

地區指揮部二膽守備隊文化資產普查清冊〉。清冊中，除了清康熙剿海寇有功的

「明威將軍墓」，以及清康熙至雍正年間的「北山碑竭群」外；其餘大多為

1949 年以後因軍事活動而興建的建物與器具。也因為守備隊對其文物的重視和

定期照護，目前外觀上大都保持良好。 

    隨著金門戰地政務解除以及兩岸政治和緩，加上臺灣自民國 83 年起提出

「十年兵力規劃」，於是有了「精實案、精進案、精粹案」三階段裁軍的計畫，

配合募兵制度的推動，同時精簡兵力、提昇人員素質與整體戰力，建構一支

「量適、質精、戰力強」的現代化部隊之理念與作為；大膽、二膽亦在這波裁

軍動作之列。    再者，民國 102 年政府提出大膽、二膽逐年釋出計畫，期望

於 103 年 6 月 30 日完成移交金門縣政府，並於 104 年 7 月大二膽觀光試營運、

9 月正式開放觀光活動預做整備。為此，本團隊進一步盤點島上相關資源，包

含交通、營舍、水、電等資源。 

   

                                                      
32 「九三砲戰」共軍發砲射擊金門 52,923 發（大膽並未有明確統計）；「八二三砲戰」大膽二

膽島落彈一萬多發（大膽島 92,469、二膽島 27,454 發，金門地區共計 57,532 發）；「六一七砲

戰」大膽二膽島總計落彈 15,277 發（大膽島共 9,632 發、二膽島共 5,645 發）（整理自《大膽島

的風雲歲月》，林馬騰（2004），金門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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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102 年 10 月 28 日金門日報報導有關大二膽移撥報導 

 

    此外，金門縣長陳福海於 104 年 1 月 17 日登大膽實地踏勘後亦特別交代觀

光處長王中聖，針對大膽島開放觀光先不要訂定期程表，縣府可以著手邀集學

者與民間代表成立推動規劃小組，充分多元的導入各界意見，最重要的是絕不

可以為了要搶著開放而去破壞原有風貌，未來島上遊程盡量以步行漫遊取代車

輛走馬看花，對於登島人數也應採限量配額並導入收費措施，務必守護大二膽

這塊軍事寶地。33 

 

一、軍事景觀資源 

    1.交通資源 

    （1）大膽碼頭：位於南山的「大膽碼頭」是進出大膽到的唯一入口。 

    在現今碼頭未建置前出入大膽泊船地點有二：一為「第一津」古渡頭（圖

2-35），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軍隊進駐之後在古渡頭旁修建成「復國碼頭」（圖 2-

36），作為島上交通出入口，但該碼頭在民國 47 年「八二三砲戰」遭砲擊毀

損；二為寶靈寺旁沙灘，主要接泊前往寶靈寺進香或住山僧、尼出入或補給之

用，但該處泊船空間於民國 38 年國軍進駐後停止使用。 

                                                      
33 資料來源：2015 年 1 月 18 日〈金門日報〉：翁維智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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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大膽碼頭興築緣於八二三砲毀復國碼頭，為使島上官兵補給無虞及相關

安全上之考量，選擇位於大膽島南山「尾澳」闢建現在的「大膽碼頭」。（圖 2-

37）大膽碼頭相關設施從早期應因運接駁臨時性建築，到今日我們所見之建設

完備碼頭工事，分別民國 78、84 年進行擴建工程。     

 

  

圖 2-35：「第一津」古渡頭                  圖 2-36：毀於八二三砲戰的「復國碼頭」 

 

圖 2-37：大膽碼頭現況 

 

    （2）二膽碼頭：二膽碼頭建於何時目前沒有確實史料證明，根據但在碼頭

未興建前大二膽交通是依賴以人力舢舨為主，主要仍停泊在現有碼頭位置。（圖

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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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1970 年代二膽碼頭                  圖 2-39：1980 年代二膽碼頭 

資料來源：廖樹財先生提供。                資料來源：陳昰傑先生提供。 

 

    2.道路資源 

    （1）大膽道路系統： 

    目前大膽島上主要道路有五條，分別為南京路、忠誠路、北平路、西藏路

及生明路34（或稱中央公路），其分布情形如圖 2-40 所示。而這五條道路均在大

膽開放觀光範圍之列。 

    圖 2-40：大膽島道路分布示意圖 

 

    （2）二膽道路系統： 

                                                      
34 生明路之命名為民國 88 年駐島指揮官劉良哲先生，為紀念「大膽戰役」戰鬥英雄賴生明於

戰役期間奮勇穿越中央沙灘傳遞訊息精神，進而將中央公路改名為生明路。 

南京路 

西藏路 

北平路 

中央公路， 

現稱：生明路 

忠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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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膽島上道路共有七條，主要為勝利路、成功路、忠勇路、復國路、反攻

路、克難路、團結路，其分布狀況如圖 3-41 所示。 

圖 3-41：二膽道路分布示意圖 

 

    3.軍事據點資源 

歷經明清時期海上門戶角色的「大擔」與「小擔」；民國 39 年以後，「大

膽」和「二膽」轉以軍事島嶼之姿，抵擋烽火連天的數場戰役，官兵前仆後

繼、馬不停蹄構築地上、地下防禦工事，使其備扼控廈門港船隻進出的能力，

藉以達到限制發展之功用。 

從戰事到防禦需求，善用大膽二膽島原有地形、地質而起的工事系統。從

碉堡、射口與阻絕設施，以及日常訓練空間、靶場，甚至據點間支援的軍力的

坑道、交通壕，是島上最重要的軍事設施。本研究依據金門防衛指揮部提供資

料大二膽島上軍事資源如表 2-9 所示： 

 

  

成功路 

好漢坡 

勝利路 

克難路 

反攻路 

團結路 

忠勇路 

復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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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大膽二膽島軍事設施主要類型 

序列 類型 案例 照片 

1 戰防營區 大膽北山排部、觀測所 

 

2 

運 補 設 施

（碼頭與小

艇坑道） 

金鵬坑道、大膽二膽碼頭 

 

3 
訓練基地、

靶場等 
北山靶場、二五公尺歸零靶場 

 

4 
民生工業構

造物 

大膽發電廠、大膽軍郵局、海淡

廠 

 

5 後勤醫院 大膽醫院、野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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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廣播站及心

戰喊話構造

物 

大膽播音站、北山播音牆、大膽

心戰牆、空飄站 

 

7 
集會與娛樂

建築物 
生明廳、文康中心 

 

8 

道路系統、

及其防禦工

事 

大膽中央坑道入口、碉堡（中

堡）、小虎山（海岸據點）、迫擊

砲陣地（砲陣地） 

 

9 阻絕設施 二膽海岸軌條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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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紀念教化建

築物、軍事

標語 

國旗台、自由屏障勒石 

 

12 其他類型 神雞墓、茜露墓園 

 

 

    4.其他 

在這 2 座以「戰地」為主題的文化景觀，還有其他軍事意象，遍布兩島，

像是石獅、路牌、據點鐵門、阻絕設施、名人題刻、塑像及教化場所等，雖然

部分並非以建物存在，卻因附屬在不同構造物之上，以文字、型態而塑造出濃

濃厚戰地意象。 

（1）石獅子： 

從碼頭、道路兩旁（大膽島的生明路、北平路）、階梯、據點外，石獅子分

佈在島上各處的欄柱、門柱上。目前，根據本計畫調查大膽島上約有 491 對石

獅子，共 1,000 多隻；主要分為三種類型：腳踩彩球（公、母獅及子獅）、把凶

猛踩球的獅子、腳踩銅錢串（公、母獅及子獅）。此外，在大膽島北 03 據點及

南 06 據點，也有例外的綠色琉璃石獅。 

以「生明路」為例，全長 600 公尺，兩旁共有 212 對石獅子，每對均有

公、母、子之分，大小共計有 636 隻。 

對於石獅於島上設置緣由，據說源自島上官兵曾在北山連據點外受到鬼魅

驚嚇，因而以此鎮壓；民國 79 年（1990 年）指揮官派人返台購買製作石獅的

模具，並大規模製作石獅，安放於各據點門柱上；而其他大型石獅則是價購方

式上島的。隨處可見的石獅子，使登島來賓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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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大二膽島石獅類型 

石獅類型 現況照片 

主要分佈： 

生明路、中正公園階梯、

寺廟前及據點門柱 

 

腳踩彩球（公、母獅及子

獅） 

  

  

  

 



78 
 

據點、播音站門柱 

 

凶猛咬彩球 
  

生明路（南山橋頭）、北

安寺前 

  

腳踩銅錢串（公、母獅及

子獅，大型） 

  

位於大膽南山國旗台階

梯，南 06；北山國旗台

據點，北 03（極少） 

 

琉璃獅子 

 

 

（2）名人題刻、標語及紀念教化場所 

大膽島北山有清代遺留下的石刻群：民國 38 年（1949 年）以後，島嶼身

份的轉換，更增加諸多元首、將領的訓勉石刻，以及隨處可見的標語、對句，

用以激勵軍心。像是隨處可見的「島孤人不孤」、時任參謀總長郝柏村的「團結

鞏固精鍊」、「忘戰必危」、前總統李登輝的「崇法務實，勤勞儉樸」、文康中心

上方的「大膽忠魂」、小虎山上的「回頭是岸」、賈維錄將軍於復國碼頭的「其

奈我何」、二膽島上的「偉哉戰士來者勿忘」等。 

精神標語、堡壘，以大膽島入口碼頭及後方中正公園為最多，二膽島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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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周邊最為密集；其他則附於各碉堡、據點門柱之上。這些難以計數的精神

標語像是：生活規範「整潔禮貌秩序」、「國家責任榮譽」、「我們的決心：獨力

作戰、自立更生、堅持到底、死裡求生」、「親愛精誠」、「中心貫日月，奮勇撼

山河」、「決心時時可死，作戰步步求生」、「毋忘大陸」、「毋忘在莒」、「莊敬自

強，處變不驚」、「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全爭天下」、「海上長城，反攻

跳板」、「時時備戰，日日求新」等。另外，大膽島南京路上留有一顆充滿彈痕

的巨石，是「八二三砲戰」時島上承受十萬餘發砲彈的痕跡。 

此外，這些帶有教化意義、鼓舞性質的標語、題刻方式，也放置在空間的

名稱上，像是為紀念「大二膽戰役」英雄賴生明，而把大膽文康中心命名為

「生明廳」、中央公路名為「生明路」等，都是大膽二膽島上無所不在的「紀念

教化」之展現。 

 

表 2-11：島上題刻、標語及紀念教化場所 

題刻、標語類型 照片 

名人石刻 

 

蔣經國總統「島孤人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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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刻、標語類型 照片 

 

前總統李登輝的「崇法務實，勤勞儉樸」 

 

賈維錄將軍「其奈我何」 

 

郝柏村「團結鞏固精練」 

精神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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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刻、標語類型 照片 

精神牌坊（大膽中正公園） 

 

精神標語（北安寺牆外） 

 

毋忘在莒（大膽中堡） 

 

忠誠精實（大膽南山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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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刻、標語類型 照片 

 

 

精神標語「我們的信條」（大膽中央連） 

 

「全爭天下」（大膽北山） 

紀念教化場所 

 

以軍為家公園（大膽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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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刻、標語類型 照片 

生明廳（大膽碼頭） 

 

（3）塑像 

為表效忠領袖，大膽、二膽島上都設有蔣經國、蔣中正等塑像，位於兩島

的中正公園以及大膽島的小虎山。這些塑像再現戰地時代對於領袖的忠貞不二

之象徵。 

此外，對於島上塑像在政黨輪替期間，前總統陳水扁先生曾將蔣中正塑像

換成大膽島的「海上長城」標誌，並將「效忠領袖、民族救星」等標語改以

「雄鎮海瀾、乃成其大；屹立狂濤、唯具爾膽」；蔣經國塑像換成砲彈塑像；駐

島軍人仍將原本的泥像收藏於大膽播音站的木櫃中，待政黨再次輪替時，予以

替換。 

 

表 2-12：島上領導塑像 

人物塑像 照片及位置 

總統蔣中正塑像 

 

大膽中正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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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小虎山 

 

二膽中正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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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蔣經國塑像 

 

 

二、自然生態資源 

    1.地質 

整體而言大膽二膽島的地質可與鄰近的金門及烈嶼的地質單位相對應，大

膽島基盤的花岡片麻岩，對比太武山花崗片麻岩，侵入年代約為 1 億 4,000 萬

年前；大膽北山片麻岩則可對比成功片麻岩，侵入年代約為 1 億 3,000 萬年

前，屬於大陸東南晚燕山期，地底深處岩漿活動形成的巨大岩體，其後歷經長

期地殼變動和剝蝕作用而露出地表。 

今日突出海中的大、二膽島，在冰河時期全球海水面下降達 140 公尺時，

各島與大陸是相連的。間冰期海水面上升，低窪處被淹沒，大膽（南山與北

山）、二膽、三膽、四膽、五膽等，才逐一變成今日大海中突出的山頭。 

大膽島南山最高海拔 96 公尺，構成南山的基盤岩石為花岡片麻岩，花岡片

麻岩形成後，復有花崗岩、輝綠岩、石英岩眽等火成岩眽的侵入。基盤之上依

序堆疊礫石層、紅土層、及現代沉積層。構成北山的岩石以片麻岩為主，此型

片麻岩中常夾角閃岩質的深色包裹體。南、北山原為各自獨立的山丘，受波浪

與風的搬運和沈積作用，延中間軸線堆積出一條長達數百公尺、寬數十公尺的

長條形沙灘，此等現代沉積物串接兩端山丘，連成一扁長形的島嶼。（圖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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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大二膽地質源分布示意圖 

 

    2.潮間帶 

此外，大膽二膽島的海岸潮間帶，從生態的角度與大、小金門島並無太大

差異。但是大、小金門島岩石海岸生物，由於長期受到居民的採集，族群數量

持續降低；相較於此，這些種類在大膽二膽島因為官兵並無採集行為，而維持

相當良好。由於這些動物的幼體，皆依靠洋流播遷，因此這些小型島嶼，若能

以限定遊客量的低密度開發，將能成為金、廈海域重要的種源（圖 2-43~45）。 

    因此，整個海岸潮間帶，若能限制採集活動及維持環境完整性，將對周邊

海岸的生物多樣性與保育，具有庇護所的重要意義。 

   

圖 2-43：花青螺 圖 2-44：棘牡蠣 圖 2-45：石磺 

    3.植物 

大膽二膽島因戰爭襲擊與構建地上地下軍事設施，自然環境受到常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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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干擾，植被相顯得破碎零散。主要的棲地大都被外來引進的植物占據，原

生植物相當程度被壓縮在侷限的環境裡，因而沒有特殊或珍貴的種類（圖 4-

46~50）。 

 

    

圖 2-46：車桑子 圖 2-47：龍爪茅 圖 2-48：宜梧 

    

圖 2-49：紅珠藤 圖 2-50：海金沙孢子囊群 

此外，作為軍事島嶼，島上道路兩旁、營舍據點附近，引進種植非常多的

綠化樹木以及軍事用途植物；綠化樹種例如楓香、樟樹、光臘樹、榔榆、榕

樹、茄苳、台灣欒樹、檸檬桉、大葉桉、桂竹等；以及軍事目的隱蔽掩蔽，阻

絕用途植物以瓊麻、木麻黃、九重葛為主，構成島上特殊的綠色景觀（圖 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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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隨處可見的巨型瓊麻 

 

    4.動物 

 兜蟲亞科即兜蟲，有時也稱為「獨角仙亞科」，在台灣有九個品種，以蘭

嶼姬兜較為人所知，生長的過程由卵到一齡蟲、二齡蟲、三齡蟲、蛹、成蟲。

建設處補充說明：由於尚未確認大膽姬兜的種類，生活史暫以福建分佈的翹角

姬兜作為參考：翹角姬兜為一年一世代之昆蟲，不同發育階段的平均時間為：

卵 21 天，總幼蟲期 188 天（一至三齡），前蛹期 14 天，蛹 23 天，成年雌蟲壽

命 102 天，成年雄蟲壽命 90 天。雌蟲的平均產卵量每隻可產 55 顆卵。 

大膽島上的「姬兜蟲」若推斷屬實，且為福建分佈的種類或是其亞種，則

大膽島「姬兜蟲」將成為台灣產兜蟲亞科中的第十種兜蟲。「姬兜蟲」屬於鞘翅

目之大型甲蟲，目前已確認中華民國領土中僅分佈於台東縣的綠島與蘭

嶼。 「姬兜蟲」體型較獨角仙稍小，體型圓胖，與獨角仙最大的差異在於胸部

的背角特別發達壯碩，而頭角則比獨角仙相對短小；「姬兜蟲」會利用頭角與胸

角當作鉗子一般來使用，有時做為競爭雌蟲的打架工具，有時也會橫向夾起雌

蟲移動並有獨佔現象。 

 甲蟲外型與日本傳統武士盔甲相像，故有「甲蟲武士」之稱。大、二膽軍

事價值與歷史濃厚，「姬兜蟲」不僅深具當地生態特色，更可軍事武裝延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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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除可做為島嶼亮點外，更可作為島嶼開放後的指標物種。35 

 

 

圖 2-52：大膽島上的「姬兜蟲」（資料來源：揭自 2015 年 4 月 8 日，〈金門日報〉影像照片） 

 

三、民生資源 

    基礎的水、電、道路系統之外，來自後援與大膽二膽島之間的物資補給，

皆是用以維持前線島嶼戰備需求的重要設施，其中水、電更是影響後續大二膽

推動觀光的重要因素；因此，本團隊在民生需求資源上提出水、電資源調查。 

    1.水資源： 

    民國 39 年以前大二膽島上僅有寶靈寺住山僧或大膽燈塔守護人員居住，並

無常駐居民。因此對於水資源使用，只需仰賴井水、或雨水收集即可。 

    受到民國 38 年後國共對峙，大二膽島上湧入千餘人規模軍隊駐守，水的取

得成了駐軍首要解決課題。為解決乾旱缺水之苦，島上官兵在據點掘井，蒐集

岩壁滲水、雨水而成池。井水的飲用供給一般是足夠的，但若牽涉到洗漱之

用，水資源就限制得相當嚴格。本團隊曾訪談於 196、70 年代島上服役軍人表

示：「當時大膽島上缺水，所以官兵在登島前一律理光頭，一方面可以減少洗頭

用水；另一方面要預防官兵叛逃情事之發生，理了光頭就容易被大陸那邊當作

犯人。」或「大膽島相當缺水，喝的水主要依賴神泉供給，其他的如洗澡、洗

                                                      
35 資料來源：2015 年 4 月 8 日，〈金門日報〉：楊水詠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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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用水實在不足，洗澡只能在下雨天時才有比較足夠水源，每到下雨天，部隊

弟兄都會在露天廣場直接盥洗或是用臉盆接少許水擦拭以及利用海水洗澡；衣

服部份乾洗更是常見的現象。」另一官兵則回憶早期學長所說：「以前二膽島水

資源僅仰賴井水跟雨水，二膽島每天每人只有一臉盆的配水量，實在很吃

緊。」可見水對於島上官兵的重要性，也因此孤島上的用水，一分都顯得甘甜

而重要。 

    為了確保水源供應大膽二膽島駐軍，島上除了水井、蓄水池開挖外，近年

也增設有海水淡化設備。（表 2-13） 

 

表 2-13：大二膽島的水資源 

大膽島 

水資源類型 
名稱 地點 使用現況 照片 

地下水 

神泉 北山 

為大膽北山地區主

要飲用水來源，並

支援南山地區飲用

水，每天可抽水 3

次，每次約 2 噸。 
 

海鳳泉 北山 

井水鹹度高於「神

泉」，101 年 8 月停

用。 

 

莒士泉 南山 
配合海淡機淨化功

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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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龍神

泉 
南山 停用 

 

青泉 南山 

目前仍處於可使用

狀態，但使用頻率

較少 

 

海水淡化 

海淡機組於島上設置時間目前可知是民

國 79年以後，共有二組，每日使用 8小

時，採隔天輪替，每天可產 5噸淡水 

 

蓄水池開挖 

目前島上蓄水池有 5座，包含埔光池（近

北山連部）、中 01、南 18、南 13中正

池（中正公園旁）及茜露墓園旁的一池 

 

 

二膽 

水資源類型 
名稱 地點 備註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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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萬 人 井

（神井） 

碼頭右

側 

為二膽島上日常

用水來源（若遇

井水不足，則導

引蓄水池的水） 

 

海水淡化 

海淡機組共有二組，每 5日進行一次海

水淡化作業，每次作業時間為 8小時，

每次可產 5公噸淡水 

 

蓄水池開挖 
為相通兩處，位於碼頭右側大型蓄水池

及精神牌坊旁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整理。 

 

2.電力資源 

離島資源不豐，同樣也於在大、二膽島印證，島上的飲水及照明需求均必

需自食其力。在 1950 末以前的大二膽島，多以煤油燈、蠟燭為碉堡照明；當時

蠟燭成本高，因此大多以煤油燈當入夜後的重要光源。戰地散文《碉堡與電

燈》描述煤油燈如「鬼火」亮度，以及燃燒時產生的黑煙，燻黑了衣物，影響

了呼吸系統；官兵雖不堪其擾，卻也沒有更實惠的方法而苦惱。一切在通訊連

將電線接通至碉堡中，才重見光明般地，點亮了希望： 

 

沒想到通訊連的關懷，將司令部的電燈線遠遠的接近了各碉堡，

現在，我碉堡裡的電燈，正放射出幽美的光輝，使整個碉堡充滿了光

明，從此我可利用晚上來看書、習字、寫信、辦公…。36 

 

大膽島究竟何時才有發電設備，經過本團隊向國防部影像史料系統查找，

發現在民國 47 年 7 月 3 日（47）烈熙字第 587 號函主旨為：「令撥大担、高登

                                                      
36 〈碉堡與電燈〉，童世傑，《碉堡與電燈》，民 48 年，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頁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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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W 電電機各一部」可知大膽島上的發電設備於民國 47 年即己存在。（圖 2-

53） 

隨著現代化設備的進駐，目前兩島皆設有 24 小時運轉的發電廠，以柴油發

電供全島之用。目前大膽島有「大膽發電廠」，以 60KW 發電仍在使用，並有另

專供海淡廠發電用 20KW 發電機組。二膽島有 2 處發電廠，一為「二膽發電

廠」，以 60KW 發電，供日常使用；另一處專供浴室用電的 20KW 發電機（原有

一「心戰牆發電廠」，因心戰牆的照明發電需求不在而停用，廠內發電機已在島

上拆解），二膽島上亦有一專供海淡廠發電用 20KW 的發電機。（表 2-14） 

  

圖 2-53：令撥大膽發電機公文（資料來源：本計畫申請自「國軍史政檔案影像借調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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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大二膽島發電現況 

 
發電機

組類型 

數

量 
裝置容量 使用狀況 照片 

大

膽 

60KW 4 240KW  
發電機組採

6小時輪替 

 

20KW 2 40KW  

海 淡 廠 使

用，每日使

用 8小時，

採隔天輪替 

 

二

膽 

60KW 2 120KW  

發電機組採

12 小時輪

替 

 

20KW 1 20KW  

供二膽島上

每 日 晚 上

6:00-10:00

軍人盥洗用 

 

20KW 2 40KW  

海 淡 廠 使

用，目前海

淡機組 5天

使用一次，

一次使用 8

小時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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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資產 

1949 年以前的大擔小擔島，大致有官方的海上防禦、航標，以及民間信

仰、捕漁人的暫歇之用；島上另外有大膽燈塔的守塔人，駐於南山。兩島功能

主要作為海上驛站，人類並未長久落腳於此，亦未能發展出聚落甚至是建築

群；遑論以人類、族群為載體，而流傳下的傳統藝術、民俗文物；加以 1949 年

以後，大膽二膽島承接數以萬計的落彈，駐軍深入地上地下進行構工，大二膽

土地經過多次干擾對於文化資產歷史遺跡調查工作增加不少困難，本計畫僅能

就地上文化資產進行盤點包含墓塋、宮廟及碑刻等。 

 

