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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前言 

 

         對馬祖的戰地風情，心中早想一睹真面目

的計畫，只是一直沒有太大動力，直到鄭勝華

教授在系友會公告舉辦「2018地理系友會馬祖

列嶼地理實察」活動，才又觸動過去五十年前

上「野外地理實察」課的熱情，然後告訴自己

說：再讓自己做做學生年輕一下吧！鼓勵自己。 

         因為這次考察時間很短，很難做到親臨露

頭現場詳細做觀察。因此