1.墓塋 

大膽二膽島距離廈門島南端，「寶靈寺」吸引廈門人在閒暇之餘渡船前來進

香外；因其山明水秀，為一良好的風水寶地，因而有不少閩南沿海紳商到此墓

葬。歷年島上官兵發現整理後，至少有 10 多座墓，最遠可追溯至清朝年間；而

其中又以「明威將軍墓」最為著名。 

「明威將軍」字紹武，名隆昌，直隸宣北人，生於清康熙二十二年，卒於

乾隆二十三年（1683-1758）。將軍少有志節，治軍嚴明，畢生以剿寇為志。時

閩、浙、粵海賊猖獗，四方焚掠，濱海之民不勝擾攘，清政府多次派兵圍剿不

克，而賊氛愈熾，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時值乾旱飢荒賊寇登岸燒殺強

掠，將軍奉命剿寇，大敗賊寇於浯嶼，黎其巢，後來將軍以浯嶼為指揮部，餘

寇望風而逃遁入大二膽。翌年，將軍續進剿之，大獲全勝，濱海之民莫不交相

頌德。將軍累官至壁山、河北二鎮總兵，五十七歲辭官，歸隱於此，卒時，乾

隆皇帝因其功於國家，特誥封「明威將軍」以昭武德。37 

劉隆昌將軍對大膽島情有獨鍾，年老辭官後便歸隱於大膽；卒後，乾隆皇

帝因其功於國家，而特誥封為「明威將軍」，並予以葬於大膽島大虎山。墓碑上

「誥授明威將軍劉公塋域」，在清代官員授階中，一品到五品為誥授，也是乾隆

皇帝予追贈之官階。38 

「明威將軍」墓園因大二膽進行戰時構築工事遭掩埋，直到戰事稍緩和，

民國 80 年（1991 年）間陸續被發掘；民國 81 年（1992 年）5 月動工興建，9

月完工。面對漳州與二膽島的將軍墓，軍方名之為「明威公園」，並留下原有的

清代花崗石墓碑。（圖 2-54~57） 

                                                      
37 資料來源：明威將軍墓誌。 
38 清代官员的等级勛級撤併入世爵世職，散官則變成了封赠。 从顺治初年起，清朝政府就规

定，凡官员“覃恩及三年考满”，按品衔高低都可以封贈。康熙四年(1665 年)，停官員三年考

满给予封典例。故官員只要碰到朝廷慶典，頒發恩詔，而任職二年以上者，便可请求封贈。但

在武官封贈十八階當中並未有「明威將軍」乙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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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4：明威將軍墓園入口影像            圖 2-55：明威軍軍墓園牌樓 

  

圖 2-56：明威軍軍墓塋                    圖 2-57：明威將軍墓碑 

 

除「明威將軍」墓塋外，今天的大膽二膽島仍留有清代、民初、民國 38 年

（1949 年）以後的墓塋約 10 餘座及因特殊事件建立動物墓塋，詳如表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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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大、二膽島上墓塋調查表 

編號 位置 名稱 年代 照片 備註 

大膽 

1 發電廠旁 鷺江陳母墓 

不 詳

（應為

清代） 

 

由 駐 島

軍 人 於

清 明 時

節祭拜 

2 中央沙灘 無名軍人墓 
民 101

年 

 

因 大 膽

排 雷 整

理 出 之

遺骸，由

駐 島 軍

人 於 清

明 時 節

祭拜 

3 軍郵局後 敵後英雄 
民 61

年 

 

由 駐 島

軍 人 於

清 明 時

節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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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山連 神雞墓 

民 50

年（經

54 及

60年整

建、重

建） 

 

現 無 祭

祀行為 

5 中央連 茜露墓園 
民 59

年 

 

由 駐 島

軍 人 於

清 明 時

節祭拜 

6 北山連 軍犬墓塋 
民國70

年代 

 

無 人 祭

拜 

7 北山連 軍犬墓塋 
民國70

年代 
 

無 人 祭

拜 

二膽 

1 P-02 穎川陳朝 

民辛末

（民20

年）修 

 

由 駐 島

軍 人 於

清 明 時

節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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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02 
王典如士官

墓 

民 44

年 

 

由 駐 島

軍 人 於

清 明 時

節祭拜 

3 P-03 貞女墓 
民 89

年 

 

由 駐 島

軍 人 於

清 明 時

節祭拜 

4 P-08 
龍溪交援阮

公、張氏墓 
不詳 

 

由 駐 島

軍 人 於

清 明 時

節祭拜 

5 P-08 
普口張公陳

氏墓 

清光緒

丙午年

（光緒

32 年） 

 

由 駐 島

軍 人 於

清 明 時

節祭拜 

6 P-11 無名英雄墓 
民 62

年 

 

由 駐 島

軍 人 於

清 明 時

節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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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21 
皇清顯妣教

娘廈門陳氏 

清（不

詳） 

 

由 駐 島

軍 人 於

清 明 時

節祭拜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整理。 

 

2.宮廟 

大二膽島著名廟宇「寶靈寺」據《廈門志》載：「大担澳，在大担嶼西，天

后宮前，可暫寄泊。」「前園宮，在大担山後，天后祖廟也。杯茭甚靈。」從史

料顯示其廟名曾幾度更替（以下本計畫以「寶靈寺」稱之）。 

「寶靈寺」位於北山，其建築規模為三進式建築，是往來大擔島上聚集的

場所。島上曾有漁家在此搭茅屋而居，因屢遭盜賊侵擾，而無法長久居留，而

後成為「寶靈寺」廟方資產，住持僧侶耕種於此，自食其力；因旁有井水，廟

方亦提供茶水香客、捕魚人、過路者，因而成為一驛站地。昔「寶靈寺」宮埕

口前沙灘為碼頭，遇風浪大作時，閩南七縣漁船都趕來此避風，漁家也攜家帶

眷到島上歇息，燒香祈願。 

除了清代「寶靈寺」遺址以外；經本次調查，扣除難以進入的據點外，紀錄 20

餘座守軍興建的小廟表 2-16 所示： 

在幾場砲戰的猛烈轟擊及後續守備軍隊的駐軍生活中，創造、遺留下種種

以「島上動物」為主角協助各項防務的英勇故事。像是與軍人並肩作戰的「軍

犬」，協力撲殺進犯敵軍；在砲戰來臨前，預警示的啼叫鼓翅飛奔於各據點的

「神雞」；或是每當重要砲擊前，便現身於洞穴口的「神蛇」，預示一次次成功

的抵擋等。傳說也好，真實也罷，大膽二膽島上足以堪稱一據點一廟宇的盛

況；得以想見守軍在島上度過的茫茫歲月中，逐步發展出的精神與信仰的需

求。 

直至今日，各廟宇仍流傳著不同的故事。本次調查時，大膽島上官兵便告

知一則「平安寺」的小故事：據說新兵被主祭神「觀音」托夢，要求他到此打

掃；這個尚未報到，連地理位置、空間都還不清楚的新兵當天清晨，便趕緊到

此處幫忙打掃；而顯現其廟宇的「神性」。 

在大膽二膽島上的「廟」，無法以一般人認知的「廟宇」規模相比。這些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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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於狹窄碉堡或山壁裡的小廟；小至以一包水泥建成，大則有一個人的高。據

調查，大膽二膽島上，至少有 20 餘座小廟，部分在陡峭、雜草叢生的的據點

內，而無法觸及。39 

 

表 2-16：大二膽島的廟宇 

名稱 位置 主祭神 年代 照片 備註 

大膽 

北山寺 

北 山 絕

壁下（北

02） 

媽祖 民 60 年 

 

初一十五

祭拜。目

前嚴重損

毀。 

寶 靈 寺

（殘跡） 
北 02 無神像 

民 60 年

整 理 其

殘跡 

 

目前嚴重

損毀。 

福德正神 神泉旁 福德正神 不詳 

 

無祭祀活

動 

福德正神 碼頭旁 福德正神 不詳 

 

初一、十

五由軍人

祭祀 

                                                      
39 《秘島：大二膽島的秘境史》中指出，大膽島至少有一百二十多座小廟。本研究整理島上廟

宇表 2-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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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龍王

寺 
北 03 東海龍王 不詳 

 

無祭祀活

動 

平安寺 
大 膽 心

戰牆旁 
觀音 不詳 

 

無祭祀活

動 

北峰寺 北 06 不詳 不詳 

 

無祭祀活

動 

北靈寺 北 09 不詳 不詳 

 

無祭祀活

動 

北安寺 北山 12 關聖帝君 民 54 年  

 

（ 民 79

年擴建）

初一十五

祭拜。 

不詳 中 01 不詳 不詳 

 

無祭祀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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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詳 大虎山 

有一類似

神主牌之

木牌 

不詳 

 

無祭祀活

動 

朝天宮 小虎山 媽祖 
民 62 年

整建 

 

初一十五

祭拜（民

99 年 以

前） 

不詳 
復 國 碼

頭旁 
不詳 不詳 

 

無祭祀活

動 

大膽寺 
南 山 國

旗台 
觀音 民 54 年 

 

初一十五

祭拜 

福德正神 

大 膽 文

康 中 心

上方 

福德正神 不詳 

 

無祭祀活

動 

二膽 

媽祖廟 
迎 賓 室

旁 
媽祖 民 85 年 

 

新竹媽祖

功德會敬

贈 

觀音廟 
P-03 西

安堡 
觀音 

50 年移

至此處 

 

無祭祀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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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木 

P-02 海

淡 場 上

方 

宰相木 不詳 

 

無祭祀活

動 

王爺廟 

P-07「毋

忘大陸」

升 旗 台

下方 

王爺 不詳 

 

無祭祀活

動 

不詳 
P-16 庫

倫堡內 
不詳 不詳 

 

無祭祀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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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景觀的調查 

第一節  文化景觀核心價值評估原則 

 

大膽二膽島作為歷史事件的發生場所，其軍事空間反映出人與自然間的融合，

並因應戰爭型態、地理位置，體現島嶼防禦佈署戰略思維（如海岸阻絕設施、海岸

據點、觀測所及地下工事等）。進行島上重要區域、重要元素指認，並賦予文化資

產法定身份，如文化景觀、古蹟及歷史建築等；乃至未來如何在軟硬體整合性保存

及衍伸主題的發展，以真實性修復為原則，在外觀原貌及內部情境復原，甚至進行

可逆式增建等；其後續管理維護、修復，甚至是橫向聯繫、向下延伸的規劃，皆是

為這些文化資產確立價值，延續戰地地景之意義。 

    此外，除了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條例進行必要的身份確認；將戰地文化與

軍事離島的價值提高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世界遺產之中心思想中的

要求：凡符合傑出普世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真實性

（Authenticity）、完整性（Integrity），並具備適切的經營管理法規體制的實體

資產，才有機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也是檢視大二膽的文化遺產價值重要原則。

本計畫依循《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內容：「指具有技術、勞動、自然、歷史、藝

術、科學等文化價值，而可供鑑賞、研究、教育、發展、宣揚之文獻、文物、建築

與土木設施、聚落、遺址、器具、文化景觀、自然景觀、民俗、技術等有形暨無形

文化性資產。」延續「金門大膽、二膽軍事離島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案」基礎下，

從整合性保存（integrative conservation）與分級利用（classification for usage）觀念

可做為文化景觀保存的兩個重要策略，進一步提出對於自然、人文、軍事、遺址或

其他景觀潛力評估原則： 

 

一、自然景觀價值評估原則 

    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看，任何一種自然景觀都有美學的價值，在人與環境相融

下其美學價值就能充份表現出來。大二膽島許多軍事建築為了防禦之故，多數為低

度利用（low development）與隱藏地景（hidden landscape）；前者說明軍事營區符

合當前的生態永續原則與綠建築標準，如良好綠化、優異基地保水性、生態多樣性

等；後者則是提供人為設施如何與環境融合、共生之可能性，對島嶼的建築設計與

景觀設計有重要參考價值，這也是軍事空間遺產的當代價值之一。 

    大、二膽島形成於冰河時期全球海水面下降達 140 公尺時，各島與大陸是相連

                                                      
1 文資局世界遺產網站：http://twh.hach.gov.tw/WorldHeritage.action 

http://twh.hach.gov.tw/WorldHeritag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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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間冰期海水面上升，低窪處被淹沒，大膽（南山與北山）、二膽、三膽、四

膽、五膽等，才逐一變成今日大海中突出的山頭。 

    本計畫對於自然景觀的價值評估原則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76 條：「自然

地景依其性質，區分為自然保留區及自然紀念物包括珍貴稀有植物及礦物。」擬以

從地理環境、物種珍稀性、分布情形、保存現況到環境美學等面向，作為基本評估

原則。 

1. 地質環境評估：地質材料組成、地貌表徵特性、地質構造及地下水分布

等。其評估項目包含（1）地質年代；（2）特殊地形、地貌；（3）現地環境

保存狀況進行相關評值工作。 

2. 物種環境評估：包含大二膽島上陸地及周邊海洋活動的動植物。其評估項

目包含：（1）物種族群類型、數量；（2）物種珍稀性；（3）物種存活率；

（4）物種原生性；（5）物種棲地面積；（6）生長環境。 

3. 環境美學評估：從現有軍事景觀組合要素包含植栽、軍事建築及公共服務

等面向著手進行相關評估原則。其評值項目包含：（1）合適的空間尺度；

（2）景觀結構的適量有序化；（3）清潔及後續維護；（4）安靜性，即景觀

的靜謐與幽美；（5）運動性，包括景觀可及性和生物在其中的自由移移；

（6）景觀的延續性與自然性。 

 

二、人文景觀價值評估原則 

    人文景觀是人類的精神、價值和美學觀念疊加在自然景觀的結果。從文化遺產

的角度來看，大膽、二膽軍事遺產可分為兩大層面：一為有形的（物質性的）遺

產，如戰場、軍事據點、碉堡、坑道、紀念性建築物等空間設施；一為無形的（非

物質性的）遺產，如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ies）、口述歷史、戰地文學創作、

飲食文化等。因此，在思考軍事遺產保存、活化利用時必須同時考慮這兩大層面的

資源。 

    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看，由於軍事建築為了防禦之故，多數為低度利用（low 

development）與隱藏地景（hidden landscape）；前者說明軍事營區符合當前的生態

永續原則與綠建築標準，如良好綠化、優異基地保水性、生態多樣性等；後者則是

提供人為設施如何與環境融合、共生之可能性，對島嶼的建築設計與景觀設計有重

要參考價值。 

     對於軍事價值的判斷，本計畫延用計畫主持人江柏煒於 2013 年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委託《以生態博物館概念保存金門戰地文化》案中對於已對戰地文化景觀之價

值評估與空間指認進行充份論述。所以，對於大二膽軍事價值判斷及後續是否納入

保存對象之指認，從有形的空間到文形的資產，進行詳細的評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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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形文化資產價值評估要項 

（1）做為歷史事件的發生場所 

（2）做為庶民集體記憶的地點 

（3）做為戰地文學的書寫場景 

（4）做為重要的傳說故事或民俗信仰地點 

（5）做為其他戰地文化的保存地點 

2.有形文化資產價值評估要項 

（1）做為軍事空間遺產的代表性、特殊性的類型 

（2）因應 20 世紀中葉戰爭型態、體現島嶼防禦佈署戰略思維之案例 

（3）做為近代軍事構工技術的代表性、特殊性案例 

（4）做為軍民生活場景的代表性、特殊性案例 

（5）保存空間真實性或具備生物多樣性環境的案例 

 

三、軍事景觀價值評估原則 

 大二膽島的軍事景觀資源，主要於民國 38 年後「金門古寧頭戰役」及「國共

對峙」影響下產生，依據戰略需求不同其軍事相關建築從地景偽裝、掩體、障碍物、

掩蔽部等部件，依照人員、武器、部隊戰術需求及地形等條件，均有不同的尺寸，使

用材料亦依構築年代亦有所區隔。 

在軍事建築構築及使用材料來說，金門長期欠缺工程使用之細沙，諸多第一線

據點為防禦需求通常採以就地取材，使用海沙攪拌混凝土；而這些據點迄今已經開

始龜裂、崩解，再不搶救， 很快就會消失。另有部分據點為求彈道低伸，射口幾與

海平面等齊，俟兵力精減撤出、幾次大潮海水倒灌，無人處理，鹽分腐蝕加速據點

之損壞、傾圯。此外，大二膽島的海防陣地，為建構確保前線安全防禦條件，國軍經

長年的戰場經營及資源投注之後，已結合自然地形地貌及戰術機能需求，分別構成

具有複雜空間組合及獨特形態之永久工事化軍事建築組群，這些陣地之構工，迄今

已經開始龜裂、崩解。 

整體來說，軍事景觀價值評估重點應注意其外觀、類型、格局、構造、材料、

色彩、尺度、高度、周遭景觀的真實性與完整性外；對於軍事景觀資源評估上對於

「安全性」亦不應忽略。本計畫在軍事景觀價值評估原則除了上述說明外，亦納入

現有軍事軟、硬體面向共同為評估原則： 

1.硬體設施方面： 

（1）各項重要裝備、武器、火砲、據點工事需造冊。 

（2）據點中各項重要的裝備，武器，火砲…等等都有各種說明書，保養手冊，

潤滑令，零組件等，應隨裝備交接，並負責訓練接收人員對裝備保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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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教育是否完整，以利爾後續接管單位進行保養維護工作。 

（3）各據點陣地及工事整建之大事記要，碑誌，計畫，要列入移交做為爾後

修繕使用之依據。 

（4）各據點週邊兵要調查及地理位置較特殊者，要列入交接，如重要航道，

登陸地點，接近路線，澳口，海岸狀況阻絕，坑道狀況等等，進行使用結構

及後續使用評估。 

2.軟體資料方面： 

（1） 據點地理位置、沿革及任務簡報圖表。 

（2） 據點各階段之兵力佈署概況圖表冊。 

（3） 據點重要地形、澳、灘、航道等圖表。 

（4） 據點重要裝備武器，火砲性能，工事，障礙阻絕等圖表冊 

（5） 通信指揮與連絡線路圖表冊。 

（6） 據點各時期影像、文獻等紀錄（圖 3-1、2） 

  

圖 3-1、2：民國 46 年海總希望美軍顧問團協助大二擔水雷佈設案公文及相關文件 

（資料來源：國防部國軍史政影像借調閱系統） 

 
四、遺址或其他景觀潛力評估原則 

大膽二膽島自民國 38 年以後，長達 60 多年的軍事島嶼。雖沒有過於頻繁的現

代化工程擾動；然而經過幾次戰役的砲火襲擊，加上軍事防禦設施以及徹底利用天

然掩體的據點、砲堡的軍事空間使用型態；對於地層有一定程度的破壞。本計晝針

對遺址調查資料中並未發現任何「史前」的遺物或文化層；然而部分「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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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遺跡仍在地表或斷面有些發現： 

1. 大二膽戰役紀念碑前沙灘：磚瓦、食用貝殼、青花瓷、陶甕 

2. 中央沙灘東側：「皇宋通寶」銅錢、餅足瓷底及青花碗 

3. 二級廠斜坡：硬陶片、褐釉陶片 

4. 復國碼頭：少數硬陶片 

5. 碼頭沙灘：餅足 

6. 官兵休閒中心：貝塚及青花瓷 

這些磚瓦、貝塚、食器的發現可用來初步解釋，大膽二膽島在民國 38 年以前

曾經有的人類活動。這些發現也可說明在 38 年國軍登島之前島上的歷史，我們不

排除大膽二膽島上可能有史前人在此活動過的遺跡。 

因此，本計畫對於遺址或其他景觀之評估原則，建議未來政府能編列預算進行

更深入的考古調查，對本次發現的幾個有考古遺留的地點進行更詳細的調查和發

掘，相信可獲得更多的資料，對文化內涵和時代背景的掌握，可以更為確實，對於

澄清週遭島嶼的關係及島嶼遺產價值，也有助益。 

 

  
圖 3-3：大膽島沙灘發現宋代錢幣              圖 3-4：二膽島發現類似石器時代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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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景觀基礎資料調查與評估 

 

一、戰地文化景觀資源基礎資料調查 

根據「金門大膽、二膽軍事離島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案」基礎下於民國 102 年

11 月 28 日登錄「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並初步劃出 13 個「重要

範圍」（表 3- 1、圖 3-5），其建議名單包含大膽二膽島清代時期人類活動遺留下的

「清代大擔石刻群」、「大膽、二膽心戰牆」等。本計畫在相關基礎調查研究上針對

相關文化景觀潛力點進行實質評估工作： 

 

表 3- 1：大膽二膽島文化資產「古蹟或歷史建築」個案指定／登錄建議地點 

類型 名稱 座落位置 

文化景觀潛力點 1 大膽二膽（大擔二擔） 大膽與二膽島 

文化景觀潛力點

重要範圍 

1 大膽碼頭及其周邊建築群 大膽入口處 

2 金鵬坑道與大膽醫院 大膽 

3 南山國旗台及大膽寺 大膽南山，南-06 據點 

4 大膽播音站 大膽中-08 據點 

5 小虎山 大膽中-11 據點 

6 生明路及中央坑道 大膽中央沙灘 

7 神泉茶坊及大膽神泉 大膽北山，北-02 據點 

8 北山軍事設施及北山寺 大膽北山 

9 大膽北 05 據點 大膽北山，心戰牆旁 

10 
明威將軍墓／北安寺／神雞

墓／茜露墓園 
大膽 

11 二膽碼頭及其周邊建築群 二膽碼頭（P-01、02 據點） 

12 中正公園及官兵休閒中心 二膽 

13 二膽英雄坑道 二膽好漢坡旁 

古蹟潛力點 1 清代大擔石刻群 大膽北山山頂、復國碼頭 

歷史建築潛力點 1 大膽、二膽心戰牆 
大膽北 05 據點及二膽 P-

12 據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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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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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膽二膽（大擔小擔）各類文化景觀價值評估 

    1.大膽碼頭及其周邊環境 

一、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大膽碼頭 其他別名  

地理位置 大膽南山 基地面積  

使用狀態 █使用中  □平封戰啟  □閒置  □廢棄 

管理單位 大膽守備隊、金門縣政府、內政部海巡署金門分隊、岸巡署 

二、歷史

背景 

    位於南山的「大膽碼頭」是進出大膽到的唯一入口。 

    在現今碼頭未建置前出入大膽泊船地點有二：一為「第一

津」古渡頭，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軍隊進駐之後在古渡頭旁修建

成「復國碼頭」，作為島上交通出入口，但該碼頭在民國 47 年

「八二三砲戰」遭砲擊毀損；二為寶靈寺旁沙灘，主要接泊前往

寶靈寺進香或住山僧、尼出入或補給之用，但該處泊船空間於民

國 38 年國軍進駐後停止使用。 

    今大膽碼頭興築緣於八二三砲毀復國碼頭，為使島上官兵補

給無虞及相關安全上之考量，選擇位於大膽島南山「尾澳」闢建

現在的「大膽碼頭」。大膽碼頭相關設施從早期應因運接駁臨時性

建築，到今日我們所見之建設完備碼頭工事，分別民國 78、84

年進行擴建工程。 

    目前登入大膽島首先映入眼簾的即是「大膽擔大擔，島孤人

不孤」、「海上長城」、「我們的決心」等標語，迎面的建築群及精

神標語，巨石、宣揚守軍戰鬥精神的「精神堡壘」、教化意味的文

康中心「生明廳」、「自由屏障」勒石與前廣場等； 一路陸續至坡

陡上的「中正公園」，其中穿插諸多精神標語、精神堡壘、牌坊、

石刻等，反映島上官兵英勇、克難之精神。此外，另有民國 50 年

因島上官兵需求增設「大膽軍郵局」。 

    碼頭周邊重要建築包含創建於民國 66 年「生明廳」，該建築

源於有鑑於島上官兵休閒娛樂空間不足，特撥款予建，此外為紀

念大二膽戰役英雄賴生明，而命名「生明廳」。 

    「自由屏障」勒石，為民國 50 年元月 23 日中華民國政為府

紀念韓戰期間參與抗美援朝，選擇前往自由 14,000 位「反共義

士」紀念碑紀。 

    此外，大膽碼頭周邊重要文化資產還包含成立於民國 50 年

「大膽軍郵局」、民國 75 年建「大膽精神堡壘」、「中正公園」、

「島孤人不孤」勒石、「大膽醫院」、「金鵬坑道」及「敵後英雄

墓」等重要資產。 

三、空間環境 

功能類型 █防禦／訓練／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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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基礎設施 

█心戰喊話／紀念教化 

█營舍／休閒空間 

□醫療衛生/火化爐 

□宗教信仰及其他 

建築物或

構造物 

地上建築物（構造物）： 

防禦建築：█衛哨  █機槍堡  □砲台  □散兵坑 

          █阻絕設施  □靶場  □彈藥庫  □戰車堡 

          □訓練場  □其他 

營舍建築：□中山室 █寢室 █浴廁 □廚房  □辦公室 

          □籃球場  █其他  

運補設施：█碼頭堤岸  █倉儲空間  █車庫 

基礎設施：█電廠電廠或發電設 █海水淡化廠  █蓄水池  █水

井  □通訊設備  □其他 

政治作戰：□廣播電台、播音牆  □空飄站  █升旗臺  

          □心戰牆  □其他 

醫療衛生：□診療室  □病床  □開刀房  □火化爐 

          □太平間  □特約茶室  □其他 

宗教信仰及其他：█廟宇  █神像  █金亭  □其他 

地下建築物（構造物）： 

□防空洞  █地下坑道  █射口  □壕溝 □其他 

地景元素： 

□人物塑像  █勒石或碑記  █軍事標語  █石獅 

█大門或牌坊  █涼亭    █圖繪  □其他 

█潮間帶地景：□軌條礱  □沙牆  □刺絲  █玻璃刀山 

其他類型（非戰地）： 

█墓塋  □碑碣 

構造方式

與材料使

用 

█磚或石結構（含空心磚）  █鋼筋混凝土  □木構   

█天然岩盤 □其他 

植栽 █木麻黃  █瓊麻  □九重葛  □榕樹   

█其他 龍柏 松樹 蘇鐵 

四、保存現況 

現況評估 □良好  █局部毀損  □嚴重毀損 

現況說明 1. 大膽碼頭海水沖蝕部份地基被淘空，且有潮差水深不足有泊船

上之困擾。 

2. 碼頭大門牌坊下方與岩盤共構建築基礎亦有淘空現象。 

3. 碼頭入口車庫屋頂有鋼筋外露現象。 



114 
 

4. 碼頭衛哨空間堆放雜物，結構也已龜裂現象 

5. 自由屏障下方升旗台部份結構己有嚴重塌陷龜裂現象 

6. 軍郵局空間因使用方式改變，其內部空間亦有漏水現象 

7. 生明廳後方坑道結構亦有塌崩及淤泥沉積現象。 

8. 碼頭旁運補倉儲空間因島上水電資源不足與使用不便之故，停

止使用。 

9. 海水淡化與供應海淡電力發電空間有污損，且機組設備老舊己

屆汰換時間。 

10. 海龍神泉、莒士泉己水質因鹽化，己無使用價值，且周邊環境

因長期無人維護狀況不佳。 

11. 敵後英雄墓，亦缺乏相關管理。 

五、價值評估 

評估要項 無形文化資產 

█做為歷史事件的發生場所 

█做為軍人生活集體記憶的地點 

█做為戰地文學的書寫場景 

█做為重要的傳說故事或民俗信仰地點 

█做為其他戰地文化保存地點 

有形文化資產 

█做為軍事空間遺產的代表性、特殊性的類型 

█體現島嶼防禦佈署戰略思維 

█做為近代軍事構工技術的代表性（碉堡的木構） 

█保存空間真實性 

█可反映人類對土地利用的智慧 

價值論述 █具特殊性之歷史文化價值  █具完整性  █具真實性   

█具罕見性且不易再現  █可再利用性高   

價值敍述： 

此區域為大膽入口門戶，週邊軍事資源豐富，保存著諸多代表

性、特殊性的戰地地景及過去場所記憶的地點，雖部分構造有結

構上的毀損，但依然反映出人類對土地利用的智慧及空間的真實

性。 

價值程度 █極高  □高 普通 低 

六、保存建議 

保存建議 □古蹟指定  █登錄歷史建築  □遺址指定 

□列冊追蹤  □其他 

修復建議 □原貌保存  

█高度保存內外空間景觀，內部視使用需要更動空間機能 

□保存外觀特色，內部視使用需要更可更動空間型態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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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景觀特色，可依活化利用使用需求使用 

活化利用

潛力 

█極高  □高 普通 低 

備註或 

其他參考

文獻 

 

民國 50 年由參謀總長彭孟緝核準設置「大膽軍郵局」公文 

調查日期 103.7.28 調查人員 蔡欣樺 

複審日期 103.8.5 複審人員 翁沂杰、江柏煒 

位置圖 

 

大膽碼頭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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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碼頭平面示意圖 

 

大膽碼頭 3D 掃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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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全區或入口景觀照片 

 

大膽碼頭入口景觀 

 

大膽碼頭後方往碼頭景觀 

現況照片（至少 4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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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碼頭入口廣場照片 

 

大膽碼頭入口廣場及其周邊景觀 



119 
 

 

大膽軍郵局現況 

 

精神堡壘與周邊景觀 

特殊地景元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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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碼頭入口牌坊與標語 

 

大膽精神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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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標語 

 

位於生明廳內的青泉及南山神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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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鵬小艇坑道 

 
民國 59 年設立「敵後英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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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堡及其周邊景觀 

一、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中堡及其周邊景

觀 

其他別名  

地理位置 大膽北山 基地面積  

使用狀態 □使用中  □平封戰啟  █閒置  □廢棄 

管理單位 大膽守備隊、金門縣政府、內政部海巡署金門分隊、岸巡署 

二、歷史

背景 

    中堡位於北山生明路之入口焦點據點，過去作為監測中央沙灘及

生明路安全的重要據點，並且串聯生明路下方「中央坑道」出入口。 

中堡興建年代根據「中華民國五十九年軍人節 中堡 班超部隊建」之

落款可知碉堡空間應於民國 59 年由陸軍第 27 師構築。另外有「忠

誠」、「誠實」、「立不敗之地策必勝之謀  存戒懼之心行冒險之實」、

「毋忘在莒」等文字及圖繪於堡上。     

中堡之所以被建置主要源於民國 39 年「大二膽戰役」共軍從中

央沙灘〈或稱中央公路，今名生明路〉企圖切斷大膽南、北山間之聯

繫，此時史恆豐營長判斷潮汐時間，共軍部隊應無法適時增援，斷然

抽換所有兵力，全力向大膽北山地區實施逆擊，幸賴傳令兵賴生明、

鄒仕華和炊事班長周岳山，向單獨作戰的第一連連長傳逹全面作戰逆

襲時間的命令，並告知：「沉著應戰，對敵力功，營長即來救援」之

指示，而這三位負責傳令的戰士，為逹成交付命令，冒險穿越大膽島

南北高地間。在槍林彈雨、敵我難分中賴生明戰士腳部負傷，依然完

成命令傳逹；鄒仕華腹部受重傷，仍將史營長的命令適時傳逹，後來

鄒仕華戰士傷勢過重不治，炊事班長周岳山在傳逹命令途中，遇到共

軍攻擊部隊阻撓下擲手榴彈突危，在寡不敵眾下，周班長仍壯烈殉

國。經三位戰士英勇傳令聯繫下，「大二膽戰役」順利展開全面反擊

行動，並將共軍大部殲滅；另生俘共軍二百餘員，而使國軍取得最後

的勝利。為表彰這三位勇敢的傳令戰士，時金門防衛司令部胡璉司令

官稱譽賴生明、鄒仕華戰士為「三谿之魂」，成仁戰士周岳山為「三

谿之神」。 

而這條影響「大二膽戰役」主要道路，於民國 75 年興建，初名

「中央公路」，民國 88 年時任大膽指揮官劉良哲為紀念戰鬥英雄賴生

名英勇精神，特將中央公路改名為生明路。 

    於中堡後方旁，有著運動場叫做「以軍為家公園」，上頭刻著

「以軍為家」，背面有著於五十年，大膽指揮官王靜達所提之精神巨

堡碑誌，是紀念教化的展現。 

    此外，在中堡右惻有一口被稱為「大膽神泉」的北山神泉，位於

中堡的西側不遠處，是全北山連重要的用水來源。大膽神泉也稱做北

山神泉，前身是舊媽祖廟「寶靈寺」之古井，供坑中灌溉、烹茶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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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之用。古井由壘石砌成，井口狹小。 

    今日的神泉是民國 39 年「大二膽戰役」後因駐軍增加而挖掘。

這口距離海潮線近的神泉，理應受到海水滲透，奇異的是，數十年來

仍甘甜清洌源源不絕。此外，神泉還有個禁忌，就是女性不得進入，

否則將停止出水，據說多次勞軍、採訪的女性因好奇進入後，神泉果

然幾週都不出水。因神泉供應全北山的用水，因此不論是否為旱季巧

合，官兵都不願貿然挑戰、破除此迷信。 

   神泉旁有一「神泉茶坊」，主體建築由水泥鋼筋製作，外部則以木

麻黃包裹；是迎接外賓，稍作休息的地點。過去因颱風等天然災害的

局部損壞，皆由在島上的官兵幫忙修補，許多老官兵都與茶坊有了感

情。茶坊因神泉而得名，以「神泉泡的茶」及「糕餅」，當作其招待

外賓的招牌，內有多幅字畫及蒞島外賓的合影照片。加上外圍種植的

樹棵老榕樹，全區成一悠閒靜謐空間。 

    再往西走，有著於民國 99 年 7 月 26 日金門防衛指揮部所立的

大二膽紀念碑，旁則是被颱風所嚴重損毀的北山寺。「北山寺」建於

「北山絕壁」上，為「寶靈寺」原址，寶靈寺相傳為施琅所建，為一

棟三進落二迴廊之三百年古剎，供奉媽祖和觀世音，後因大膽戰役損

毀拆除，做為工事之建材。民國 65 年 5 月虎軍部隊，利用原來寶靈

寺殘存下來的石鼓、石柱、石墩等做為建材，在北山絕壁上興建了這

座小廟，供奉原寶靈寺媽祖座前的配祀神祇，包括已破損不堪的千里

眼及順風耳。 

    總的來說，中堡周邊文化景觀涵蓋了軍事、民俗、生活以及紀念

教化等功能。 

三、空間環境 

功能類型 █防禦／訓練／坑道（ 中央坑道  ） 

█交通運輸／基礎設施 

█心戰喊話／紀念教化 

█營舍／休閒空間 

□醫療衛生/火化爐 

█宗教信仰及其他 

建築物或

構造物 

地上建築物（構造物）： 

防禦建築：□衛哨  █機槍堡  □砲台  □散兵坑 

          █阻絕設施  □靶場  □彈藥庫  □戰車堡 

          □訓練場  □其他 

營舍建築：□中山室 █寢室 █浴廁 □廚房  █辦公室 

          █籃球場  □其他 

運補設施：□碼頭堤岸  □倉儲空間  □車庫 

基礎設施：□電廠電廠或發電設 □海水淡化廠  □蓄水池  █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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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設備  █其他：菜圃 

政治作戰：□廣播電台、播音牆  □空飄站  □升旗臺  

          □心戰牆  █其他：軍事標語 

醫療衛生：□診療室  □病床  □開刀房  □火化爐 

          □太平間  □特約茶室  □其他 

宗教信仰及其他：█廟宇  █神像  █金亭  □其他 

地下建築物（構造物）： 

□防空洞  █地下坑道  █射口  █壕溝 □其他 

地景元素： 

□人物塑像  █勒石或碑記  █軍事標語  █石獅 

□大門或牌坊  □涼亭    █圖繪  □其他 

█潮間帶地景：█軌條礱  █沙牆  █刺絲  █低絆網  □玻璃刀山 

其他類型（非戰地）： 

□墓塋  □碑碣 

構造方式

與材料使

用 

█磚或石結構（含空心磚）  █鋼筋混凝土  □木構  █天然岩盤  

□其他 

植栽 █木麻黃  █瓊麻  □九重葛  █榕樹  █其他：木瓜 

四、保存現況 

現況評估 □良好  █局部毀損  □嚴重毀損 

現況說明 1.中堡結構崩壞，且有部分淘空、龜裂，雜草叢生，榕樹鬚根需整

理。 

2.中央坑道牆面有些許剝落，電線及抽水馬達管線雜亂，且積水狀況

嚴重，目前無法入內進行坑道建築結構判斷。 

3.以軍為家之碑誌部分顏料已剝落。 

4.北山寺嚴重損毀，已民國 102 年部份結構毀於風災，至今尚未清

理。 

5.目前神泉菜圃已閒置。 

6.神泉左側土地公廟及後方浴室及營舍皆已閒置。 

五、價值評估 

評估要項 無形文化資產 

█做為歷史事件的發生場所 

█做為軍人生活集體記憶的地點 

█做為戰地文學的書寫場景 

█做為重要的傳說故事或民俗信仰地點 

█做為其他戰地文化保存地點 

有形文化資產 

█做為軍事空間遺產的代表性、特殊性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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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島嶼防禦佈署戰略思維 

█做為近代軍事構工技術的代表性 

█保存空間真實性 

█可反映人類對土地利用的智慧 

價值論述 █具特殊性之歷史文化價值  █具完整性  █具真實性   

█具罕見性且不易再現  █可再利用性高   

價值敍述： 

此區涵蓋多類型之文化景觀，保存諸多特殊的戰地地景及過去軍人在

此生活之場所精神，在此區能夠清楚展現出高度的紀念教化精神。 

價值程度 █極高  □高 普通 低 

六、保存建議 

保存建議 □古蹟指定  █登錄歷史建築  □遺址指定 

□列冊追蹤  □其他 

修復建議 □原貌保存  

█高度保存內外空間景觀，內部視使用需要更動空間機能 

□保存外觀特色，內部視使用需要更可更動空間型態機能 

□保存景觀特色，可依活化利用使用需求使用 

活化利用

潛力 

█極高  □高 普通 低 

備註或 

其他參考

文獻 

 
1980 年代的大膽神泉（資料來源：158 師退役官兵李振揚提供） 

調查日期 103.7.29 調查人員 蔡欣樺 

複審日期 103.8.12 複審人員 翁沂杰、江柏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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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圖 

 
中堡位置圖 

 

中堡右側神泉及神泉茶坊平面示意圖 

照片 全區或入口景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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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堡現況 

現況照片（至少 4 張） 

 

生明路與中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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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堡現況影像 

 

中堡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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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堡內部空間現況 

特殊地景元素照片 

 
位於中堡內的「中央坑道」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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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堡內部出入口標語 

 

中堡「忠誠」標語泥塑與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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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神泉 

 
神泉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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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泉茶坊 

 
北山絕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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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戰役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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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碑群、北山升旗臺、喊話站及周邊景觀 

一、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石碑群、北山升旗

臺、喊話站及周邊景

觀 

其他別名  

地理位置 大膽北山 基地面積  

使用狀態 █使用中  □平封戰啟  █部份閒置  □廢棄 

管理單位 大膽守備隊、金門縣政府、海巡署、岸巡署 

二、歷史

背景 

大膽北山高地稱「大擔山」，舊時因媽祖廟「寶靈寺」擲筊甚

靈、香火鼎盛而頗負盛名；自清代起，便吸引廈門人專程渡船前

往進香。然「寶靈寺」於民國 39 年的「大二膽戰役」時損毀，走

入歷史；然而因寺廟聚集的香客人流及登島官兵，於北山歇腳時

留下的清代石碑刻文，因被對廈門方向躲過砲擊，幸運地遺留下

來；直到戰事稍緩，陸續被島上官兵發現，進而對這些嶙峋層疊

的花剛據實整理及維護，搭建觀賞平台、階梯、定期描紅。 

清雍正年間，巡台御史範咸登臨大擔，寫下了《登擔嶼》一

詩，描寫大擔在海防上的重要地位：『 瞥見山坳翠欲流，蔥蘢密樹

景清幽。 嵐光遙與群峰別，海色還看四面收。 日暮碧雲驚異

彩，雨過寒氣逼深秋。 天南鎖鑰橫江外，不放鯨魚夜出遊。』 

「閩南保障」，「乾隆癸亥春（乾隆 8 年，1743 年），丹霞沈

廷耀題」，乾隆 6 年（1741 年）任水提師前營遊擊，〈閩南保障〉

為任職期間所題。乾隆朝 9 年（1744 年）任水師提督中營參將。 

「鳳崗」，「乾隆癸亥（乾隆九年，1743 年），施必功題」。施

必功於乾隆三年（1738）任金門右營遊擊，六年陞水提標中營參

將，於任此職期間，在大擔島題〈鳳崗〉和〈第一津〉； 乾隆九

年四月任尋陞臺灣水師協臺協副將，十一 年署臺灣總鎮。 

「雪浪銀濤」《全宋詞》中王以寧詞：「雪浪銀濤正如許 

，千古洞庭湖，百川爭注」；又宋方壺小令：「雪浪銀濤大江迴，

舉目玻璃萬頂，天際水雲平。」 

「飛鯨」，高低錯落的石刻群中，有多塊巨石形如鯨魚，因此

被古人在其石上刻下「飛鯨」兩字，並又刻上鯨魚之眼睛。  

「海天一色」，無人題刻。旁有銘文，雖難以辨別，但約略可

知其為乾隆壬戌年（乾隆七年，1742 年）間，登島攬勝，心曠神

怡之題字。 

位於石碑群上方的北山升旗臺與播音牆，約建於民國 43 年，

59 年播音設備進行改裝，主要用於政治作戰及激勵守軍士氣。而

心戰作業隨著民國 76 年「開放大陸探親政策」、兩岸政局和緩以

及民國 81 年 11 月金門「解除戰地政務」並開放觀光後，心戰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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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作業亦步入歷史中。 

三、空間環境 

功能類型 █防禦／訓練／坑道（             ） 

█交通運輸／基礎設施 

█心戰喊話／紀念教化 

█營舍／休閒空間 

□醫療衛生/火化爐 

█宗教信仰及其他 

建築物或

構造物 

地上建築物（構造物）： 

防禦建築：□衛哨  █機槍堡  □砲台  █散兵坑 

          █阻絕設施  □靶場  □彈藥庫  □戰車堡 

          □訓練場  □其他 

營舍建築：□中山室 █寢室 □浴廁 □廚房  █辦公室 

          □籃球場  □其他 

運補設施：□碼頭堤岸  █倉儲空間  □車庫 

基礎設施：□電廠電廠或發電設 □海水淡化廠  □蓄水池  □水

井  █通訊設備  □其他 

政治作戰：█廣播電台、播音牆  □空飄站  █升旗臺  

          □心戰牆  □其他 

醫療衛生：□診療室  □病床  □開刀房  □火化爐 

          □太平間  □特約茶室   

          █其他：碑刻下方營舍曾作為戰損官兵遺體暫   

                  放空間 

宗教信仰及其他：□廟宇  □神像  □金亭  □其他 

地下建築物（構造物）： 

□防空洞  █地下坑道  █射口  □壕溝 □其他 

地景元素： 

□人物塑像  █勒石或碑記  □軍事標語  █石獅 

□大門或牌坊  █涼亭    █圖繪  □其他 

█潮間帶地景：□軌條礱  □沙牆  █刺絲  □玻璃刀山 

其他類型（非戰地）： 

□墓塋  █碑碣 

構造方式

與材料使

用 

█磚或石結構（含空心磚）  █鋼筋混凝土  □木構   

█天然岩盤 □其他 

植栽 █木麻黃  █瓊麻  □九重葛  █榕樹  █其他 種類算多 

四、保存現況 

現況評估 □良好  █局部毀損  □嚴重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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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說明 石碑群部份 

1. 部份石碑因年代久遠，致使刻文內容風化情形嚴重 

2. 部份石碑因地形或其他工程施工，導致部份刻文被土石掩沒 

3. 碉堡與「雪浪銀濤下」石碑共構部份因施工或其他因素，導致

勒石裂損 

心戰喊話牆及升旗台 

1. 心戰喊話牆結構部份覆土建築因樹根侵擾與過去施工工法、材

料不足情事，導致心戰喊話牆及升旗臺結構有裂損 

2. 心戰喊話牆與升旗臺間，地坪已有龜裂現象 

3. 前往升旗臺階梯左右兩側結構已有傾斜、龜裂現象 

五、價值評估 

評估要項 無形文化資產 

█做為歷史事件的發生場所 

█做為軍人生活集體記憶的地點 

█做為戰地文學的書寫場景 

█做為重要的傳說故事或民俗信仰地點 

█做為其他戰地文化保存地點 

有形文化資產 

█做為軍事空間遺產的代表性、特殊性的類型 

█體現島嶼防禦佈署戰略思維 

█做為近代軍事構工技術的代表性 

█保存空間真實性 

█可反映人類對土地利用的智慧 

價值論述 █具特殊性之歷史文化價值  █具完整性  █具真實性   

█具罕見性且不易再現  □可再利用性高   

價值敍述： 

石刻群的存在，為清代武將、紳商曾經蒞島抒發情懷的印證。目

前，石刻群在官兵的維護下部分保存還算完整，但部分文字已難

以辨識，假使能夠透過 3D 掃描得出其文字，並深入了解其內文

含義，是非常有歷史價值的古蹟。 

價值程度 █極高  □高 普通 低 

六、保存建議 

保存建議 █古蹟指定  □登錄歷史建築  □遺址指定 

□列冊追蹤  □其他 

修復建議 █原貌保存  

□高度保存內外空間景觀，內部視使用需要更動空間機能 

█保存外觀特色，內部視使用需要更可更動空間型態機能 

□保存景觀特色，可依活化利用使用需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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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利用

潛力 

█極高  □高 普通 低 

備註或 

其他參考

文獻 

 

 

民國 44 年 5 月 9 日設立金門廣播電台計畫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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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7 年金門心戰廣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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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6 年陸軍總司令部頒發「防情廣播諸元表」公文 

調查日期 103.7.29 調查人員 翁沂杰、蔡欣樺 

複審日期 103.8.12 複審人員 翁沂杰 

位置圖 

 

石碑群、北山升旗臺、喊話站位置圖 

照片 全區或入口景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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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碑群、北山升旗臺、喊話站全區平面示意圖 

 

石碑群 3D 掃描圖 

現況照片（至少 4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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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癸亥年「鳳崗」勒石 

 

乾隆癸亥年沈廷耀題「閩南保障」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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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一色、飛鯨等石刻 

 

升旗臺與石刻群間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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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升旗臺 

 

北山升旗臺與心戰喊話牆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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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臺空間現況 

特殊地景元素照片 

 

清代石刻與碉堡共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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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戰喊話牆建築標語        喊話牆上方景觀 

 

喊話站內保存喊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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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膽碼頭其及周邊景觀 

一、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二膽碼頭與週邊建築

群 

其他別名  

地理位置  基地面積 約 23,992.976m² 

使用狀態 █使用中  □平封戰啟  □閒置  □廢棄 

管理單位 金門縣政府、海巡署、二膽守備隊 

二、歷史

背景 

   二膽碼頭建於何時目前沒有確實史料證明，根據但在碼頭未興

建前大二膽交通是依賴以人力舢舨為主，主要仍停泊在現有碼頭

位置。 

二膽碼頭興建於民國 67 年（1978 年）。二膽島北距大膽島約

300 公尺，標高 56 公尺，碼頭長約 50 公尺、寬 3 公尺、深 5 公尺

的碼頭，潮差 5 公尺。 

    二膽島最具象徵性的精神牌坊「偉哉戰士來者勿忘」為前參

謀總長賴名湯上將給二膽官兵的題字；目前於碼頭的這座精神牌

坊為復刻版，原版的石刻位於 P-03 據點的坡上的花岡巨石上，是

民國 61 年端午節所提。 

   與大膽碼頭相比，二膽碼頭週邊地勢更為傾斜陡峭，船隻靠岸

時，便能清楚看見水平垂直分佈的精神標語及牌坊；像是碼頭迎

面門柱上對句「作戰步步求生」、「決心時時可死」，右圍牆「忠誠

精實」及左圍牆「國家、責任、榮譽、團結」等軍事特色標語，

還有海岸山壁同大膽島的「島孤人不孤」和國旗圖樣。穿越碼頭

大門後，聳立的巨型大理石精神牌坊「偉哉戰士來者勿忘」，和牌

坊後面「同島一命如手足」標語等；這些牌坊標語將豐厚的戰地

精神濃縮於入口處。 

    穿過碼頭大門，還有碼頭建築群，向高賓簡報用的「中山

室」、中山室旁「媽祖廟」、水源之一的「萬人井」、陡坡而上的

「好漢坡」及主坑道入口「英雄坑道」等。 

    「萬人井」又稱「神井」，鑿井緣由同大膽島上的「大膽神

泉」、金門烈嶼鄉的「國姓井」傳說，這些均是島上的泉井來由皆

起於延平郡王鄭成功以寶劍擲向岩石，而汩汩流出之甘泉。且不

論真偽，可視之為將英雄氣魄轉為鼓舞守軍士氣的一種提振軍心

做法。「萬人井」偽半地下水，若遇抽水量不足時，則導以蓄水池

的雨水；目前使用率較低，大多仰賴島上的海水淡化廠。 

三、空間環境 

功能類型 █防禦／訓練／坑道（             ） 

█交通運輸／基礎設施 

█心戰喊話／紀念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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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舍／休閒空間 

□醫療衛生/火化爐 

█宗教信仰及其他（媽祖廟） 

建築物或

構造物 

地上建築物（構造物）： 

防禦建築：█衛哨  □機槍堡  □砲台  □散兵坑 

          █阻絕設施  □靶場  █彈藥庫  □戰車堡 

          █訓練場  □其他 

營舍建築：█中山室 █寢室 █浴廁 □廚房  █辦公室 

          █籃球場  □其他 

運補設施：█碼頭堤岸  □倉儲空間  □車庫 

基礎設施：█電廠電廠或發電設 █海水淡化廠  █蓄水池  █水

井  □通訊設備  □其他 

政治作戰：□廣播電台、播音牆  □空飄站  █升旗臺  

          □心戰牆  □其他 

醫療衛生：□診療室  □病床  □開刀房  □火化爐 

          □太平間  □特約茶室  □其他 

宗教信仰及其他：█廟宇  █神像  █金亭  □其他 

地下建築物（構造物）： 

□防空洞  █地下坑道  █射口  □壕溝 □其他 

地景元素： 

□人物塑像  █勒石或碑記  █軍事標語  █石獅 

█大門或牌坊  □涼亭    █圖繪  □其他 

□潮間帶地景：█軌條礱  □沙牆  █刺絲  █玻璃刀山 

其他類型（非戰地）： 

□墓塋  █碑碣 

構造方式

與材料使

用 

█磚或石結構（含空心磚）  █鋼筋混凝土  □木構  █天然岩

盤 □其他 

植栽 █木麻黃  █瓊麻  □九重葛  █榕樹  □其他 

紅葉鐵線、金露花、海桐 

四、保存現況 

現況評估 □良好  █局部毀損  □嚴重毀損 

現況說明 1. 碼頭過短吃水不佳 

2. 海岸堤防哨衛已崩塌 

3. 沙灘過去官兵焚燒垃圾痕跡 

4. 中山室屋頂結構損毀 

5. 碼頭周邊小廟部份已失去信仰意義 

五、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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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要項 無形文化資產 

█做為歷史事件的發生場所 

█做為軍人生活集體記憶的地點 

█做為戰地文學的書寫場景 

□做為重要的傳說故事或民俗信仰地點 

█做為其他戰地文化保存地點 

有形文化資產 

█做為軍事空間遺產的代表性、特殊性的類型 

█體現島嶼防禦佈署戰略思維 

█做為近代軍事構工技術的代表性 

█保存空間真實性 

█可反映人類對土地利用的智慧 

價值論述 █具特殊性之歷史文化價值  █具完整性  █具真實性   

█具罕見性且不易再現  █可再利用性高   

價值敍述： 

此處為二膽島送往迎來的入口空間，加以陡坡而上的精神牌坊與

多處精神標語，並融合軍備需求的神話景點，可謂體現軍士教化

之地景。此外，此區二膽有多處由官兵所繪製的迷彩牆，不同於

大膽島較為嚴肅的氛圍，也替二膽增添了許多文藝氣息。 

價值程度 █極高  □高 普通 低 

六、保存建議 

保存建議 □古蹟指定  █登錄歷史建築  □遺址指定 

□列冊追蹤  □其他 

修復建議 █原貌保存  

□高度保存內外空間景觀，內部視使用需要更動空間機能 

□保存外觀特色，內部視使用需要更可更動空間型態機能 

□保存景觀特色，可依活化利用使用需求使用 

活化利用

潛力 

█極高  □高 普通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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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或 

其他參考

文獻 

 

 
民國 59 年國防部長巡示二膽後指示應加強、改進戰備公文 

調查日期 103.8.11 調查人員 蔡欣樺、翁沂杰 

複審日期 103.9.10 複審人員 翁沂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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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圖 

 

二膽碼頭位置圖 

 

二膽碼頭全區平面示意圖 

照片 現況照片（至少 4 張） 

二膽碼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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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膽碼頭全區景觀 

 
二膽碼頭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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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膽碼頭與大膽島關係 

 

二膽島海岸哨堡與精神標語 

特殊地景元素照片 

   
二膽島地標       好漢坡地標       島孤人不孤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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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井                     萬人井 

 

精神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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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淡廠 

  
英雄坑道入口              賴名湯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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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膽官兵休閒中心暨中正公園 

一、基本資料 

據點名稱 二膽官兵休閒中心暨

中正公園 

其他別名 九Ο一營站 

地理位置  基地面積  

使用狀態 █使用中  □平封戰啟  □閒置  □廢棄 

管理單位 金門縣政府、二膽守備隊 

二、歷史背

景 

    二膽島規模比大膽島要小，但是平日的休閒空間依然不能馬

糊，「中正公園及官兵休閒中心」依地形而建，垂直空間從下而

上，包含諸多復合功能：軍事核心的地下辦公空間「中山室」、

休憩空間「中正公園」及最高處的「官兵休閒中心」；並涵蓋

「中正公園」旁的「永懷領袖」蔣中正半身像，及「我愛二膽」

苗圃，下接勝利路與成功路。 

    公園下方的「永懷領袖」半身「銅像」，其實是上有銅漆的

水泥塑成；於民國 77 年「八二三砲戰」三十週年，為緬懷國軍

戰鬥精神及二膽官兵誓死保國為民、效忠領袖而立。 

    指揮核心的辦公區域「中山室」位於「中正公園」下方的 U

形走道；其中包覆於「中山室」之上的「中正公園」樓梯平台，

有假山水與動物造型塑像，是公園裝置的一部份，十分可愛。而

沿階梯至最上層平台的「官兵休閒中心」，則是全島官兵用餐及

福利社空間。 

    全區建造時序上，先有民國 48 年的「中山室」，才有海鵬部

隊 66 年興建的「中正公園」。並將不同功能整合興建於同一區

域，反映戰事與生活緊密結合的空間形式；此曲至今仍是島上軍

事核心區域。 

三、空間環境 

功能類型 █防禦／訓練（單槓）／坑道（ 虎踞坑道） 

█交通運輸／基礎設施 

█心戰喊話／紀念教化 

█營舍／休閒空間（營站） 

□醫療衛生/火化爐 

□宗教信仰及其他 

建築物或構

造物 

地上建築物（構造物）： 

防禦建築：█衛哨  □機槍堡  █砲台（砲堡）  □散兵坑 

          □阻絕設施  □靶場  █彈藥庫  □戰車堡 

          □訓練場  █其他（坑道內有偽裝網） 

營舍建築：█中山室 █寢室 □浴廁 □廚房  █辦公室 

          □籃球場  █其他（二膽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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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補設施：□碼頭堤岸  █倉儲空間  █車庫（對面） 

基礎設施：□電廠電廠或發電設 □海水淡化廠  █蓄水池  □

水井  █通訊設備  □其他 

政治作戰：□廣播電台、播音牆  □空飄站  □升旗臺  

          □心戰牆  █其他（休閒娛樂：卡拉 OK、電視） 

醫療衛生：□診療室  □病床  □開刀房  □火化爐 

          □太平間  □特約茶室  □其他 

宗教信仰及其他：□廟宇  □神像  □金亭  □其他 

地下建築物（構造物）： 

□防空洞  □地下坑道  □射口  □壕溝 □其他 

地景元素： 

█人物塑像  █勒石或碑記  █軍事標語  █石獅 

□大門或牌坊  █涼亭    █圖繪  █其他（山水造景：信心

園） 

□潮間帶地景：□軌條礱  □沙牆  □刺絲  □玻璃刀山 

其他類型（非戰地）： 

□墓塋  □碑碣 

構造方式與

材料使用 

█磚或石結構（含空心磚）  █鋼筋混凝土  □木構  █天然岩

盤 □其他 

植栽 █木麻黃  █瓊麻  □九重葛  □榕樹  █其他 

蒲葵、柏樹、楓香、仙人掌、相思樹 

四、保存現況 

現況評估 □良好  █局部毀損  □嚴重毀損 

現況說明 1.中正公園對面小秋新石器時代的衣類 

2.坑道狀況潮濕 

3.涼亭周邊地坪有局部破損 

五、價值評估 

評估要項 無形文化資產 

█做為歷史事件的發生場所 

█做為軍人生活集體記憶的地點 

█做為戰地文學的書寫場景 

□做為重要的傳說故事或民俗信仰地點 

█做為其他戰地文化保存地點 

有形文化資產 

█做為軍事空間遺產的代表性、特殊性的類型 

█體現島嶼防禦佈署戰略思維 

█做為近代軍事構工技術的代表性 

█保存空間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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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反映人類對土地利用的智慧 

價值論述 █具特殊性之歷史文化價值  □具完整性  □具真實性   

□具罕見性且不易再現  □可再利用性高   

價值敍述： 

此區域為官兵主要休閒活動空間，依地形而建的垂直空間擁有多

複合功能，此外，除迷彩牆面上有官兵對二膽之塗鴉，中正公園

樓梯平台擁有假山水與動物等裝置藝術，除了過去戰地構工，也

能看見官兵在此的生活回憶。 

價值程度 █極高  □高 普通 低 

六、保存建議 

保存建議 □古蹟指定  █登錄歷史建築  □遺址指定 

□列冊追蹤  □其他 

修復建議 █原貌保存  

□高度保存內外空間景觀，內部視使用需要更動空間機能 

□保存外觀特色，內部視使用需要更可更動空間型態機能 

□保存景觀特色，可依活化利用使用需求使用 

活化利用潛

力 

□極高  █高 普通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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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或 

其他參考文

獻 

 

 

1970 年國防部長指示-二膽坑道防禦工事補牆計劃及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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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日期 103.8.12 調查人員 蔡欣樺 

複審日期 103.9.11 複審人員 翁沂杰 

位置圖 

 

二膽官兵休閒中心暨中正公園位置圖 

 

二膽官兵休閒中心暨中正公園平面配置示意圖 

照片 全區或入口景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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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膽官兵休閒中心暨中正公園入口 

現況照片（至少 4 張） 

 

二膽官兵休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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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公園 

 

中正公園左側入口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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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休閒空間 

特殊地景元素照片 

 

官兵彩繪砲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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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彩繪島上景觀 

 

坑道入口（位於二膽中正公園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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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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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二膽心戰牆 

一、基本資料 

據點名

稱 

二膽心戰牆 其他別名 無 

地理位

置 

金門縣烈嶼鄉二膽 基地面積  

使用狀

態 

█使用中  □平封戰啟  □閒置  □廢棄 

管理單

位 

金門縣政府、二膽守備隊 

二、歷

史背景 

   心戰牆興建於民國 77 年（1988 年），由誠實部隊興建。為兩道心

戰牆。因應心戰牆使用霓虹燈發光照明的電力需求，於民國 78 年

（1989 年）興建「二膽心戰牆發電廠」專供給心戰牆的電力使用

（目前電廠已停用，發電機原地拆解）。 

心戰牆初完成時，每晚 7 點點亮「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霓虹

燈，色彩光明亮麗；後來因兩岸局勢改變，加上霓虹燈耗電大，對

島上有限的電力資源亦為一負擔，因此民國 87 年（1998 年）7 月拆

除霓虹燈。民國 96 年（2007 年）12 月 30 日，重新裝設五具投射

燈，每晚 7 時至 9 時開燈；目前皆已停用。心戰牆外側有「三民主

義統一中國」斗大標語，向國軍的內側，則有國旗、射御圖等精神

標語。心戰牆既是進行政治作戰的優良地點，亦為重要據點。 

三、空間環境 

功能類

型 

█防禦／訓練／坑道（             ） 

█交通運輸／基礎設施 

█心戰喊話／紀念教化 

█營舍／休閒空間 

□醫療衛生/火化爐 

□宗教信仰及其他 

建築物

或構造

物 

地上建築物（構造物）： 

防禦建築：█衛哨  █機槍堡  □砲台  □散兵坑 

          █阻絕設施  □靶場  □彈藥庫  □戰車堡 

          █訓練場（後方）   

          █其他（1574-35 倍雙筒望遠鏡） 

營舍建築：█中山室 █寢室 █浴廁 □廚房  █辦公室 

          □籃球場  □其他 

運補設施：□碼頭堤岸  □倉儲空間  □車庫 

基礎設施：□電廠電廠或發電設 □海水淡化廠  □蓄水池  □水井  

█通訊設備  █其他 水塔、消防設備、插座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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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作戰：□廣播電台、播音牆  □空飄站  █升旗臺  

          █心戰牆  □其他 

醫療衛生：□診療室  □病床  □開刀房  □火化爐 

          □太平間  □特約茶室  □其他 

宗教信仰及其他：□廟宇  □神像  □金亭  □其他 

地下建築物（構造物）： 

□防空洞  █地下坑道  █射口  □壕溝 □其他 

地景元素： 

□人物塑像  █勒石或碑記（國花洞）  █軍事標語  █石獅 

█大門或牌坊  □涼亭    █圖繪  □其他 

□潮間帶地景：□軌條礱  □沙牆  □刺絲  █玻璃刀山 

其他類型（非戰地）： 

□墓塋  █碑碣 

構造方

式與材

料使用 

█磚或石結構（含空心磚）  █鋼筋混凝土  □木構  █天然岩盤 

□其他 

植栽 █木麻黃  █瓊麻  █九重葛  □榕樹  █其他 

牽牛花、馬纓丹、朱槿 

四、保存現況 

現況評

估 

□良好  █局部毀損  □嚴重毀損 

現況說

明 

1.軍房舍的構工與大膽不同 

2.心戰牆堡鋼筋有裸露現象 

3. 碉堡內設有插座，可用電 

4. 碉堡內的模型底座木板已變形 

5. 碉堡內軍識別圖，每年更換一次，保存良好 

6. 心戰牆之屋簷鋼筋裸露 

7. 射口有積水現象 

8. 心戰牆外腹地因雨水沖刷已掏空 

五、價值評估 

評估要

項 

無形文化資產 

█做為歷史事件的發生場所 

█做為軍人生活集體記憶的地點 

█做為戰地文學的書寫場景 

□做為重要的傳說故事或民俗信仰地點 

█做為其他戰地文化保存地點 

有形文化資產 

█做為軍事空間遺產的代表性、特殊性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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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島嶼防禦佈署戰略思維 

█做為近代軍事構工技術的代表性 

█保存空間真實性 

█可反映人類對土地利用的智慧 

價值論

述 

█具特殊性之歷史文化價值  █具完整性  █具真實性   

█具罕見性且不易再現  □可再利用性高   

價值敍述： 

在兩岸情事趨於緩和的今天，心戰牆仍然熟知於台海兩岸，貫串不

同的時代氛圍。心戰牆是醒目的觀光景點，除了是登島外賓必到之

地；廈門觀光業更祭出遊覽大二膽海域的行程，未來開放觀光後，

也會是重要的非常有價值的觀光句點。 

價值程

度 

█極高  □高 普通 低 

六、保存建議 

保存建

議 

□古蹟指定  █登錄歷史建築  □遺址指定 

□列冊追蹤  □其他 

修復建

議 

█原貌保存  

□高度保存內外空間景觀，內部視使用需要更動空間機能 

□保存外觀特色，內部視使用需要更可更動空間型態機能 

□保存景觀特色，可依活化利用使用需求使用 

活化利

用潛力 

█極高  □高 普通 低 

備註或 

其他參

考文獻 

 

調查日

期 

103.8.12 調查人員 蔡欣樺 

複審日

期 

103.9.20 複審人員 翁沂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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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圖 

 

二膽心戰牆位置圖 

 

二膽心戰牆平面示意圖 

照片 全區或入口景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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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膽心戰牆全區景觀示意圖 

現況照片（至少 4 張） 

 
心戰牆外眺望三膽海岸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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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標語 

 

心戰牆營區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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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戰牆範圍營舍 

特殊地景元素照片 

 

心戰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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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臺 

 

三膽島 

  



174 
 

第三節  核心區、緩衝區指認 

 

    「大膽二膽（大擔小擔）島戰地文化景觀」登錄。「大膽二膽島」乃由多個

「點」結合而成「帶狀」與「面」的區域概念，並由各「點」代表的「重要元

素」（key element）聚集為一個「重要範圍」（key zone），才得以成為一「文化

景觀」整體（圖 3-6）。因而以下將以此概念，對這一筆文化景觀做細部說明。

此外，大膽二膽島的建物，仍有部分區域具備「古蹟」及「歷史建築」身份之

價值潛力，因而予以不同文資身份的建議，後續本計畫將在這個基礎上，將文

化景觀進行核心、次核心及衛星指認工作。 

 

 

圖 3-6：文化景觀「重要範圍」概念示意圖 

 

依其軍事設施的空間類型的「重要元素」（key element）進行指認，可分為

以下幾類： 

1. 防禦／訓練／坑道： 

從戰事到防禦需求，善用大膽二膽島原有地形、地質而起的工事系統。從

碉堡、射口與阻絕設施，以及日常訓練空間、靶場，甚至據點間支援的軍

力的坑道、交通壕，是島上最重要的軍事設施。 

2. 交通運輸／基礎設施： 

基礎的水、電、道路系統之外，來自後援與大膽二膽島之間的物資補給，

皆是用以維持前線島嶼戰備需求的重要設施。 

3. 心戰喊話／紀念教化／宗教信仰： 

兩岸對峙的冷戰時期，一方面有對外的政治作戰，如心戰牆、播音牆及空

飄站，以宣揚我軍理念；此外亦有隨處可見的紀念教化精神標語，附加於

構造物上的傳說故事，進行對內的思想教育及軍人訓勉；加上長期駐島守

軍開展出的宗教信仰、精神寄託，皆可看作維繫前線島嶼得以屹立不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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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戰意志。 

4. 營舍／休閒空間： 

駐守前線離島的守軍，在必要的據點、營舍的住宿、辦公空間外；為日常

生活調劑而增建集會、娛樂等休閒空間，如文康中心、中山室、官兵娛樂

中心，以及解決性需求的八三一（特約茶室）等；此外，此分類亦包含原

先作為戰備糧，灌溉菜園，飼養雞、鴨、鵝、兔、牛隻等。而後成為官兵

的心靈抒解勞動生產。 

5. 其他： 

在諸多種類的軍事設施外，大膽二膽島上亦有其他與軍事無關的建物。如

清代、民初的古墓；並包含 1949 年之後，因戰事與神話而興建的官兵、

動物墓塚。 

拫據上述幾項指標，本計畫再整合大二膽現在文化景觀資源及後續開放使用

等因素，結合生活環境博物館（Eco Museum）概念，在不影響軍務下，劃設方式

以核心、次核心及衛星據點指認建議核心區及緩衝區之指認，在大膽及二膽島進

行相關位置指認。 

（1）大膽島核心及緩衝區指定（圖 3-7）： 

就現階段大膽島重要文化景觀資源的位置，本計畫建設以「雙核心」方式，

核心一：以大膽碼頭及週邊資源為主；核心二：以大膽心戰牆、石碑群及其週邊

資源為主。而緩衝區部份則以遊程核心及文化景點的串連為劃設為導向。 

  （2）二膽島核心及緩衝區指定（圖 3-8）： 

    受限於島嶼尺度，本計畫建議未來二膽島遊憩行為模式以步行為主，因此

其核心區及緩衝區之指認亦會受到相對影響。 

    核心區：以二膽碼頭及中正公園休閒中心為核心，結合週邊好漢坡、泉

神、中山室等。 

     緩衝區：以串連二膽文化景觀點之道路作為劃設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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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大膽島核心區及緩衝區指認建議圖 

 

圖 3-8：二膽島核心區及緩衝區指認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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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化景觀保存維護機制 

第一節  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之規劃 

 

    文化景觀的保存及管理原則，從文化景觀核心文資價值、重要元素、地景

元素及保存與管理方向著手，並兼顧文化景觀的整體、安全、機能、景觀、生

態等（圖 4-1）作為本計畫擬定保存及管理維護機制原則： 

 

 

圖 4-1：大二膽軍事文化景觀保存維護原則架構 

 

一、文化景觀基本資料建置原則 

（一）基本資料建檔 

    完整的基礎調查應是文化資產保存工作的重要基礎，而基於《文資法施行

細則》所稱之「基本資料建檔」，應視為完整「基礎調查與評估」之工作，以便

完成建構文化景觀之相關基本資料。 

    基礎調查應與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工作形成一體兩面的核心工作，也就是

說，基礎調查工作的目的，主要在於透過理性的瞭解與分析，定義出文資區域

內的「文化資產核心價值性」，同時具體地定義出該文化資產特質或形貌中之

「需要被維護或改善」的部份。 

    以下就基礎資料部分的計劃內容提出建議，其工作內容應包含文化資產基

本資料、歷史發展研究、自然與人文環境調查分析、文化景觀構成與重要文資

保存及
管理維
護原則

整體性

設備

安全性

機能性

景觀保
全

生態維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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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有形及無形）之調查與研究、環境負面因子及現況損壞調查、文化景觀

核心文資價值分析等六大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1.文化資產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屬基礎性之文化資產描述，應包含以下各項內容： 

（1）文化景觀正式登錄名稱、文化景觀種類細項（如神話傳說之廣場、

歷史文化路徑、宗教景觀等）。 

（2）文化景觀所在位置（或地址、地號等）、登錄範圍、面積規模等資

料。 

（3）登錄理由極其法令依據。 

（4）公告日期及文號。 

2.歷史發展研究及相關文獻史料之蒐集 

    本項工作內容，主要目的在於理解文化景觀個案與臨近地區之歷史發展沿

革，以作為評估並定義文化景觀重要價值之依據，同時透過歷史文獻史料蒐

集、彙整的過程，可以解析出具有歷史真實性的相關文資元素。本項工作內容

建議可包含下列之要點，並得視實際狀況增減之： 

（1）鄰近地區歷史發展 

應就文化景觀個案所在之鄰近地區（城鎮或鄉村環境），進行區域性歷史

發展之概要分析，並說明文化景觀個案與地區歷史發展之重要聯結關係。 

（2）文化景觀範圍開發歷史與發展沿革 

調查並說明文化景觀個案之開發起源、重要發展時期之歷史段落、重大發

展事件等事項、並盡可能配合歷史性地圖、影像加以輔助說明。 

（3）文化景觀環境與區內建造物、地景變遷歷史與發展狀況 

配合上述之文化景觀開發歷史與發展沿革，調查並說明文化景觀整體環

境，與文化景觀範圍內地景元素、文資元素、建造物之變遷狀況，並應盡

可能配合歷史性地圖、影像加以輔助說明。 

（4）其他相關文獻史料之蒐集與探討 

應蒐集各類相關之重要文獻史料作為輔助性之研究素材，如個別主題性之

文獻史料（如水利開發相關史料、地方開拓史料、原住民相關研究等）、

耆老口述歷史、歷史影像記錄等。 

3.自然、人文環境調查與分析 

    《世界文化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指南》第 47 條條文中，說明「文化地景」

之定義：「文化地景指表徵公約（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條所稱之『自然與人類聯

合之設施』（combined works of nature and man）之文化資產它們是長久以

來，在自然環境與接續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等內在與外在的力量，產生實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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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與機緣的影響之下，人文社會與聚落進化之例證。」 

    文化景觀屬場域性、地景性之文化資產類型，規模上可能小如園林、造景

（如著名園林、歷史性公園等），大如人為與自然聯合之農業設施、水利設施

（如梯田、水道等），甚至橫跨廣大的區域環境（如嘉南大圳、德國萊茵河河谷

等）；文化景觀往往同時涵蓋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並與此兩者產生密不可分的

關係。因此，在進行文化景觀個案之基礎調查時，確有必要就文化景觀與鄰近

環境之整體關係，進行基礎之理解與分析，以便釐清文化景觀與臨近環境之聯

結關係。建議要點如下： 

（1）文化景觀所在區位及臨近環境概述 

說明文化景觀個案所在之區位、行政區歸屬，並就臨近環境進行概要之整

體描述。 

（2）文化景觀範圍之地籍資料、土地權屬關係 

彙整並說明文化景觀個案範圍內之完整地籍資料狀況，以及相關當事人

（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等）之概要說明。 

（3）土地使用管制體系現況 

說明文化景觀範圍土地使用管制體系之現況（非都市土地、都市計劃區或

國家公園範圍），以及區內土地使用分區、使用地之劃定、編定現況與各主

要使用區分佈情形。 

（4）地理相關資訊之彙整與分析 

說明文化景觀範圍及鄰近地區之重要地理資訊，如地形、地貌地質現況與

河川、水系等紋理，並說明臨近環境潛在危險因子之狀況。 

（5）動、植物生態與植栽狀況 

說明文化景觀範圍及鄰近地區生態發展之概要狀況，以及綠化、植栽等之

分佈狀況。 

（6）區域交通狀況 

說明文化景觀範圍及鄰近地區之區域交通、運輸現況，包含遠途交通系

統、近途交通系統，以及視必要情況，說明運輸、人行等交通分佈狀況。 

（7）其他相關之環境調查與分析事項 

    4.文化景觀構成與重要文資元素（有形及無形）調查與分析 

    依據《文資法》中亦說明文化景觀：「指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

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聯之環境。」 

    上述之定義在在說明文化景觀連結「有形元素」與「無形元素」的構成特

質，「有形元素」除了實體的地景元素、植栽外，尚可包含考古殘跡、整體景

觀、天際線、視覺線與地標場所等實質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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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無形元素」則包含活動、象徵性的歷史性的機能、文化習俗、儀式、

傳說、傳統、集體記憶，與構成其歷史價值實體之文化事項。 

    因此就本項計劃內容，應著重文化景觀構成元素、區內有形、無形元素等

之調查，完成以下各細項之調查與分析，並配合完整之圖說資料與影像加以記

錄： 

(1) 整體地景之構成、特質與特色分區之分析 

說明文化景觀之整體構成關係、重要地景與文資元素之配置、佈局型態、

特質，以及範圍內各項使用功能（如宗教、文教、居住、產業等）之分佈

或分區狀況。 

(2) 關鍵性之景象、景觀點與遠景分析 

說明文化景觀範圍內外之關鍵性與典型景象、重要景觀點與遠景、側影

景象、天際線等視覺景觀現況與特質。這類分析工作建議應該以配置圖說

與影像加以記錄與說明。 

(3) 重要地景元素、地標、 開放空間、設施、建造物之分析 

說明、指認並分析文化景觀範圍內各項重要之地景元素（步道、碑說明、

水圳、設施物）、文資元素、開放空間（如廟埕、廣場、公園、樹林

等） 、建造物等之區位、型態，以及個單一元素於文化景觀整體區域中之

配置、組成關係。 

(4) 重要景觀工法、營建工法、細部處理方式及材料之調查與分析 

就文化景觀範圍內，典型並具地方特質之景觀工法、營建工法、技藝與技

術、重要細部處理方式，以及地方性慣用材料等，進行整體性之調查與分

析。 

(5) 區域內其他有形文化資產與有形元素之調查 

說明文化景觀範圍內其他指定、登錄之有形文化資產個案狀況，以及其他

具有保存或景觀價值之有形元素。 

(6) 新發現考古殘跡之簡易記錄與通報 

調查過程中如有考古殘跡之發現，應進行簡易之記錄，並立即通報主管機

關，以便進行進一步之調查與維護措施。 

(7) 區內重要使用狀況、文化活動、文化形式、儀式行為與其他無形文化

資產狀況 

說明文化景觀範圍內之重要象徵性或歷史性之機能（如產業機能、水利機

能等）、重要文化習俗與傳統（如宗教活動、儀式、節慶等）、集體記憶，

以及構成本文化景觀歷史價值之重要文化事項。 

    5.環境負面因子及損壞狀況調查 



181 
 

    文化景觀及其臨近區域範圍內，可能存在一些來自自然力或人為造成之侵

擾性因子，將可能成為後續進行保存、修繕與管理維護時，甚至探討區域活化

與再發展時，所必須面臨之重要課題，因此有必要於基礎調查階段，予以系統

性之調整調查與分析。 

    本階段所執行之調查對象，應係全面性、系統性、結構性之負面因子，而

非針對單一文資、景觀元素之細部調查，工作執行時應把握調查之重點；但過

程中如遇具有文資價值，而有研究損壞之個案，即應通報地方主管機關，另案

以緊急搶救之方法處理之。其工作內容如下說明： 

（1）環境潛在破壞性因子與外力之調查與分析 

說明文化景觀範圍、鄰近地區中，可能構成文化景觀損壞之自然、人為因

素或外力，如水患、排水問題、路面高程問題、土石流危機、地震帶、地

質不良問題等。 

（2）文化景觀範圍內環境負面因子之調查與分析 

說明文化景觀範圍內之環境負面因子及其分佈狀況、嚴重程度，如基本維

護不足問題、建築物閒置問題、不當增改建問題等。 

（3）地景元素、營建物負面變更狀況之調查與分析 

說明文化景觀範圍內各類地景元素、建造物、開放空間、通路等重要元

素，其外觀形貌、材料、設施等之負面變更狀況，並分析其主要變更類

型、變更程度與分佈狀況。 

（4）文化景觀元素、營建元素損壞現況之調查與分析 

    說明文化景觀範圍內各類地景元素、開放空間、建造物等重要元素之損壞

概況，並分析其主要損壞成因、損壞類型、損壞程度分級與分佈狀況。 

    6.文化景觀核心文資價值分析 

    基礎調查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即在於彙整相關基礎資料與理性的分析之

後，進一步評估並定義出該文化景觀之核心文化資產價值，同時據此得以具體

地只認出文化景觀範圍內各類重要地景、文資元素，以作為後續監管保護、劃

定保存等級，以及逐步修繕之依據。本項計劃工作內容如下說明： 

（1）文化景觀核心價值之定義與確認 

應就上述基礎調查研究之成果，進一步定義並論述文化景觀個案之核心保

存價值，以做為確認各具體保存元素之依據。 

（2）文化景觀具體保存範圍之檢討 

應就基礎調查研究之結果，檢討現存文化景觀之具體登錄範圍，是否具有

增減調整之必要性，並做成具體增減建議。 

（3）文化景觀區域內各種重要文資元素之具體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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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上述之文化景觀保存核心價值，同時包括有形與無形文資元素進行指

認與註記，並就各類具保存價值之地景元素、設施物、外部空間、建造物等進

行具體之指認，並以配置圖的方式記錄之。 

    對於任何文化資產的保護而言，除了直接的保護措施之外，應重視其基礎

資料的調查與建立，以便能整理出該文化資產的重要核心價値與具體文資元

素，並作為後績任何保護性、修繕性，甚或再利用決策之重要依據。如能透過

完整的基礎調查建置資，瞭解並評鑑該文資地區的特徵，分析其社會與經濟發

展的背景因素，探討文資區域内的威脅與機會，並進而發展成具體之經營與再

發展計畫，對於文資區域後續之發展經營與再發展，應可提出重要的貢獻。 

 

二、文化景觀基本圖面繪製原則 

    本項工作目的在於建立文化景觀監管保護之基礎計劃，本計劃階段所需之

基礎圖面以文化景觀大環境之地形圖為主，但可視個別之實際需要，進行必要

之建築、空間之測繪記錄。 

    其次，為便於文化景觀監管保護與管理維護之用，建議應於基礎調查階

段，即進行文化景觀範圍內各重要景觀元素、文資元素、建築據點之攝影記錄

工作，並以外形貌為記錄重點；此一完整的攝影記錄將可成為日後比對環境變

化、控制並管制變化之重要工具。 

    此外，本計劃針對管理維護之目的，進行分析性及實質計劃性圖面之製

作，並配合文字、圖表進行表達與陳述，以作為後續規劃參考之用。相關要點

如下說明： 

（一）基礎圖面與影像資料之建制 

1.文化景觀基礎圖面之建制 

    本計劃階段應建制之文化景觀基礎圖說，應能顯示文化景觀範圍內之地形

地貌、等高線、高層資訊、道路位置、建築物單線輪廓等資訊，並完成製作成

CAD 檔之電子資料。 

 2.文化景觀影像記錄之建制 

    應針對文化景觀範圍內之各保存等級之建築物、工作物之外觀形貌，開放

空間形貌（庭園、廣場等）、重要戶外空間設施（如水井、紀念碑石等）、重要

植栽及景觀元素，以及重要景象、景觀點、文化景觀側影、遠景、天際線等，

進行完整之檔案記錄影像，並建立完整之電子檔，以作為日後監管之重要參考

資料。 

3.其他測繪圖說之建置 

    視實際需要情形，得就部分建築物、工作物，開放空間等進行測繪記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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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之建制。 

 

（二）分析性圖面與實質計劃圖面之製作 

 1.分析性圖面之建置 

    分析性圖面指基礎調查與相關評估時所使用之輔助性圖面，可包含文化景

觀之相關分析圖，如文化景觀空間分析圖、區內建築年代分析圖、地景類型分

析圖等；亦可包含環境分析之相關圖面，如計劃地區之土地使用現況圖等。 

 2.實質計劃圖面之建置 

    實質計劃圖面主要配合體制建構之相關計劃內容，包含核心保存區與緩衝

區區位圖、分期分區修繕計劃圖、發展計劃圖等。 

 

三、 文化景觀保存及修復原則 

    大二膽島文心景觀保存及修復原則，依「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文化景觀

保存及管理原則草案」第四點：「戰地文化景觀保存重點包含環境資源、交通運

輸、防禦設施及訓練空間、心戰教化、宗教民俗、民生空間及其他人文史蹟，

進行整體戰地文化景觀調查研究及保存研究，包含外觀、類型、格局、構造、

材料、色彩、尺度、高度、周遭景觀的真實性與完整性。」及第六點：「戰地文

化景觀空間指認及分級治理，依據保存價值，進行指認劃核心區、緩衝區，並

研擬分區發展目標及保存、活化利用及分級治理對策與活化利用方向。」 擬出 

「原貌保存」、「外觀保存」及「元素保存」三個層次修復原則。 

1.「原貌保存」：即空間格局、氛圍、色彩、形式、尺度、天際線、材料、

周遭景觀及設施等之原貌修復與保存。 

並建立以下之共通性分類及分級評估原則： 

（1） 硬體型態：基本型、變化型、綜合型、特例型。 

（2） 尺度：依戰術時空條件之設定（以砲兵為例：240mm 榴>八吋榴/155

加>105 榴）。 

（3） 造價：岩石坑道>抗炸永久工事>一般永久工事>半永久工事>一般

營舍。 

2.「外觀保存」：修復與保存外部空間景觀，內部視使用需要加以調整，或

增添符合整體風貌之現代設施、設備。 

3.「元素保存」：修復與保存局部空間景觀，內部視使用需要加以調整，或

增添現代設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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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景觀維護管理原則 

    良好的管理維護制度與執行方式，是確保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手段，對於

規模龐大的場域性文化景觀類型更屬重要。就文化景觀之規模而言，無論是分

批修繕、防災或是執行日常維護工作，均須考量以數年乃至於十數年為單位之

長期性工作，並結合公部門、社區組織之人力，形成長時間分工合作的工作組

織。 

    其次，對於文化景觀的管理維護，亦意味著必要的監管保護作為，以防止

重要文化景觀元素受到不當的負面影響，因此監管通報體系的建立亦屬必要。

此外在關管理維護體之課題，建議應包含日常管理維護體系與制度之建立、文

化景觀分期分年之修繕計劃、獎勵與補助措施之建議、修繕計劃之實施期程與

經費概估等部分。 

（一）管理維護之原則、方法與人員組織 

    有效的日常性管理維護，有賴於健全的運作製作與工作方式，更有賴於民

眾參與的機制是否能有效的啟動，因此，本計劃中應就此一課題進行規劃與研

擬，協助訂定出能實際運作之管理維護制度。相關工作重點包含詳見： 

    1.監管通報、日常管理維護體體系之建立 

    說明並規範文化景觀範圍內進行監管通報、日常管理維護之運作體系，包

含主管機構、人員組織架構、監管通報系統等。 

    2.監管通報、日常管理維護之原則與重點事項、具體執行方式 

    說明並規範本項工作應注意之工作原則、工作重點事項，與具體執行之步

驟、方式、相關記錄文件、表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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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管理維護組織架構建議圖 

 

圖 4-3：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管理維護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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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景觀修繕策略、計劃與執行方法之研擬 

    文化景觀往往幅員龐大，並可能涉及公部門、私人領域之地景、文資元

素，其修繕計劃之擬定，應考量修繕重點、分期分區執行方式，以及優先順序

原則等工作重點，說明如下： 

    1.文化景觀整理修繕計劃之策略 

    說明文化景觀範圍內，進行空間環境與景觀元素修繕之策略，包含文化景

觀修繕目標與重點之設定、公共領域（開放空間、通路、綠地等）與私人領域

（私人土地、建造物）之執行構想等。 

    2.修繕計劃之分期分區執行方法 

    就文化景觀範圍之整理現況，評估修繕計劃之必要時間期程（得視規模訂

定五年至十年或更長時間），並訂定分期與分區之執行方式。 

    3.文化景觀範圍內修繕個案優先次序原則之擬定 

    就文化景觀範圍內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各項文資元素，依保存價值等

級、損壞程度、再利用潛力等因子，擬定日後決定修繕先後次序之原則。 

 

（三）獎勵、補助措施之建議 

    對於文化景觀範圍內之修繕、維護、再利用等作為，應配合上述之修繕計

劃，檢討各層級獎勵、補助措施之可能性。相關工作重點包含： 

    1.現行有關文化景觀修繕之獎勵、補助措施 

    說明現行中央、地方對於文化景觀修繕之各類獎勵、補助計劃。 

    2.地方性獎勵、補助措施之建議 

    依實際需要，研擬地方政府對於文化景觀修繕獎勵、補助等相關辦法、要

點之建議。   

    3.其他籌募文化景觀修繕經費可能性之研擬 

    依實際狀況及需要，就籌募文化景觀修繕經費之可能性，提出建議方案及

計劃研擬。 

    4.都市計劃容積轉移可行性之研擬 

    文化景觀如劃定為都市計劃區中，得適用於《都市計劃容積移轉實施辦

法》之相關規定，應就此一問題進行研擬，探討其可行性、對於該地區建築絨

機織衝擊等課題。 

 

（四）修繕計劃之實施其成語經費概估 

    就上述修繕計劃提出實施期程之規劃與相關經費之概估，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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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實施期程之推估與建議 

    就文化景觀修繕目的擬定之長期計劃，研擬分年、分期、分階段之建議方

案。 

    2.文化景觀修繕經費之概估 

    就上述之長期修繕及軟體補充計劃，提出分年分期之經費概估。 

（五）日常管理維護表 

 

表 4-1：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日常維護管理表報 

文化景觀名稱  

使用現況 □不佳  □普通 □良好 

環境體檢 建築結構

安全 

    

週邊設備     

景觀植栽     

整體排水

情形 

    

空地設施

使用情形 

    

其他     

損壞紀錄  

 

 

影像紀錄 (全景) 

(局部景觀正、側、反面) 

(週邊景觀 

建議處理方式  

 

 

其他備註  

 

 

填表人  承辦人員  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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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日常維護檢視表 

填報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星期 

檢 視

項目 
建物區位：      之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處理情形 

基 

礎 

部 

份 

1.建物基礎與土壤接縫處有無裂

隙，毀壞尺寸： 
□無  □有    

2.排水是否良好。 □無  □有    

3.基礎土方有無流失。 □無  □有    

4.建物是否有傾斜或下陷情形 □無  □有    

5.建物是否有植物附著。 □無  □有    

臺 基 

地  板

及 附

屬 空

間 

1.建築或坑道是否通風良好。 □無  □有    

2.有無反潮、白樺現象。 □無  □有    

3.有無白蟻或其他蟲害。 □無  □有    

4.有無龜裂或嚴重磨損現象。 □無  □有    

屋 

頂 

部 

份 

1.有無植物附著。 □無  □有    

2.有無漏水情形。 □無  □有    

3.屋頂與牆緣接縫處是否有水

跡。 
□無  □有    

裝 

修 

部 

份 

1.門窗、欄杆、磚瓦等部份構件是

否有鬆脫情形。 
□無  □有    

2.五金是否完整無缺。 □無  □有    

3.天花板有無腐朽或繡蝕。 □無  □有    

4.門扇、家具是否有裂紋、風化情

形。 
□無  □有    

5.油漆或其他塗料是否有脫落或

污損情形。 
□無  □有    

週 

邊 

景 

觀 

1.植栽是否有乾枯或災損等情

形。 
□無  □有    

2.建築週邊土石是否有崩落情

形。 
□無  □有    

導 覽

系統 

1.解說指示牌是否良好。 □無  □有    

2.展示品現況是否良好。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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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景觀審議原則之規劃 

 

一、文化景觀審議原則 

   文化景觀審議範圍從園區內之各項地景、文資元素，將可能進行修繕、再

利用、局部擴增，甚至局部變更等作為，而範圍內的非文資元素亦可能產生拆

除、改建、整修等需要。因此，本計畫對於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

觀之審議原則，提出以下審議規劃：     

1. 「原貌保存」審議原則：審議內容包含景觀園區內各別點的空間格局、

氛圍、色彩、形式、尺度、天際線、材料、周遭景觀及設施等，維持

「原貌」為最高審議原則。 

2. 「外觀保存」審議原則：審議內容包含復與保存外部空間景觀，內部視

使用需要加以調整，或增添符合整體風貌之現代設施、設備。 

3. 「元素保存」審議原則：審議內容包含修復與保存局部空間景觀，內部

視使用需要加以調整，或增添現代設施、設備。 

 

二、文化景觀審議小組設置辦法 

    為使大二膽文化景觀得以永續保存，因此對於審議小組的設置確有其必要

性。本計畫依《文化資產法》第 53~56 條之規定，本計畫建議請文資委員透過

審議，協助金門設立大二膽文化景觀審查小組，其小組設置辦法建議如下： 

1. 文化景觀審議委員組成：需包含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土地管制主管機

關、建築管理主管機關、軍方代表及專家學者等共同組成。其委員的任

務為： 

（1） 重要景觀登錄、廢止及變更類別之審議事項。 

（2）重要景觀保存、維護及再利用計畫之審議。 

（3）文化景觀相關獎勵及處罰之審議。 

（4）文化景觀相關法令之檢討建議。 

（5）其他本法規定有關文化景觀重大事項之審議。 

2.委員會置委員 7 至 11 人，由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擔任。專家學者聘任之

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 2/3。 

3.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會首長為主任委員兼任主席，或由本會主

任委員指定之。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4.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機關代表隨其本職進退。委員

出缺時，得予補聘，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5. 本委員會以每四個月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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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會議之決議，以 1/2 委員之出席，出席

委員 2/3 以上同意行之。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未能親自出席時，得

指派代表列席，並參與會議發言，但不得參與表決。 

7. 本委員會為審議有關案件之需要，得推派委員偕同業務有關人員組成專

案小組現場勘查或訪查，並研擬意見，提供會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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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 

 

   經民國 103 年 8 月 9 日召開 103 年「金門縣古蹟、歷史建築、聚落與文化景

觀審議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審議「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 

保存及管理原則（草案）」修正後內容如下： 

    大膽、二膽原名「大擔」與「小擔」，古屬廈門管轄範圍。位於烈嶼、廈門

島、浯嶼之間，兩島面積不到 1.07 平方公里。但因地處九龍江出海口，民國 38

年（1949 年）以前，即為海防要地。明洪受的《滄海紀遺》載：「以此為重鎮，

而必設於浯嶼者；蓋其地突起海中，為同安、漳州接壤要區，而隔峙於大小嶝、

大小擔、烈嶼之間，最稱險要。」17、18 世紀荷蘭人與法國人海圖中，大擔、

小擔即被清楚地標示出來。清初，一幢三殿式建築的媽祖廟寶靈寺（又名前園宮）

被建於大擔北山頂。位於大擔島中部小虎山左側海岸巨石上，乾隆參將施必功題

刻的「第一津」；以及，另於北山上題刻的「鳳崗」、參將沈廷耀題刻的「閩南保

障」等，說明了戰略地位的價值。近代廈門開港後，在大擔南山頂上，1863 年

曾建有燈塔，顯見閩南航海門戶的重要性。 

   民國 39 年（1950 年）的「大二膽戰役」，使得蕞爾小島成為舉世知名的戰

地。在長期的軍事對峙過程，島上的各種防禦、訓練、心戰、教化、娛樂、民生

等各式設施或工事，無一不備。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同時，島上綠化相當

成功，現況生態十分多樣。 

    1990 年代後期，隨著國際及兩岸關係的和緩，大膽二膽的歷史角色不再。

然而島上所遺留下軍事空間及人文史蹟，成為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因此，於

民國 102 年（2013 年）11 月 28 日，金門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通過，將這

兩座軍事前線的島嶼登錄為戰地文化景觀，賦予了文化資產的身分，期能積極

保存及妥善經營，並兼顧開放觀光之需。 

    有鑑於此，根據《文化資產法》第 55 條：「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由直

轄巿、縣（巿）主管機關設立之審議委員會依個案性質決定，並得依文化景觀之

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作必要調整。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應依前項原則，

擬定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進行監管保護，並輔導文化景觀所有人、使用人或

管理人配合辦理。」基於上述條文內容研擬「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

觀保存及管理原則」，可以提供保存及活化利用的基準，促成大膽二膽永續發展

的目標。 

 

一、戰地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總體原則 

1.保存對象：以島嶼之整體環境、人文歷史、空間設施、地景等為對象，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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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保存形成戰地文化景觀的重要元素、範圍及系統。 

    2.修復原則：以最小開發、維護真實性與完整性的原則，進行戰地文化景觀

的緊急搶修、修復、再利用工程及其他相關工程事項。若因結構安全或發展的考

慮，有補強或增改建的需要，應採原貌保存與原材料、工法，或以可逆性之材料

及工法為主。 

    3.活化利用：在不影響軍事防務的前提下，進行戰地文化景觀的活化利用，

並妥善規劃使用性質及強度，使之成為文化體驗的場域。 

    4.其他：相關地形地貌、生態及自然景觀，以及昔日武器裝備、構件、家具、

精神標語、圖繪等，應一併保存，以維護戰地文化景觀氛圍。 

 

二、相關法令配套 

    1.配合《金門特定區計畫》之通盤檢討，將大二膽納入都市計畫體系。藉

由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研擬，將土地開發強度與使用性質適當納入規範。 

    2.可朝向保存區來劃設。「保存區為維護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

值應保存之建築物，並保全其環境景觀需劃定之分區。」 

 

三、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價值評估項目 

    藉由戰地文化景觀之有形及無形價值評估與空間指認，以作為保存對象之

指認，以及活化利用及管理原則之依據。 

     

四、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保存重點包含環境資源、交通運輸、

防禦設施及訓練空間、心戰教化、宗教民俗、民生空間及其他人文史蹟，

進行整體戰地文化景觀調查研究及保存研究，包含外觀、類型、格局、構

造、材料、色彩、尺度、高度、周遭景觀的真實性與完整性。 

 

五、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經營之執行原則 

    1.考慮環境承載量，並維護戰地文化景觀的真實性及整體氛圍，應採取定

點、定量及定時開放的原則。 

    2.基礎設施的整備，包括水電設備、交通運輸、通訊、急難救助、遊客解

說服務、餐飲空間、廁所等之提升。 

    3.尊重戰地歷史及島嶼生態，發展以體驗為主的遊程規劃，並提供優質的

公共服務及商業服務，且輔導具創意的文化商品。 

 

六、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空間指認及分級治理，依據保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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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進行指認劃核心區、緩衝區，並研擬分區發展目標及保存、活化利用

及分級治理對策與活化利用方向。     

（1）「原貌保存」：即空間格局、氛圍、色彩、形式、尺度、天際線、材

料、周遭景觀及設施等之原貌修復與保存。 

    （2）「外觀保存」：修復與保存外部空間景觀，內部視使用需要加以調整，

或增添符合整體風貌之現代設施、設備。 

    （3）「元素保存」：修復與保存局部空間景觀，內部視使用需要加以調整，

或增添現代設施、設備。 

    空間指認與分級治理，金門縣文化局做為文化景觀之管理機關依據《文化

資產法》第 55 條：「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由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

設立之審議委員會依個案性質決定，並得依文化景觀之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

作必要調整。…」，應主動進行個案實質審查，以落實戰地文化景觀的保存與活

化利用。 

 

七、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審議原則 

1. 為維護文化景觀之保全，應擬具「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

保存維護計畫」，得五年進行一次通盤檢討，針對其文化景觀價值性進

行評估、修正、保存及管理原則等檢討與審議。 

2. 管制細則之訂定， 

（1）包含核心區、緩衝區等保存強度分區，進行外觀形貌管制與修

繕、維護準則之規範。 

（2）就土地使用分區，進行使用項目容積、建蔽以及外觀形貌管制與

修復、維護準則之規範。 

（3）就文化景觀範圍內之各類保存等級空間、建築物、設施，進行有

關整修、形貌修復或變更之管制規範。 

（4）就文化景觀範圍內之地景元素，如地形、地貌、植栽等，進行管

制規範。 

3. 建立專責審議制度： 

（1）聘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小組研擬「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

化景觀」相關之發展原則，以作為後續進行文化景觀範圍內之景觀處

置、建築管理等之依據。 

（2）研擬戰地文化景觀管制審議工作程序。 

 

八、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保存維護亦應著重環境保護與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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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公共設施的新增、修繕或改善等工程，應進行調查分析作為評估依

據，且須經由「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審議小組」決議，得

以進行公共設施系統工程改善計畫。 

 

九、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管理維護原則 

1. 監管通報、日常管理維護體系之建立。 

2. 監管通報、日常管理維護之原則與重點事項、具體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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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戰地文化景觀保存與活化利用計畫構想 

 

第一節 觀光發展課題及對策 

 

    2014 年 6 月 30 日，金門縣李沃士縣長在行政院江宜樺院長的監交下，正式

自金防部指揮官潘家宇將軍的手上，接管大膽、二膽島。走過半個多世紀戰地前

線角色的大二膽，正式朝向文化觀光的方向邁進。政府宣示，未來一年只接受特

定公務團體登島考察，明年 7 月 1 日起接受中華民國籍青少年團體及曾於島上服

役的退役官兵專案申請參觀，106 年評估全面開放可行性。（圖 5-1） 

江宜樺院長在致詞時表示，期待金門縣政府能珍惜無數軍民在過去幾 10 年

來用生命換取的淨土，並以最小開發原則，達到最大觀光效益，也期勉行政院

相關部會共同努力，讓大、二膽島日後移交過程順利成功，成為大金門地區開

放國內外遊客觀光旅遊的重要資產。 

 

 
圖 5-1：大二膽開放觀光期程說明圖 

 

但是，大二膽觀光開放政策地方首長輪替後，新任金門縣縣長陳福海對於

大二膽觀光非常重視，並於 104 年 1 月 17 日登島會勘，在大膽守備隊長解說

下，陳縣長了解到大二膽是座歷史的軍事島嶼；因此，縣長對於大二膽觀光發

展若是未做好相關配套與建設前不急著訂出開放期程表，在規劃上將朝最低限

策略

•103年10月27日文化部向行政院江宜樺院長報告大二膽島移撥後的保存策
略「先文資保存，後建設開發」。江院長希望於103年6月30日以前，以
「不分階段、「一次移交」」的方式將大膽島、二膽島移交給金門縣政府。

基礎

工作

•金門縣政府於103年6月30日前完成基礎設施規劃。

營運

•104年7月31日至8月31日試營運。

•104年9月1日起至106年8月31日正式開放。

檢討
•106年9月日來討開放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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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開發與完整保留的方向去規劃，對於大二膽觀光發展政策陳縣長強調：「針對

大膽島開放觀光先不要訂定期程表，縣府可以著手邀集學者與民間代表成立推

動規劃小組，充分多元的導入各界意見，最重要的是絕不可以為了要搶著開放

而去破壞原有風貌，未來島上遊程盡量以步行漫遊取代車輛走馬看花，對於登

島人數也應採限量配額並導入收費措施，務必守護大二膽這塊軍事寶地。」1 

根據上述，本計畫團對於大二膽觀光發展課題與對策，依實際調查、執行

接管進度提出具體分析： 

 

一、發展課題 

1.交通基礎設施課題 

    對外交通部份，目前往返大、二膽交通部份均需仰賴船隻接泊。然而，大

二膽碼頭設施受限於碼頭長度、潮差及地基掏空等情形，不利後續觀光遊憩發

展。此外，往返大二膽島接泊船隻暫時以招標租賃方式辦理，後期可望配合觀

光遊程進行配交通配套規劃。 

     島內交通部份，目前大膽島內道路舖面皆為不透水的水泥材質，亦無使用

生態工法，且道路邊坡並未設置檔土牆，若遇大雨情事，很容易造成道路積水

與土石崩落現象。（圖 5-2） 

 

  

圖 5-2：大膽部份道路受到 103 年颱風影響造成崩塌現象 

 

    2.水資源課題 

大、二膽島的水資源根據本計畫執行團隊實地調查，在水資源上大二膽島

                                                      
1 資料來源：揭自 2015 年 1 月 18 日金門日報報導。 



197 
 

均有「海水淡化設備」。大膽的海水淡化設備每天可產約 5 公噸淡水（1 噸水

=1000 公升），加上大膽「神泉」地下水抽取每日約 2 公噸；二膽方面，其海水

淡化設備每 5 日才運轉一次，一次可生產約 5 公噸的淡水，加上「萬人井」地

下水的抽取，是供給島上官兵日常用水的重要來源。2由於水源不足，所以島上

士兵日常飲水仍以自行購買「礦泉水」為主，其他飲食、清洗等配合海淡水使

用。 

依國人每人每日平均用水需求 259 公升3進行用水承載計算： 

（259 公升÷24 小時）✽4 小時 ✽350 人=15,108 公升 

以大膽為例：現階段每日最大供水量為 7000 公升，那麼水資源量計算還短

缺 8,108 公升用水缺口。 

  

    3.電力設備老舊課題 

根據田野調查資料，目前大膽現階段發電裝置容量為 280KW，實際發電為

80KW，僅佔裝置容量 28.57%；二膽發電裝置容量為 200KW，實際發電為

100KW，僅佔裝置容量 50%；在不考慮發電機組「有效出力」前提下，提高機

組使用率即可滿足現階段使用需求。 

    除了大二膽除了用電量外，本計畫還注意到第一管線部份，礙於各部隊駐

防時期防禦或其他需求所布設管路，線路圖保存不完整及管線老舊急需進行汰

換、舖設及變電箱之設置工作。第二監控系統建置，從安全考量若需要設置監

視器，其監視器及管線布設須避免造成週邊軍事景觀之破壞。 

     

4.公共服務及設施課題 

（1）醫療服務 

    根據田野調查大、二膽島提供醫療服務，僅設置大膽島有「衛生站」，但沒

有駐島醫官或護士；若有緊急醫療需求，則急電金門派遣船隻進行後送工作。

對於駐島服務或遊客無法提供及時性的醫療服務。 

（2）廁所需求 

目前大二膽島除軍方營區內軍人使用廁所外，對外開放使用公廁僅有 3

處，每處各設男、女廁各乙座，其公廁服務數量明顯不足。 

（3）住宿服務 

目前大二膽島上並無提供遊客住宿空間。倘若遇到天候不佳或其他緊急狀

況，島上僅能緊急協調軍方協助，無法提供及時性的服務。 

                                                      
2 資料來源：本計畫引用駐大二膽官兵訪談資料對於「海淡水」的使用駐島官兵表示：「經由海

水淡化水源的鹽份偏高，時常飲用恐對身體造成危害（該項說法尚待檢測）」。 
3 資料來源：揭自台灣自來水公司

https://www.water.gov.tw/02results/res_c_main.asp?bull_id=127。 

https://www.water.gov.tw/02results/res_c_main.asp?bull_id=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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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乏餐飲服務 

現階段大二膽並沒有餐飲服務的提供，若有餐飲需求，必須協調軍方協助

或由登島人員自備。 

（5）缺乏污水處理設施課題 

目前大二膽島並無設置污水處理系統，民生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海域，

倘若大二膽遊客逐年增加，駐島軍人與遊客在島上的生活用水，而其所產生的

廢水，皆未經任何污水處理設施，直接排入周邊海域，嚴重污染海洋生態環

境，需待解決。  

（5）垃圾處理課題 

過去大二膽的垃圾處理主要以掩埋及焚化為主，1980 年代左右島上增設焚

化爐，但實際使用效果不佳，目前均為停用狀態。 

現今，大二膽島上的垃圾課題除了島上垃圾外，還有海漂垃圾問題極待處

理。 

   

 圖 5-3：大膽島的海漂垃圾  圖 5-4：大膽島露天垃圾焚化場（已停用） 

 

5.生態環境課題 

大二膽海域與陸域生態資源現今並未有全盤調查與定期監測工作，無法判

斷其生態在面對大陸漁船濫捕、抽沙等影響，陸域方面，是否受到外來物種的

侵入、島嶼水泥化、交通工具等對環境的影響，極待詳細調查與研究。 

 

6. 軍事設施、營區修復、活化利用課題 

目前大二膽軍已釋出撥交金門縣政府營舍如生明廳、大膽醫院、心戰牆、

北山升旗臺等，其建築結構的安全性以及後續活化利用方式，均為影響其修復

方式。 

7. 解說服務及維護管理人力課題 

現階段大二膽島除了駐軍外，尚有海巡署岸巡總隊及金門縣政府派駐人

員，再加上不定期派遣清潔人員進行相關環境整理工作，並未設置專責解說導

覽人員及常駐維護管理人力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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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對策 

1.交通基礎設施對策 

目前金門縣政府刻正進行有關大、二膽島碼頭修繕工程規劃，同時，在島

際接泊碼頭地點評估與規劃已列入內政部營建署「烈嶼：邊境小鎮的再生」四

年計畫，在搭配相關計畫執行下，本計畫提出短、中、長程交通建設建議： 

(1)短程：進行大二膽島接駁碼頭規劃、大膽碼頭修繕工程。 

(2)中程：大、二膽島際交通接駁碼頭工程執行。 

(3)長程：往返大、二膽碼頭交通船購置。 

在陸域交通部份，除了基礎設施補強、生態工法的運用外，在陸域的交通

運具在二膽方面不建議增加運具。 

 

2.水資源對策 

對於水資源部份，除了大二膽地下水源抽取外，本計畫建議在島上增設具

符合飲用水規範標準之海水淡化設備。（圖 5-5、6） 

(1)短期：建置低成本高機動性海水淡化設備設置「可移動式海水淡化機」 

(2)長期：委託專業團隊詳實估遊憩需求用水承載計算是否增置「海水淡化

廠」。 

 

  

圖 5-5：可移動式海水淡化機    圖 5-6：海水淡化廠 

 

3.用電對策 

根據現地調查，大、二膽現階段發電設備及管線機組配置均已超過使用年

限，若不考慮發電機組「有效出力」前提下，提高機組使用率即可滿足現階段

使用需求。因此，對於大、二膽用電需求，需要邀請專業團隊詳細推估未來用

電需求，進行發電設備採購等，本計劃因應其用電及設備擬出短、中、長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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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1)短期：汰渙老舊發電機組。 

(2)中期：重新舖設管路及變電箱等設備建置。 

(3)長期：再生能源運用或固定發電機組設置。 

以上均需要透過電力公司或專業單位協助大二膽用電使用承載計算與相關

機組配置工作。 

 

5.公共服務設施解決對策 

（1）醫療服務 

對於缺乏醫療服務的離島而言，若能良好的醫療服務的提供，對於大二膽

的駐島官兵、服務人員及遊客來說及時的醫療，讓遊憩活動更安心。因此，對

於醫療服務本計畫提出短、中、長程計畫： 

    A.短期：針對駐島人員及訓練解說人員進行 CPR 等緊急救護訓練。 

B.中期：於「大膽醫院」現址成立療醫服務站及配置專職醫護人員； 

長期：進行大二膽設置「療醫用直昇機坪」評估規劃。 

（2）廁所需求 

配合觀光發展登島人員預估廁所使用人數與建置數量，本計畫建議： 

A.短期：廁所建置規選址及規劃設計。 

B.中長期：滿足遊憩需求廁所空間建置。  

（3）住宿服務對策 

住宿服務的提供對於未來即將開方觀光的大二膽而言，極為缺乏。因此，

本計畫就大二膽現地可活化利用資源提出短、中長程計畫： 

A.短期：以「生明廳」為據點，由政府協助進行臨時住宿設備的採購與存

放空間整理及後續管理；若有臨時突發狀況，則由駐島服務人員協助帳棚、睡

袋發送等服務。 

B.中長期：則以修復「大膽醫院」及「北山連」、「工六排」等已釋出且規

範較大的營區空間，透過公辦民營、租賃或 BOT 等方式進行民宿或旅館經營等

方式，在確保大二膽島用水、用電安全承載量下，提出修復及再利用規劃設

計，輔以人員培訓提供後續住宿需求服務。 

（4）污水處理對策 

配合大二膽島民生管線布設及公廁的建設，透過設計規劃及工程施作階段

至完善品質之全程管制。 

A.短期：配合公廁排污進行污水槽接管處理。 

B.長期：配合大二膽島上民生管線進行全區污水接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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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垃圾處理對策 

大二膽島現階段垃圾處理方式除了就地掩埋外，關於可回收資源則由運補

船家帶回烈嶼。 

然而，面對大二膽即將開放觀光，除了駐島軍人、服務人員及登島遊客可

能造成垃圾問題，本計畫建議，以垃圾不落地及固定時間淨灘方式，減少島上

垃圾問題。 

 

5.生態環境對策 

針對大二膽海域與陸域生態資源進行全盤調查與定期監測工作和海陸生態

巡狩機制；同時督促中央政府展開與大陸的協商，減少大陸漁船越界濫捕、抽

沙等破壞生態環境情事。並且針對珍稀動物的保護如「大膽姬兜蟲」的保護及

生態環境營造。 

 

6. 軍事設施、營區修復活化利用對策 

面對即將開放觀光的大二膽，本計畫根據實地調查部軍事設施及營區均面

臨到修復活化利用問題，因此本計畫依其觀光發展利用及區域服務需求等提出

短、中、長程計畫，以協助縣府接管後行政資源的有效投入。 

短期：進行影像史料蒐集、口述訪談、考古等軟體資源調查，以利後續解

說展示之用。 

中期：進行島上已移撥營區修復及活化利用以及往返大二膽島際交通接駁

評估規劃。 

長期：大二膽島軍事營區修復及活化利用工作。 

 

7. 解說服務及維護管理人力對策 

大二膽島上的解說服務根據現地調查發現，僅在大膽「生明廳」及二膽

「中山室」中有模型和解說資料外，其餘部份均需進行補強。因此，本計畫建

議針對大二膽解說服務部份提出短、中程期計畫： 

短期：進行駐島解說人員培訓、解說出版品發行。 

中期：導覽解說系統、QR CALL 或解說站建置等。 

另外在維護管理人力上，現階段大二膽島除了駐軍外，尚有海巡署岸巡總隊及

金門縣政府派駐人員，這些人員主要工作為行政文書、救護、登島申請及巡邏

工作，缺乏如清潔、維護專責人員編制。因此，本計畫建議後續在大二膽開放

觀光後建置完整的維護管理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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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具體建議方案 

 

一、觀光遊憩模式之規劃 

（一）遊憩方式 

關於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遊憩模式，本計畫以生活環境博物館（Eco 

Museum）及「悲暗觀光」（Dark Tourism）概念為遊憩規劃核心，期待遊客能從

心靈的「感同身受」（empathy）進而達到由歷史殷鑑、記取教訓的教育效果。4

這樣的思維，完全跳脫傳統觀光那種純遊樂休閒的論述，頗符合金門戰地史蹟

推動觀光的規劃發展方向。（圖 5-7）另一方面可勾鏈參訪者對於世界冷戰、國

共對峙的大歷史，以及駐金門（含）烈嶼及大二膽等離島軍人及在地居民的戰

地經驗。 

 

圖 5-7：大二膽 Eco Museum 遊憩模式示意圖 

 

具體參訪模式本計畫以南韓 DMZ 園區的第二段為｢戰爭痕跡與新生命共存

之路｣為例5，因應未來大二膽的遊憩模式，本計畫建議在「大二膽島國防安全

                                                      
4 John Lennon and Malcolm Foley, Dark Tourism,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0. 
5 南韓 DMZ 園區遊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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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及「開放觀光的地方期待」，以豐富的戰地地景作為冷戰紀念地，再現二

戰後東西兩大陣營角力下的產物；因此，以軍事空間、地景及場景的活化利用

的切入，具有相當程度的教育、文化意義。 

本計畫在考量島嶼環境承載量，保全戰地地景特色，且在「不影響軍方防

務：須尊重軍事島的日常勤務工作，需避開／劃開軍方需要使用的時間及場

所。」建議觀光遊憩操作方法以「定時、定點及定量」為原則。 

另一方面，面對未來觀光需求的基礎設備增建上，可以活化現有軍事空間

為優先考量，維持其軍事島嶼氛圍下。提出大二膽遊程進行方式與登島申請： 

1. 登島費用：包含船隻接泊、文創商品、餐飲等，本計畫建議以

3000~5000 元為原則。（登島費用得視實際需求進行調整） 

2. 登島申請：關於登島申請，本計畫建議以「預約申請」為原則，其審核

單位建議由金門縣政府觀光處為負責單位。所有登島人員須詳實填寫身

份證字號、姓名、像片及聯絡電話等資料，登島查驗後繳交登島費用。 

此外，本計畫建議登島人員管制工作可分以下幾個階段： 

(1) 第一階段：開放對象為中華民國國民。 

(2) 第二階段：開放對象為具中華民國國華僑身份之華人。 

(3) 第三階段：具歐美、亞洲等地非共產國家人士且無犯罪紀錄者。 

(4) 第四階段：得視國安單位決議是否開放大陸人士參訪。 

3. 交通工具： 

(1) 船：目前以現有往返大二膽船隻，長期可規劃打造仿 LST 船鑑作為

主要往返大二膽船艦之用。 

(2) 大膽交通：為確保戰地氛圍，本計畫建議以「悍馬車」作為主要交

通工具。 

                                                      

1. 申請參訪：向京畿觀光公社旅遊諮詢處提出申請，並填寫表格，每次申請以 10 人為

限，所需費用每人約 550 元台幣。 

2. 遊程專車：遊客需搭乘專用巴士遊覽園區，登車前會有軍人或替代役檢查遊客護照，

查驗是否符合申請資料。 

3. 攝影管制：DMZ 園區對於遊客在攝影管制方式如下： 

(1) 劃設管制線； 

(2) 由軍人或替代役於現場進行制管作業； 

(3) 將貴重物品及相機寄存在儲物櫃。 

(4) 部份空間如地道內嚴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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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膽交通：由於二膽面積及遊程動線較短，本計畫建議以「步行」

為原則。 

4. 攝影限制：為確保島上駐軍防務安全且避免遊客觸犯「要塞保壘地帶

法」，在管制區周圍設置必要阻絕設施及劃設禁止線。或登船前所有登

島人員將相機寄存於碼頭置物櫃等方式。 

5. 參訪路線如下及圖 5-8 所示： 

大膽：大膽碼頭及其周邊建築群→島孤人不孤勒石→生明路→神雞墓／

北安寺→大膽心戰牆→清代石刻群→神泉茶坊及大膽神泉→北山絕壁及

北山寺→大膽戰役公園→明威將軍墓→大膽播音站 

二膽：二膽碼頭及其周邊建築群→好漢坡→二膽心戰牆→中正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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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遊程的規劃，本計畫建議搭配金門縣政府刻正向內政部提案「烈嶼：邊境小

鎮的再生」（圖 5-9）觀光遊程進行整合。倘若大二膽碼頭移往烈嶼九宮或其他地區，

那麼其遊程的規劃就可擴及到金門烈嶼及大二膽，讓烈嶼及大二膽可透過這些計畫進

行整合，共同創造文化保存、產業升級和青年返鄉創業等契機，其行程初步建議如下

表所示： 

 

 
圖 5-9：「烈嶼：邊境小鎮的再生」案整合大二膽遊程規劃示意圖 
 
表 5-1：大二膽遊程規劃建議 

遊程範圍 遊程時間 交通工具 遊程地點 備註 

大、二膽 6 小時 

船、 

悍馬車、 

步 行 （ 二

膽） 

水頭碼頭（或九宮碼頭）→

大膽碼頭→生明廳→島孤人

不孤→生明路→神雞墓→北

安寺→大膽心戰牆→北山升

旗臺、播音牆→石碑群→北

山絕壁→大膽戰役公園→神

泉茶坊→大膽碼頭→二膽碼

頭→克難路→二膽心戰牆→

交通往返所需

時間約 80 分

鐘。 

午餐地點： 

大膽神泉茶坊 

九宮碼頭 

南山頭 

鳳嘴、破湍頭 

大膽島 

二膽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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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公園→二膽碼頭→水頭

碼頭（或九宮碼頭） 

大膽 4 小時 
船、 

悍馬車、 

水頭碼頭（或九宮碼頭）→

大膽碼頭→生明廳→島孤人

不孤→生明路→神雞墓→北

安寺→大膽心戰牆→北山升

旗臺、播音牆→石碑群→北

山絕壁→大膽戰役公園→神

泉茶坊→明威公園→大膽碼

頭 

大膽若暫無交

通工具提供，

則遊程時間增

加為 6 小時 

 
表 5-2：烈嶼及大二膽遊程整合規劃 

遊程範圍 遊程時間 交通工具 遊程地點 備註 

烈嶼及大、

二膽 

6 小時 

船、 

悍馬車、 

步 行 （ 二

膽） 

水頭碼頭（或九宮碼頭）→

大膽碼頭→生明廳→島孤人

不孤→生明路→神雞墓→北

安寺→大膽心戰牆→北山升

旗臺、播音牆→石碑群→北

山絕壁→大膽戰役公園→神

泉茶坊→大膽碼頭→二膽碼

頭→克難路→二膽心戰牆→

中正公園→二膽碼頭→水頭

碼頭（或九宮碼頭） 

交通往返所需

時間約 80 分

鐘。 

午餐地點： 

大膽神泉茶坊 

4 小時 
遊 覽 車 或

自行車 

九宮碼頭→四維坑道→烈嶼

鐡漢、勇士、將軍三堡→湖

井頭戰史館→陵水湖→東林

街 

晚餐地點：烈

嶼 

並於烈嶼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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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軟體建設計畫 

那麼該如何將遊程規劃整合到善用大、二膽及金門戰地文化景觀資源、文化魅

力、旅遊深度到創意行銷等，均需要有詳實的基礎調查作為觀光發展資源，以下本計

畫建議後續軟體計畫補充： 

（一）史料蒐集與口述訪談 

目前，有關大二膽軍事相文獻、影音被收藏在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史政編譯室、軍

聞社、青年日報社、國史館、臺灣電影資料館或是早期協助影像製作的台視、華視等單

位；另國際上如美國國家檔案館等地亦有留存數量龐大的文件及影像資料，對於大二膽

的軍事構工歷程、軍事訓練及軍人生活等，若能有系統進行蒐集，對於大二膽的解說應

用會更具全面性。（圖 5-10） 

 

 
圖 5-10：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園區硬體建設流程 

 

此外，史料蒐集與口述訪談進行的同時，可同步進行與大膽人、歷史事件等微電影

的拍攝或是影像書等出版品發行。金門大二膽的觀光軟體亦可透過下列方式擴展遊憩巿

場： 

1.定期舉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或期刊推廣 

（1）利用金門戰役歷史的宏觀論述與研究交流，推動「金門世界冷戰紀念地」站

上國際舞台。 

（2）與日本、韓國、美國、英國、歐洲各國、加拿大、挪威等推動生活博物館的

成功國家進行交流。 

（3）與世界知名軍事博物館進行館際交流，如韓國｢戰爭紀念館｣、日本沖繩｢平

和祈念園區｣等地學習場館及展示經驗和面對戰爭的態度。 

政府委託修復、
利用計畫

•委由金門縣政
府、烈嶼鄉公
所或金門國家
公園等機關委
託執行

原始檔案蒐集

•請金國防部部
長辦公室、總
政治作戰局、
史政編譯室、
軍聞社、國家
影資料館、國
家檔案管理中
心、金門指揮
部等單位協助
提供相關營舍
原始建築圖樣

計畫執行

•1.硬體部份：
建築測繪、結
構安全分析及
細部設計書與
施工

2.軟體部份：
協助修復及展
示工程之執行
以及解說出版
品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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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在地大學設立以軍事、閒置空間再利用、修復等為主題的期刊論文出版。 

2.具創意的電子行銷 

（1）邀請劇本、視覺藝術、音樂等創作工作者常駐金門烈嶼及大二膽。 

（2）邀請旅遊生活玩家於旅遊叢書、部落格、Facebook 等撰寫專欄。 

（3）邀請文字、文史工作者創作戰地文學或攝影、繪畫等舉行創作展覽。 

（4）鼓勵或補助影視劇組到大二膽取景拍攝（如紀錄片、偶像劇、微電影等）或

媒體行銷，增加金門的大眾傳播媒體曝光率及遊客旅遊意願。 

（5）配合特定紀念時間舉辦大型活動。 

3.在地軍民參與軍事活動、解說人員與開發軍事餐飲特色 

（1）利用現有大二膽軍事營區原來使用方式之應用，如訓練中心可加以轉化為戰

鬥體驗營區的活動人員，納入軍事操練課程，使參訪者有實際軍事體驗之感受。 

（2）不同年代戰地生活體驗，如飲食、服裝、住宿、交通等空間之營造與開發。 

（3）協調軍方及消防局培育山、海戰鬥體驗活動之戰鬥技巧與安全防護種子教官。 

（4）協調軍方輔導戰地體驗活動之表演人員相關軍事技能訓練。 

4.作為登錄世界遺產潛力點的評估研究 

綜上所述，若金門要以推動「世界冷戰紀念地」為目標所建構下的軍事園區系統，

均需要這些資料來豐富場館生命，可以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園區為例，進行硬體建設、

軟體展示應用與推廣工作： 

 
圖 5-11：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園區展示軟體執行流程 

 

展示
應用

政府委
託

協調文
獻蒐集
提供

解讀及
譯述

分析、
查證

解說書
或摺頁
出版

教育宣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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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創商品的開發 

很多人喜歡在旅遊途中買紀念品，因為它記錄著旅途中的快樂及好心情。而紀念

品或文創商品的開發對於大二膽而言亦非完全空白，許多過往於島上當兵的軍人在退

伍時會有部隊弟兄贈送退伍紀念品（圖 5-12、13）。 

因此，對於現階段沒有任何產業大二膽島而言，文創商品的開發、餐飲服務的提

供等產業其巿場潛力相當大。因此，本計畫建議未來大二膽文創商品開發可以分為搭

配遊程商品及商業產品二個方向進行開發。 

 

  
圖 5-12：大膽退伍官兵紀念錦旗       圖 5-13：大膽紀念章 

（資料來源：https://tw.bid.yahoo.com/item/國軍金門大膽當兵退伍紀念錦旗-b96324104、 

https://tw.bid.yahoo.com/item/65 年國軍駐金門大膽紀念銅章-b98335124） 

 

1. 搭配套裝遊程商品開發： 

為使大二膽觀光更具可期性，本計畫建議文創商品的開發可計入套裝旅遊方式進

行規劃，延續與提升旅遊紀念品的價值，文創元素可圍繞「戰地、離島、大二膽」為

基底，融合過去軍人當兵記憶與在地居民的互動過程注入創新概念，賦予故事性，引

發旅客的共鳴。 

產品開發內容可包含登島服裝、手冊或護照、紀念 T 恤、帽子、毛巾等發送，期

間可進行登島前相關注意事項說明等，商品內容包含初步建議如表 5-3 所示： 

 
  

https://tw.bid.yahoo.com/item/國軍金門大膽當兵退伍紀念錦旗-b96324104
https://tw.bid.yahoo.com/item/65年國軍駐金門大膽紀念銅章-b9833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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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大二膽套裝遊程商品開發建議 

品項名稱 材料及內容 照片 

登島紀念包 以防水材料製作，搭配大

膽標誌等 

  

登島手冊或護照 以再生紙方式製作紀念紀

念冊，或搭配紀念章及優

惠票卷 

  

登島紀念證書 以類似紀念證書方式製

作，並可規劃如登島達 5

次以上方可獲得 

 

懷舊名信片 以印有大膽軍郵局章及大

膽景觀設計之名信片 

 

仿軍用口糧及飲

用水 

以仿軍用口糧或其他餐點

作為登島餐包 

 

 

2. 商業性文創商品開發： 

    除了搭配大二膽套裝行程的商品外，還可透過政府對文創產業輔導政策對創意知

識的開發，以協助創造出潛在商機、財富、就業與產值的機會。其產品內容可提供客

製化的服裝、背章、鞋子或復刻報紙、地圖等產品。（圖 5-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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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4：仿大膽紀念背章            圖 5-15：復刻正氣中華報

    
圖 5-16：大膽英雄之劍                        圖 5-17：彈殼紀念品 

(資料來源：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espv=2&biw=959&bih=593&tbm=isch&sa=1&q=軍事紀念品) 

 

（二）大二膽島考古遺址調查研究 

在過去，考古學長期於金門地區進行研究，於大金門島、小金門島已經有相當扎實

的研究成果；但在大二膽島則因為長時間的軍事管制，使得過去的研究有所限制。因此，

本計畫團隊藉由 103 年度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金門大膽、二膽軍事離島之文化資

產調查研究案》先行進行初步考古調查工作，其發現成果如下： 

（1） 大膽：於海邊有史前陶片、磚瓦、青瓷與錢幣，但是海邊器物可能是跟潮水

而來，其考古敏感點如圖 5-18 所示。 

（2） 二膽：中正公園對面坡地到洗手台附近，發現有明清貝塚，堆積中混雜有明

清陶瓷；有一定範圍其考古敏感點如圖 5-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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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大膽島考古敏感點示意圖 

 
圖 5-19：二膽考古敏感點示意圖 

 

（三）大二膽生態調查研究 

    本計畫團隊在 103 年度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金門大膽、二膽軍事離島之文

化資產調查研究案》時，曾邀請生態專家協助進行初步調查有關大二膽島生態情形，

根據調查顯示，其生態環境受到多次擾動原生植群已經破壞殆盡，僅在少數花崗片麻

岩構成的低矮丘陵及濱海地區，尚可發現少數種類，組成相當破碎。 

    在生物調查方面，本次昆蟲調查發現較特殊的種類有黃邊鳳蝶和金門紫斑蝶，這

兩種蝴蝶都是金門的代表性蝶種，其幼蟲食草分別為潺槁樹及羊角拗，島上這兩種植

物的族群尚稱普遍，其他尚有大膽「姬兜蟲」這樣的珍稀物種被發現。 

     因此，本計畫建議針對大二膽島進行詳細的陸域生態調查以及海洋環境資源調

查，以確保大二膽島的生態資源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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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二膽導覽解說系統建置 

從離島資源整合著手，將烈嶼、大二膽等遊憩解說系統經由本計畫規劃，從行政

資源整合，帶動離島觀光發展，首要工作為解說導覽系統建置，其工作內容如下： 

1. 紀念解說館（站）規劃。 

2. 導覽解說指示牌 

3. 數位解說系統 

   

（五）大二膽觀光遊憩相關人才培訓計畫 

透過大二膽觀光遊憩相關人才培訓，促進觀光從業人員服務品質優質化，培育更

多優秀觀光從業人才，充實金門地區導覽解說人力資源，強化大二膽旅遊深度，增加

就業機會，促進金門觀光多元發展。 

(1) 計畫以大二膽各式旅遊資源為主題，辦理解說訓練課程，提昇解說員解說服務品

質。 

(2) 建立官版解說詞。經完成訓練之解說人員，除頒發訓練時數證明外，並列入本府

大二膽解說人力資料庫，並放置縣府網站上提供有解說需求之旅客聘請解說員之

參考。 

(3) 俟大二膽正式開放時，聘用受過大二膽觀光解說符合資格者擔任解說員。 

    綜上所述，本計畫為確保大二膽觀光軟實力的充實，提出經費規模為 5,400 萬的

四年計畫，詳如下表所示： 

 

表 5-4：大二膽軟體建設分年分期計畫 

計畫名稱 
年度（單位：仟元）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軟體 

1.大二膽觀光遊憩相

關人才培訓計畫 
1,000 1000 - - 觀光處 

教育處 

文化局 

2.大二膽導覽解說系

統建置 
3,500 3,500 3,500 3,500 觀光處 

環保局 

文化局 

3.大二膽考古調查研

究 
2,000 5,000 - - 文化部 

文化局 

金指部 

4.大二膽生態調查研

究 
1,000 5,000 3,000 - 建設處 

金門國家

公園 

5.作為世界遺產潛力

點可行性評估 
- - 2,000 - 文化部 

金門縣文

化局 

6.文創產業輔導 - 1,000 1,000 - 建設處 
文化局 

觀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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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門世界冷戰紀念

地國際學術研討會 
- - - 3,000 文化局 

教育局 

觀光處 

金門國家

公園 

金指部 

8.大二膽數位影像計

畫(微電影) 
- - 5,000 10,000 文化部 

觀光處 

文化局 

小計 7,500 15,500 14,500 16,500 總計：54,000 仟元 

 

三、硬體建設計畫 

 

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已於 103 年金門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通過，將這兩座軍事

前線島嶼登錄為戰地文化景觀，賦予了文化資產的身分。 

作為歷史事件的發生場所的大二膽，其軍事空間反映出人與自然間的融合，並因

應戰爭型態、地理位置，體現島嶼防禦佈署戰略思維（如海岸阻絕設施、海岸據點、

觀測所及地下工事等）。 

為此，本計畫經由島上重要區域、重要元素指認，文化景觀、古蹟及歷史建築潛

力點建議；乃至未來如何在軟硬體整合性保存及衍生主題的發展，以真實性修復為原

則，在外觀原貌及內部情境復原，甚至進行可逆式增建等；以文化保存為方針為手

段，活化利用現有軍事建築並兼顧開放觀光之需進行適度發展的原則，提出下列執行

方向： 

1. 前進大膽登島計畫 

配合 103 年 6 月大二膽移交金門縣政府接管政策的後續配套作為。透過逐步開放大

二膽，蓄積烈嶼鄉的觀光景點資源，以豐富其多樣性面貌。 

配合「烈嶼：邊境小鎮的再生」乙案縣府未來的規劃之中，大二膽將會整併進入

烈嶼鄉的觀光資源行列之中，換言之，要登大二膽，需藉由烈嶼鄉的渠道進行。 

因此，本計畫希冀能由出發港尋找做為接駁港口，服務由烈嶼鄉至大二膽的旅遊

需求，其主要目的和工作內容如下： 

(1) 大二膽轉運港口之可行性評估，透過轉運港之建置，可減少大二膽的海上運輸

時間。 

(2) 完成陸域、水域資料測量，衡量碼頭容量及防坡堤長度。 

(3) 提出港區腹地使用計畫。 

(4) 碼頭建置效益與成本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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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二膽間島際交通建設 

    目前大二膽島際間並沒有固定的交通航班，尤其是二膽碼頭其港埠深度、腹地均

受到潮汐影響。因此，如何有効的串連大二膽島際交通課題且不影響國安，需要透過

詳細的規劃得以尋找最佳方式。 

 

    3. 大二膽軍事營區修復活化利用計畫 

     曾扮演戰地最前線角色的大二膽島，無論是地面上的軍事建設或是地下的城堡，

都遺留許多珍貴的軍事遺跡，島上遍佈當年駐島官兵流血流汗所打造的軍事建設，「戰

地文化」是相當珍貴的觀光資產。因此，本計畫配合大二膽軍事營區活化利用以及列

入古蹟、歷史建築潛力點，擬出四年計畫，逐步落實活化利用方針。 

  
表 5-5：大二膽軍事設施、營區修復活化利用分年分期計畫 

計畫名稱 
年度(單位：仟元)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大膽生明廳及其週邊景觀修復活化利用 10,000 10,000   

神泉茶坊、北山絕壁及其週邊景觀修復活

化利用 
15,000 5,000   

石碑群週邊景觀修景與基礎補強工程  5,000   

北山升旗臺、大膽播音牆修復活化利用 5,000 5,000   

北山連部活化利用  5,000 15,000  

大膽心戰牆及北 05 據點修復活化利用   10,000  

大膽播音站修復活化利用    10,000 

明威公園及第一津古渡頭修復活化利用   10,000  

中堡及中央坑道修復活化利用   15,000 25,000 

二膽心戰牆修復   10,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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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膽中正公園   10,000 10,000 

總計：180,000 仟元 30,000 30,000 70,000 50,000 

 

4.公共遊憩服務建設（含水、電、公廁等） 

    面對即將開放的大二膽而言，其觀光遊憩公共服務設施的確不足，所以本計畫建

設透過詳實的規劃設計，建置符合後續觀光發的基礎建設。 

例如公廁服務方面，在配合觀光發展登島人員預估廁所使用人數與建置數量，短

期以每日 200 人及駐島人員約 150 人使用規模，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9 年 10 月 19 日

「推動台灣公廁整潔品質提昇五年計畫（核定版）」進行估算，其廁所設置比例以使用

人性別數 1：3 至 1：5 為佳，粗步估算應設置廁所數量如表 5-6 所示： 
 
表 5-6：大二膽廁所設置數量估算表 

 遊客數 大便器 小便器 洗手台 設置數量建議 

女 
以 55%

計 

1 個/8 人 

- 1 個/40 人 大便器 5~8 個 200 人以上每超

過 100 人增加 2

個 

男 
以 45%

計 

1 個/30 人 
1 個 /14

人 

1 個/50 人 
小便器 5~8 個 

大便器 4~6 個 
200 人以上每超

過 100 人增加 1

個 

200 人以

上每超過 100

人增加 1 個 

 

綜上所述，透過詳實計算大二膽島嶼資源承載量及遊程串連本計畫擬出經費規模

約 10 億餘預算規模的四年計畫，詳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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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大膽二膽硬體建設分年分期計畫 

計畫名稱 
年度（單位：仟元）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硬體工程 

1.前進大膽登島計畫 5,000 50,000 50,000 100,000 觀光處 

建設處 

港務處 

工務處 

2.大二膽間島際交通

建設 
5,000 75,000 150,000 75,000 建設處 

觀光處 

建設處 

工務處 

3.大二膽軍事營區修

復活化利用計畫 
30,000 30,000 70,000 50,000 觀光處 

建設處 

文化局 

工務處 

金指部 

4.公共遊憩服務建設

（含水、電、公廁等） 
3,000 50,000 150,000 200,000 觀光處 

建設處 

工務處 

小計 43,000 205,000 420,000 425,000 
總計 

1,093,000 仟元 

 

 
四、「戰地文化景觀專用區」之建議 

    金門地區自民國 61 年以金城、金湖、金沙等三處鄉鎮開始實施都巿計畫，85 年 1

月將金門地區全面納入都巿計畫範圍，並在《金門特定區計畫》將金門土地分區將其

劃分為 21 種類別（表 5-8）。 

但是，民國 85 年《金門特定區計畫》劃設範圍及 95 年經第一次通盤檢討後，重

新公告的都巿計畫範圍，均並不包含大二膽等離島。 

 

表 5-8：金門縣特定區計畫土地分區表 

編

號 

分區名稱 內容 

1 

自然專用區 為維護傳統閩南建築與自然村形成現有聚落特色，並考量其

發展模式與一般住宅區之發展模式不同，而予以劃設為自然

村專用區，面積合計 936.45公頃。 

2 
住宅區 考量實際居住狀況及末來發展，酌於現有聚落附近劃設住宅

區，面積合計 99.52公頃。 

3 商業區 為維持寧靜、安適之住宅品質，除於金城、新市、沙美、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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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分區名稱 內容 

堡外不劃設商業區，面積合計 29.18公頃。 

4 

工業區 除現有工業使用地區及預定之公營用地外，並於各鄉鎮劃設

不同等級之工業區，面積合計 141.37 公頃；其甲甲種工業

區為 87.08公頃，乙種工業區為 54.29公頃。 

5 行政區 劃設行政區 3處，面積合計 0.39公頃。 

6 
文教區 於金城、金沙及烈嶼國中南側設文教區 3處，面積 44.58公

頃。 

7 
農業區 為保護優良農地，並使用農地能整體規劃，劃設為農業區，

面積合計 5,027.60公頃。 

8 
保護區 為軍事安全、海岸保防、水源保護、景觀、生態保育及預留

都市發展用地配合劃設為保護區，面積合計 2,554.91公頃。 

9 
風景區 依不同風景遊憩特性劃設 4 種不同類型風景區，面積合計

740.74公頃。 

10 
保存區 為保存國家級古蹟、優良傳統建築、宗教建築，於其周遭合

適範圍劃設為保存區，面積合計 9.59公頃。 

11 
古蹟保存區 配合金門朱子祠業經列為二級古蹟，劃設為古蹟保存區，面

積 0.24公頃。 

12 

閩南建築專

用區 

為建立本縣閩南厝建築聚落示範區域，以為日後聚落規劃及

建築型式之示範，於金寧鄉劃設 1處閩南建築專用區，面積

18.77公頃。 

13 
宗教專用區 為提供廟宇及宗教等活動劃設宗教專用區，面積合計 1.45

公頃。 

14 
電信專用區 配合現況為金城電信區之使用，劃設為電信專用區，面積

0.58公頃。 

15 
社會福利設

施專用區 

為提供社會福利相關設施之使用，劃設社會福利設施專用區

20處，面積 3.62公頃。 

16 
倉儲批發零

售專用區 

為提供商品之加工處理、包裝、倉儲、批發及零售等使用，

於機場週邊地區劃設倉儲批發專用區 1處，面積 9.85公頃。 

17 
農會專用區 將農會列嶼辦事處之實際使用範圍，劃設為農會專用區，以

供農會相關設施之使用，面積 0.80公頃。 

18 
土石採取專

用區 

劃設為土石採取專用區，相關使用依土石採取相關法規辦

理，面積 9.84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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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分區名稱 內容 

19 
國家公園區 依內政部公告之金門國家公園計畫所劃設，面積 3,258 公

頃。 

20 

旅館專用區 為合法申請並已實際從事旅館經營或申建完成建築者，協助

博導合法之旅館經營者，依實際使用範圍劃設為旅館專用

區，共計 11處，面積 5.25公頃。 

21 

文化產業專

用區 

為活化戰地資源、促進地方觀光與土地利用效率，將花崗石

醫院及鄰近地區劃設為文化產業專用區，展示野戰醫院歷史

背景與其他用途，面積合計 8.78公頃。 
（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盤檢討」，金門：金門縣政府，

2011 年，頁 8-11。） 

 

考量大二膽已列入金門文化景觀，並被賦予了文資地位。本計畫在確保大二膽戰

地文化景觀保存的永續性，認為土地使用上定位進行評估至關重要。因此，本計畫建

議以「戰地文化景觀專用區」為名列入《金門特定區計畫》，較為適用現行法律、行政

簡化流程以及文化景觀精神。其列入內容如下所示： 

戰地文化景觀專用區：土地分區劃設使用非經金門縣政府及金門指揮部核准不得

任意變更地形及砍伐樹林，且對於島上軍事設施修復須經過符合「大膽二膽（大

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審議原則，以確實達到戰地文化景觀保育及維護之目

的。 

 

   為此，本計畫依大二膽營區釋出及觀光路線的整合，提出「核心區」、「緩衝區」及

「軍事管制區」三個分區（圖 5-20、21），以及各分區範圍土地與面積。（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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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大膽島核心區及緩衝區劃設範圍建議範圍圖 

 
圖 5-21：二膽島核心區及緩衝區劃設範圍建議範圍圖 

 
  

大膽島核心及緩衝區位置圖 

核心區 

核心區 

緩衝區 

軍事管制區 

軍事管制區 

核心區 

緩衝區 

軍事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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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專用區」各分區劃設土地面積 

大膽「戰地文化景觀專用區」各分區劃設土地及面積 

核

心

區 

大膽段 

地號 

總面積 

(m²) 

緩

衝

區 

大膽段 

地號 

總面積 

(m²) 

軍

事

管

制

區 

大膽段 

地號 

總面積 

(m²) 

核

心

一 

3 

7 

9 

10 

11 

12 

14 

15 

16 

17 

19 

20 

21 

23 

24 
 

83980.77 
 

1 

6 

13 

26 

29 

31 

32 

38 

40 

41 

42 
 

247145.2 
 

33 

35 

36 

44 

46 

47 

49 

59 
 

147162.2 
 

核

心

二 

51 

52 

55 

56 

57 

58 
 

71963.33 
 

大膽「戰地文化景觀專用區」分區劃設，以雙核心方式

進行劃設 

二膽「戰地文化景觀專用區」各分區劃設土地及面積 

核

心

區 

二膽段 

地號 

總面積 

(m²) 

緩

衝

區 

二膽段 

地號 

總面積 

(m²) 

軍

事

管

制

區 

二膽段 

地號 

總面積 

(m²) 

 3 

4 

6 

8 

9 

14 

15 

28 
 

34098.55 

 
 1 

2 

22 

25 

26 
 

87944.07 

 
 10 

11 

12 

13 

16 

17 

18 

19 

23 
 

131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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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執行分工之建議 

 

一、行政部門協調與資源整合 

為了進行觀光整備，2013 年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已經先行委託學術單位，進行了大

二膽的軍事資源調查，初步掌握了島上的歷史脈絡與空間現況。同年，11 月 28 日，

金門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通過，將這兩座軍事前線的島嶼登錄為戰地文化景觀，賦予

了文化資產的身分。今年，正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進行戰地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此外，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園區之規劃利用除本計畫外，尚有金門縣政府觀光處「大

二膽島基礎設施修繕計畫」委託規劃設計暨監造服務案以及「烈嶼：邊境小鎮的再生」

等案之執行。 

對於執行之分工日前借由「烈嶼：邊境小鎮的再生」資源整合的精神，金門縣政府

邀請金門國家公園、金門指揮部等單位成立整合平台。 

 

二、永續經營管理維護策略 

鑑於政府業務朝委託民間辦理發展趨勢，為提升經營效率及因應市場實際需求，

減輕政府人事、財政負擔，對於大二膽未來經營管理維護模式本計畫建議如下： 

（一）管理面向 

1. 由縣府編列預算，配合義工召幕協助進行管理維護工作。 

2. 公共設施定期保養、維修工作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 

 

（二）經營面向 

1.採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 OT（Operate-Transfer）方式將已由政府投

資興建完成部分設施委託民間參與經營，待營運期滿後，再將營運權歸還予政府。這

個部份可透過套裝遊程經營進行委託，其優點有三： 

(1)方面政府可減少人力、經費挹注； 

(2)可增加地方產業、就業人口機會； 

(3)增加產業收益與政府稅收。 

 

2.「公辦民營」：其方式有二，一是委託機關將現有的土地、建物、設施及設備，

委託民間（私人）經營管理並收取回饋金或權利金，同時受託之民間業者自負盈虧並

負公有財產保管維護責任；二是政府不提供土地及建物，僅委託民間提供服務（特許

經營）。其中對具有明顯社會公益色彩或受託人願出資改善原有設施，經核定確能提升

品質者，委託機關得就其業務性質或個案另給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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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二膽的價值在於「原汁原味」的戰地文化景觀，因此觀光環境整備首重

「真實性」的維護，再者需要注意環境的承載量，千萬不能像「迪士尼式」的大眾觀光

旅遊模式，或者過度開發造成原貌的佚失。確保大二膽軍事體驗的品質，亞洲就有一些

值得參考的案例，如南北韓 38 度線的板門店採取的限量開放方式。 

    大二膽是個說故事的歷史場景。文資先行的發展模式，才能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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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審查意見回覆 

一、「金門縣古蹟、歷史建築、聚落與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黃委員振良： 

（1）、大擔、小擔地名之意義建議簡

單述明。 

 

（2）、第二段末有一段文字敘述有出

入，請改正： 

（A）『寶靈寺』位在北山而南

山。 

（B）『第一津』是在南山海岸。 

（C）其他各石刻群在北山頂。 

（3）、本管理原則建議可訂為「大膽

二擔戰地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

則」。 

 

謝謝委員指正，關於大擔、小擔地名

的意義，待本團隊進一步查詢相關文

獻資料後，再予以補充。 

謝謝委員指正，已將修正『寶靈寺』

位在北山而南山、『第一津』是在南

山海誤植內容。 

 

 

有關委員建將本管理原則改為「大膽

二擔戰地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

乙節，但本原則之訂定源於 102年

（2013年）11月 28日公告「大膽二

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若要

更名恐需請文化局召開更名審查會。 

邱委員上嘉： 

（1）針對大膽二膽戰地文化景觀之

保存及管理原則，基本上為依據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55 條之規定擬定，其

決定之要求基本上為立基於文化景觀

之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而訂定，因此

在擬定保存及管理原則前，宜具體釐

清其特性實際發展之需要，方不致造

成偏頗。 

（2）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5條第

2款之規，主管機關應依文化景觀之

保存管理原，擬定文化景觀之保存維

護計畫，進行監管保護並輔導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配合辦理，進一

歩尚可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6條第

1項之規定擬定文化景觀保存計畫及

 

謝謝委員意見，本管理原則確實是在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5條、56條的基

礎下發展。本團隊業已將法源基礎於

原則內容中敍明。 

 

 

 

 

謝謝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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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辦理使用用地或分區之劃定或變更，

因此；保存管理原則對後續保存維護

計畫及保存計畫十分重要，基本上為

一十分重要之上位原，於擬定時，應

具體考量此一特質。 

（3）在目前所草擬的保存管理原則

草案中，首先宜就其法源（法令依

據）明確指明，並具體釐清文化景觀

之含括範圍，於範圍內之特性及實際

發展之需要內，以為後續工作之規

範。 

（4）在修復原則上最小開發外，應

將維護文化景觀之真實性與完整性納

入，並具體指認其規範。 

（5）在相關法令配套之內容，雖將

於後續保存維護計畫及保存計畫落實

外，其具體之方向為何？建議有明確

之指導，目前之說明較近似建議。 

 

（6）就審議制度之建立，是否應回

歸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若擬設置

專責審議制度是否應由審議委員會授

權。 

上述意見供修正之參考。 

 

 

 

 

 

已遵遁委員意見進行法源說明。 

 

 

 

 

同意委員意見，已將”完整性”與”

真實性”原則納入草案內容。 

 

目前大二膽島並未納入都巿計畫範

圍，在金門縣政府接管後，尚無完整

法源作為島上發展建設之依據。因

此，本草案之擬定可作為大二膽後續

保存計畫的最高指導原則。 

同意委員意見。 

符委員宏仁： 

（1）本「大膽二膽戰地文化景觀保

存及管理原則」係依文化資產保存第

55條第 1項之規定辦理而做為擬定文

化保存維護計畫，以進行監管保護，

並輔導所有權人、使用人、管理人配

合辦理，其應辦理或規範事項應納入

本原則。 

（2）如上述、本原則應屬《中央法

 

謝謝委員意見，本管理原則確實是在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5條、56條的基

礎下發展。本團隊業已將法源基礎於

原則內容中敍明。另大二膽島目前所

有權人、管理人均為公單位，因此對

於後續管理上本團隊將建請金門縣文

化局協助後續工作。 

謝謝委員意見，依據《中央法規標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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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規標凖法》第 8條所規範，請依規定

辦理。 

 

 

 

 

（3）其餘內容與管制建議，研究單

位已有深入之探討應予同意。 

法》第三條規範內容；「各機關發布

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

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

則。」本草案性質屬於”原則"，對

於草案內容是否採用條、項、款之用

法，並無強制規定，經與承辦單位討

論，建議沿用現有模式。 

謝謝委員意見。 

李委員錫隆： 

（1） 本案係戰地文化景觀的上位綱

要計畫，對於保存及管理原

則，是否尚應釐訂細部計畫。 

 

（2）文化景觀空間的指認與分級治

理，擬議由文化局籌組審議委員會進

行，可否由現存文資審議委員會擔任

執行即可。 

（3）對島上古蹟範圍，景點核心區

及緩衝區之分區，是併本案予以劃出

及確定。 

 

（4）活化利用經營管理之規範，應

予強化敘述。 

 

依據合約工作內容，本計畫主要工作

為製作「金門縣大膽二膽（大擔小擔）

戰地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並不包

括細部計畫，但會提供文化景觀保存

強度分區與分級設定之建議。 

同意委員意見。 

 

 

有關島上古蹟範圍，景點核心區及緩

衝區之分區，業已於上期文化部委託

辦理「金門大膽、二膽軍事離島之文化

資產調查研究」建議 13個潛力點進行

後續工作。 

本案係爰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擬定「大

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保存

及管理原則」和製作「大膽二膽（大擔

小擔）戰地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以

為日後發展的基準參，但對於活化利

用經營管理方面將於期末報告階段提

出相關建議。 

蔡委員明哲： 

（1）研究單位研擬之保存及管理原

則嚴謹。 

（2）是否能提供基礎調查與評估等

資料供參。 

 

謝謝委員意見。 

 

有關基礎調查與評估等資料將於期中

報告階段提出相關調查成果。 

李委員增財： 

（1）國防部、文建會會銜訂定發布

 

謝謝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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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國防文物及軍事遺址管理實施辦

法」，縣府可用此法令去爭取國防文

物釋出解密使用。大二膽島上的文物

（字畫），要能留下保存再利用，以

免原始景觀文物消失。 

（2）依照文資法第 55條規定，文化

局提出上位原則、計畫，建設處後續

接手執行都市計畫之保存區劃設、特

定區計畫等工作，即文化局提列大二

膽保存及管理大原則給相關單位。目

前地政局已有上島測量，地籍資料已

經清楚，土地權屬為國有財產。 

（3）另外調查研究成果一般要有千分

之一的全島地形測量圖。大二膽島管

理再利用工作主導執行為觀光處，後

續相關執行工作需會知文化局，加強

橫向分工規劃聯繫。 

（4）儘量收整島上退伍軍官口述歷史

建檔清冊工作，不限於一、兩位，約

在民國 67、68年大膽有出現一個師有

2個少將副師長，此項可再研究介紹。

另外第六軍團任季男副指揮官也可訪

問介紹。 

（5）島上『生明廳』命名來源除了賴

生明軍長外，另一位擔任烈嶼師長的

徐生明，也曾於島上服役，可再詳細

考證『生明路』與徐生明師長是否有

歷史關係 

。 

2、本次「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

地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

（草案）請執行單位依照前開各

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審查，分階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地政局測量地籍

資料本團隊已取得相關成果，應用於

報告中。 

 

 

 

 

謝謝委員意見。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口述訪談部份業

已有過去駐防大二膽 158 師退役團體

協助進行相關資料蒐集工作。 

 

 

 

有關『生明路』由來，經駐防大二膽

158師退役團體協助下,得知『生明

路』仍於民國 88年由時任大膽指揮

官劉良哲先生，為強化戰鬥英雄賴生

明英勇事蹟命名之。 

謝謝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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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段研提文化景觀之保存維護計

畫，提供給相關單位於業務執行

時參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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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中審查意見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邱上嘉委員 

1. 依據工作進度及履約要求，本期

中報告尚能符合要求，受託單位

之努力值得給予肯定。 

2. 頁 17，美國地理學家

「Cal.O.Sauer」應為「Carl O 

Sauer(1889-1975)」。其所發表的

論文應為〈The Morphology of 

Landsceape(景觀型能學)〉而非

《The Morphiogoy of 

Landsceape》。 

3. 頁 17，「相繼占用 eqent 

occupance」應為「sequent 

occupance」。 

4. 頁 17，「美國地理學家 J.E斯潘塞

和 R.J豪斯沃」應為「美國地理

學家 Joseph E.Spencer(J.E.斯潘

塞，1907-1984)和 Ronald 

J.Horvath(R.J.霍華斯，

1937-)」。 

5. 頁 21，標題「第四節 國內相關案

例分析」應為「第四節 國內外相

關案例分析」。另外，針對這些個

案分析，除了介紹其基本資料

外，建議應有與本案相關文化景

觀保存維護計畫)的分析及討論，

如此個案分析(case studies)才

有意義。 

6. 頁 21，「目前世界 981處聯合國的

世界文化遺址中…」應為「目前

世界 1007處聯合國認定的世界遺

產(包含：文化遺產 779處、自然

 

謝謝委員肯定。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報告書內

容。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報告書內

容。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報告書內

容。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報告書內

容。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報告書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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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 197處及複合遺產 31處)

中…」。 

7. 頁 62，圖 2-27 的解析度不足，無

法閱讀。 

8. 頁 74，「圖 2-2-49」應為「圖 2-

49」且，該段文字的排版有誤(行

前不應有空格及斷行)。 

9. 頁 76，出現「錯誤!書簽的自我參

照不正確」訊息，請再檢視修

正。 

10.頁 78，「表 2-為大…」應為「表

2-11為大…」。 

11.頁 81-82，依頁 81所述，有關價

值評估原則應有「自然、人文、

軍事、遺址或其他景觀潛力」，但

目前所列則僅有：自然、人文及

軍事景觀之評估原則，這些原則

的學理或法律基礎為何?此外，這

些價值評估原則於第二節的調查

評估中，「五、價值評估」項下，

僅就人文景觀(有形及無形)進行

討論，其餘結構面的討論為何?在

「價值論述」的五項因子從何而

來，宜有討論。另「保存建議」

之「登錄文化景觀」是否意意謂

在本區已是文化景觀的狀態下還

要再有其他更小的文化景觀登錄?

且所選之建議應為單選，但有部

分還是複選(頁 99、110、121、

129、137)，是否恰當，請再檢

討。此外，古蹟及遺址均為「指

定」而非「登錄」。 

12.頁 145~150，有關「文化景觀基本

資料建置原則」很像在寫教科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圖像尺寸。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報告書內

容。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報告書內

容。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報告書內

容。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及補充報告

書內容。 

 

 

 

 

 

 

 

 

 

 

 

 

 

 

 

 

 

 

謝謝委員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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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而且這些內容似應在第一章

呈現較為恰當。 

13.頁 150~156，第四、五章應為本計

畫之核心工作，目前內容還相當

簡要，尚需要進一步深化與論

述，另前次審查意見中有關「專

責審議制度」的建議仍請慎重為

之，並應於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

相關子法的規範下進行，否則是

不具備法源基礎的。 

14.建議補列參考文獻、圖目錄及表

目錄。 

15.建議增列工作人員名錄。 

 

 

謝謝委員指正，有關「專責審議制

度」已根據文資法第 55、56條之規

範進行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業已於期末報告書補

充。 

謝謝委員意見，業已於期末報告書補

充。 

黃振良委員 

1. 閩南保障摩崖石刻請進一步公告

為古蹟。並請將明威將軍墓也能

做保存。 

2. 大膽碼頭地點前、後期之不同可

以略以形勢作比。(前-廈門-南

岸，後-金門-北崖) 

3. 金廈航線復航後，大二膽島的氣

氛丕變，在本報告結束可作一簡

述。 

4. P.51表 2-5中，如果守備隊隊長

的資料找不到，則建議將該欄刪

除。 

 

謝謝委員指正，已將閩南保障摩崖石

刻等資料送予金門縣文化局，以利後

續公部門進行相關文資價值認定之依

據。 

謝謝委員指正。 

 

 

謝謝委員意見。 

 

謝謝委員意見。 

符宏仁委員 

1. 將文化景觀範圍納入(金門特定區

計畫)劃設為保存區原則可行，但

其土管規定其都巿計畫程序對本

文化景觀保存之競合，須加注

意。 

2. 依規劃單位所提之觀光計畫限量

 

謝謝委員意見，關於大二膽文化景觀

土地使用分區本計畫將以《金門特定

區計畫》〈戰地文化景觀專用區〉做

為土地使用分區之建議。 

謝謝委員指正，本計畫對於大二膽活

化利用定位為：戰地歷史憑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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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定量、定點方式，看來目

前設施尚可滿足需求，但不知將

來會不會因需求量之改變而有不

一樣的看法，建議可能制。 

3. 保存及管理原則之體例，請加以

統整，三~六、稱”戰地文化景

觀”。七、稱”文化景觀。八~

九、則稱”大膽二膽(大擔小擔)

文化景觀”。 

4. 監管標的可否列舉。 

5.  

6. 計畫之字字與圖表排版，請校對

檢正。 

(1)第一章第四節應為”國內外相關

案例分析”。 

(2)2-7頁表 1-1、23-24頁表 1-4、

48頁圖文、51 頁表 2-5。 

情境體驗。環境教育解說。島嶼海景

眺望。作為金門縣後續觀光發展的基

礎。 

 

謝謝委員指正，已統一修正為”大膽

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監管標準仍以文

資法為原則。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相關圖文內

容。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相關圖文內

容。 

謝謝委員指正，業已修正相關圖文內

容。 

李錫隆委員 

1. 本案文史資料蒐集認真，顯見用

心，將來可考慮出版導覽專書或

觀光 DM。 

2. 對本案文化景觀保存維護做法與

措施，應予充實強化。 

3. 建請增加景點故事性之敍述。 

 

謝謝委員意見，後續若有機會本計畫

將予以協助相關出版品。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充實文化景

觀保存維護予以補充。 

謝謝委員意見。 

郭哲銘委員 

1. 有關大二膽文史資料相當完整，

未來或可將蒐羅的資料整理出

版，以填補史料之空白。 

2. 若有相關故事可予補充，不但可

以做為未來觀光的憑藉，或許也

可以讓未來文創產業提供素材。 

3. 現階段是以保存為原則，然未來

若時空有變，是否有相關的研擬

計畫。 

 

謝謝委員意見，後續若有機會本計畫

將予以協助相關出版品。 

 

謝謝委員意見，後續若有機會本計畫

將補充相關故事於出版品中。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大二膽保存原則

依「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

觀」內涵本計畫主要以保存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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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現階段金門縣政府另有”烈

嶼:邊境小鎮的再生”乙案與大二膽

相關，本計畫執行團隊亦建議以保存

方未來發展之主軸。 

結論 

1. 本次期中報告審查通過，委員審查意見請受託單位併期末報告修正補充完

成。 

「大膽二膽(大擔小擔)戰地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草案請依委員意見修

正後報文化局，提供觀光處、建設處於相關業務執行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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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末審查意見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本案前已於期中報告階段完成

「金門縣大膽二膽戰地文化景觀保存

及管理原則」審議，依據文資法第

55條規定，需依據前項原則擬定文

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標題及內文請

修正，並請加註說明審議通過日期文

號。 

（2）p.181文化景觀維護管理原則已

有初步規劃，相關實際維護工作執行

方式請再補充說明。 

（3）建議 p.2-7 表 1-1全台文化景

觀登錄列表請更新至 2015年 5月全

國文資入口網網站資料。 

（4）p.24項次二馬祖戰地文化景

觀，目前尚未依文資法規定登錄為文

化景觀，名稱易讓人誤會為具文資身

分，建議修正名稱。 

（5）有關核心區及緩衝區指認部

分，管制區名稱建議修正為軍事管制

區，讓人一目瞭然其屬性。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金門縣大膽二

膽戰地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審

議工作，已於 103年 8月 9日完成審

議。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文化景觀維護管

理維護工作執行方式已補充於第四章

頁 192~193。 

謝謝委員意見，已增補至 2015年全

臺文化景觀資料，詳見頁 3~10。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為馬祖戰地景

觀。 

 

 

謝謝委員意見，業已將管制區名稱建

議修正為軍事管制區，詳見頁 183、

184。 

黃委員振良： 

（1）p.55註 31所列九三、八二三、

六一七砲戰有大二膽落彈量統計具

《金門縣志》及《大膽島的風雲歲

月》書中有出入。八二三金門落彈量

57532係八二三當日兩小時落彈量，

而大膽 92469和二膽 27454係八月二

十三日至十月六日 44天的統計，此

處必須釐清。 

（2）p.65的圖 2-32的勝利堡應是制

勝堡。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註 31 部份落彈

資料業已修正，詳見頁 64。 

 

 

 

 

 

 

謝謝委員意見，業已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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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六處文化地景的歷史背景，價

值論述的保存建議都作了詳盡的分

析，為文化資產保存取得其文資地

位。 

（4）在 1949年之前，自十七世紀開

始，大二膽已是航海途中重要的地

點。《熱蘭遮城日記》及《十七世紀

的海上金門》都有很多文字及圖片資

料。 

謝謝委員意見。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大二膽的史料蒐

集，會隨著資料的積壘增加，後期若

有展示需求再行蒐集。 

邱委員上嘉委員： 

（1）依據工作進度及履約要求，本

期末報告尚能符合要求，受託單位之

努力值得給予肯定。惟依據《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55 條之規定：「文化

景觀之保存及管理原則，由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設立之審議委員會

依個案性質決定，並得依文化景觀之

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作必要調整。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依前項

原則，擬定文化景觀之保存維護計

畫，進行監管保護，並輔導文化景觀

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配合辦

理。」因此，保存維護計畫之重要目

的之一，即希冀達到「監管保護」。

是故，本計畫的內容核心應立基於審

議委員會已經決定之「保存及管理原

則」，進行保存維護計畫之擬定。 

（2）頁 17，美國地理學家「D.S惠

特爾西」應為「Derwent Stainthorp 

Whittlesey（D.S.惠特爾西），1890-

1956」。 

（3）頁 17，「美國地理學家美國地理

學家 Joseph E.Spencer（J.E.斯潘

塞，1907-1984）和 Ronald J. 

 

謝謝委員意見。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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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vath」（R.J.霍華斯，1937-）出

現贅詞。 

（4）頁 17，「心理要主」應為「心理

要素」。 

（5）頁 19，「……在公認為優秀的美

容以及日常領域」建議修正為「……

在公認為優秀的美學以及日常領域」

（原文為：in areas recognized as 

being of outstanding beauty as 

well as everyday areas）。 

（6）頁 19，「文化景觀…，並經指定

或登錄之後方能完成。」文化景觀僅

能登錄為「文化景觀…，並經登錄之

後方能完成」。 

（7）頁 21，「第四節 國內外相關案

例分析」主要仍在於國內外與軍事有

關的文化景觀之介紹，但仍缺乏以

「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為主體的

分析及討論，否則這樣的案例便顯得

可惜些。 

（8）頁 35，《廈門志》的引文有誤，

原文為「大擔嶼在廈門東南海中；連

小擔嶼、浯嶼，為廈門海口。宋幼主

過此，擲棄累物以浮舟；後水發光

怪，漁人得古研焉。北建天后廟。嶼

巔為天燈山，有石鑴「第一津」。嶼

北遠望，為白石頭，大數十丈。下有

七星石，森立海中。白石頭在城東

南，去玉沙十餘里；風水所汰，潔白

異常。」（卷二） 

（9）頁 111，各類文化景觀價值評估

中，期中報告所提之意見並未見處

理？調查表中，「價值論述」的五項

因子從何而來，宜有討論；另「保存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韓國案例部份由

於韓國的文化政策《文化基本法》對

文化景觀保存並沒有明訂相關政策。

是故，無法在本案案例中多加說明。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文化景觀價值評估對

於軍事價值的判斷，仍為延用計畫主

持人江柏煒於 2013年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委託《以生態博物館概念保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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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之「登錄文化景觀」是否意謂

在本區已是文化景觀的狀態下還要再

有其他更小的文化景觀登錄？且所選

之建議似應為單選，但有部分是複

選，是否恰當，請再檢討。此外，古

蹟及遺址均為「指定」而非「登

錄」。 

（10）第四章第一節「文化景觀保存

及管理原則之規劃」，在內容上相當

地籠統。 

 

 

 

（11）第四章第二節對於文化景觀審

議小組之設置，以現有的「金門縣古

蹟歷史建築聚落與文化景觀審議委員

會」的職掌下，是否有法源上的授權

可以成立文化景觀審議小組，建議仍

需要再確認。 

（12）參考文獻之內容部分有誤，且

參考文獻應置於附錄之前。 

以上意見，供後續修正之參考。 

門戰地文化》案中對於已對戰地文化

景觀之價值評估方式。另「保存建

議」之「登錄文化景觀」為誤植，業

已進行修正。此外古蹟及遺址均為

「指定」部份均已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文化景觀的保存及管

理原則，從文化景觀核心文資價值、

重要元素、地景元素及保存與管理方

向著手，並兼顧文化景觀的整體、安

全、機能、景觀、生態等作為本計畫

擬定保存及管理維護機制原則。 

謝謝委員意見，由於地方政府對於大

二膽相當重視，希望能有審議小組的

設立建議，本計畫亦已依文資法規範

進行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 

符委員宏仁：（書面審查） 

（1）請檢視告書編撰格式，以求一

致，並詳文字以減少訛誤與重複。如

「制高點」誤為「置高點」，「制勝

堡」誤為「勝利堡」等。 

（2）分區管治之分區（核心、緩

衝）應繪製具體範圍，而非泡泡示意

圖。 

 

（3）建議正面表列許可事項，以配

合開放觀光之具體方案，且合於文化

 

謝謝委員意見，關於文字訛誤部份已

進行校對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關於分區管治之分區

（核心、緩衝）應繪製具體範圍均已

依地籍線繪製。 

謝謝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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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保存之需要（或可研提一具體建

設計畫）。 

呂委員坤和： 

（1） 大膽島上的勒石應可列入古

蹟。 

 

 

（2）開放的大方向是限制性、軍事

性的思考，帶點神秘金門觀光亮點，

要慎重有計劃的開放。 

（3）大膽的人文歷史敘說，除了訪

談記錄，也要重視歷史典故的引證，

讓故事除了傳說也要有根據。 

（4）現有的軍事物品交接不要有空

窗，並考量其價值。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大膽島上的勒石

是否列入古蹟，仍須尊重文資審議委

員的審查結果。 

 

謝謝委員意見。 

 

 

謝謝委員意見，基於報告撰寫倫理原

則，本計畫對於歷史典故的引證均註

有出處。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軍事物品交接工

作，原則上尊重接管小組作業方式。 

郭委員哲銘： 

（1）大二膽現有戰地文史資料，現

無文資身分，經文化部文局 103.3.7

文資蹟字第 1033001778 函示，該批

資料尚未指定，權屬金指部，提請本

會確認存管方式。 

（2）相關報告書內容，請金防部確

認內容可否為公開資訊。 

（3）未來相關文獻之出版，本局可

follow續進。 

（4）本案調研資料（特別是文史資

料），請提供本府觀光處製作簡介或

摺頁。 

（5）另觀光處辦理島上解說人員訓

練，亦請委託團隊協助加強。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軍事物品交接工

作，原則上尊重接管小組作業或文資

審議小組意見。 

 

 

謝謝委員意見。 

 

謝謝委員意見。 

 

謝謝委員意見，本案調查成果資料將

於結案後將資料提供予委託單位。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大二膽島上解說

人員訓練若時間安排許可，本計畫團

隊將全力協助解說訓練工作之進行。 

金門縣觀光處代表： 

(1) 目前觀光處對大膽觀光基礎建設

工作業己於 4月完成工程發包工作。 

 

謝謝委員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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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大二膽觀光配套工作還請規

劃單位協助後續輔導工作。 

 

 

(3) 對於大二膽解說資料與解說人員

培訓工作，還望規劃團隊能繼續協助 

 

(4) 對於神泉茶坊內之文物，希望能

透過文資審議工作、列冊後移撥縣府 

謝謝委員意見，對於大二膽觀光配套

工作後續輔導工作，在時間許可下，

本計畫團隊將全力協助。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大二膽島上解說

人員訓練若時間安排許可，本計畫團

隊將全力協助解說訓練工作之進行。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軍事物品交接工

作，原則上尊重接管小組作業意見。 

金門指揮部代表 

(1) 有關計畫書及後續觀光發展工作

內容是否涉及資安，請縣府在資料公

開前能提送本部審議 

(2) 目前駐島人員水電等均由軍方協

助，後續在水電規劃上亦請協助進行

完整規劃 

(3) 對於神泉茶坊文物安置問題，目

前相關文物管轄為軍方所有，若縣府

希望保留於現地，請依行政程序進行

撥用。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計畫書及後續觀

光發展工作內容是否涉及資安，本計

畫會先提送金防部進行審議。 

謝謝委員意見。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軍事物品交接工

作，原則上尊重接管小組作業或文資

審議小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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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末修正審查意見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邱上嘉委員 

1. 在排版上，由於第 41頁重複，造

成連續之印刷奇數頁及偶數頁之

位置錯置。且通常僅就「章」起

奇數頁，「節」並不必要，建議修

正。 

2. 頁 3上，由於目前文化資產局網

站已登錄之「文化景觀」總計已

達 50處（2015/6/22），但報告書

上以「至今…已完成 43處…」

（依表之加註為 2015/5/20），建

議修正加註日期。 

3. 頁 11~12，文字排版有問題，跳

頁。 

4. 頁 30~32，有關韓國《文化基本

法》之全文條款，所佔篇幅太

多，且 31頁均為註腳，建議可將

其置於附錄，或許更有助於閱

讀。 

5. 頁 48，圖 2-10(左)、圖 2-11(右)

之寫法有些怪，事實上僅有單一

的圖，何來左及右，建議調整排

版。 

 

6. 頁 196，有關文化景觀的日常維護

檢視表，基本上還是從建築物的

角度，在文化景維護的核心為何? 

 

7.  

8. 頁 204，第二段「，因此….」是

否排版有誤? 

9. 參考文獻中出現「地質」及「考

 

謝謝委員意見，已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章、節奇偶頁配置。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文化景觀數量

並加註查閱日期，詳見頁 3。 

 

 

 

 

謝謝委員意見，已修正跳頁問題。 

 

謝謝委員意見，已將韓國《文化基本

法》之全文條款調整到附錄三。 

 

 

 

謝謝委員意見，圖 2-10、圖 2-11為

二張不同的圖片，為更方便閱讀，已

調整排版。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文化景觀的日常

維護檢視表部份內容除建築物亦包括

周邊景觀及解說導覽系統，表格設計

的核心目的為透過日常的維護，確保

大二膽景觀的完整。 

謝謝委員意見，該處誤植部份頁已修

正。 

謝謝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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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是有有必要? 

黃振良委員 

1. P11和 P12版面請連接為一。 

2. P62表列 1967 年第 58師駐防期

間，守備隊隊長是劉顯德。P.63

列 1978年第 158 師第三度駐防

時，守備隊長依舊是劉顯德，請

再確認。 

 

謝謝委員意見，業已調整排版。 

 

謝謝委員意見，有關駐防隊長名字經

問詢大二膽駐防老兵李振揚先生表

示，守備隊長為同名，非同一人。 

國防部審查意見 

1. 建議貴局將報告書內容第 77、79

頁有關軍事據點編號，以塗黑方

式處理。 

2. 頁 162、163、171圖片，因包含

軍用裝備及陣地現況，建議更換

照片。 

 

謝謝審查委員意見，有關頁 77、79

軍事據點圖部份，經與文化局討論後

將該圖片移除。 

謝謝審查委員意見，有關頁 162、163

及 171圖片部份，本計畫已用抽換及

遮蓋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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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大二膽戰地文化景觀核心區配置圖 

一、 大膽 

1.大膽碼頭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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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泉荼坊與神泉配置圖 

 

 

2. 北山國旗台及碑碣群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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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膽心戰牆及週邊據點配置圖 

 

4.大膽心戰牆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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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威公園配置圖 

 

 

7. 北安寺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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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膽 

1. 二膽碼頭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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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山室周邊配置圖 

 

3. 二膽心戰牆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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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韓國《文化基本法》(全文條款) 

   

 第一條(目的) 本法目的為， 訂定文化有關國民權利與國家以及地方自治團體

責任，規定文化政策方向與執行所需基本事項，提高文化價值與定位，以文化

提高生活品質，藉由文化在國家社會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二條(基本理念) 本法基本理念為，認知文化為發展民主國家與提高國民個人

生活品質上最重要的領域之一，令文化價值推廣到教育、 環境、人權、福利、

政治、經濟、休閒等整個社會，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盡責任，個人文化表現與

活動無所歧視，和諧實現文化多樣性、自律性、創造性。 

 第三條(定義) 本法中「文化」指包括文化藝術、生活樣式、集體生活方式、價

值體系、傳統以及信念等，社會或社會成員之固有的精神、物質、知性、感性

等特性之總體。 

  

第四條(國民權利) 所有國民具有權利(下稱「文化權」)，在文化表現與活動，

自由創造文化以及參與文化活動，可享受文化，不得因性別、宗教、種族、世

代、地域、社會階級、經濟地位、身體條件等有所差異。 

 第五條(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之責任義務) 

一、為保障國民文化權，國家應制定、執行文化振興有關政策，為確保預算以

及有效運作付出努力。 

二、 國家應尊重地方自治團體之文化相關計畫、執行方案、資源，減少地區之

間文化落差，為達成文化均衡發展付出努力 

三、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應針對，因經濟、社會、地理因素受限，無法享受文

化之文化弱勢群眾，擴充享受文化的機會 ，謀求獎勵文化活動所需執行方案。 

四、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制定各種計劃與政策時，以文化觀點進行評估對於國

民生活品質的影響， (下稱「文化影響評估」)，使文化價值擴散到整個社會。 

五、 第四項 文化影響評估之對象, 程序以及方法等所需事項，以總統令訂

之。 

 第六條(與其他法律之關係) 

一、 制定或修訂文化有關其他法律，應與本法目的與基本理念接軌。 

二、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制定、執行文化有關政策時，除其他法律另訂之

外，應遵守本法訂之。 

 第七條(制定、執行文化政策之基本原則)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制定、執行

文化政策時，應充分考量如下各項事項。 

一、   尊重文化多樣性與自律性，擴充文化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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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支援為提高國民與國家文化力量，並營造氛圍 

三、   擴充參與文化活動以及文化教育機會，保障文化創造之自由 

四、   增進無受歧視的文化福利 

五、   尊重文化價值，加強文化動力 

六、   增進文化國際 交流、合作 

 第八條(文化振興基本計畫之制定等) 

一、為文化振興，國家應每五年制定文化振興 基本計畫(下稱「基本計畫」)。. 

二、 基本計畫依照總統令訂之，由文化體育觀光部長與有關中央行政機關首長

協議訂之。 

三、 基本計畫得包括如下事項： 

1.  國家文化發展之目標與方向 

2.  為文化振興之文化政策基本方向 

3.  為文化振興之擬定法令、制度等基本面有關事項 

4.  第九條各項事項有關文化政策 

5.  為提高國民文化生活品質之政策有關事項 

6.  加強文化權有關事項 

7.  營造文化、休閒設施以及其運用有關事項 

8.  培育文化人才與推動文化教育有關事項 

9.  文化政策相關調查、研究與開發有關事項 

10.  確保文化 振興預算與其運用有關事項 

11.  除之以外，以總統令訂之為文化振興所需事項 

四、 有關中央行政機關首長，依照基本計畫，每年應制定為文化 振興執行計

畫。 

五、 第四項執行計畫制定所需事項，以總統令訂之。 

 第九條(為文化振興各領域推動文化政策)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為文化振興，

應制定如下各事項有關文化政策，為此執行付出努力。 

一、   維護文化遺產、傳統文化與其運用 

二、   國語發展與保存 

三、   振興文化藝術 

四、   振興文化產業 

五、   開發文化資源與其運用 

六、   增進文化福利 

七、   推動休閒文化 

八、   營造以及管理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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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推動國際文化交流、合作 

十、  推動地方文化 

十一、 推動南北文化交流 

 第十條(文化人才之培育等) 

一、為培育文化人才，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應打造基本面，推行所需執行方

案。 

二、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應施行為文化價值擴散與文化振興之教育。 

 第十一條(為文化振興之調查、研究與開發) 

一、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為提高國民生活品質、減少地域間文化落差、增進

國民文化享受權，應執行文化享受實況調查以及研究。 

二、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為文化振興，應獎勵文化政策調查、研究與開發，

並謀求其支援方案。 

三、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依照總統令訂之，可指定並運作調查、研究與開發文

化政策的專屬機關以及支援此機關的文化資訊專屬機關。 

 第十二條(文化月與文化日) 

一、 為增進國民文化意識與了解，並發揚積極參與文化活動，將每年十月訂為

文化月、每年十月第三周六日訂為文化日。 

二、 文化月以及文化日活動有關事項，以總統令訂之。 

 第十三條(對於文化振興事業預算支援等) 

一、對於文化振興事業，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在預算範圍內，應支援所需經

費。 

二、國家為文化振興籌集民間基金，推動捐款文化盛，應付出努力建立制度與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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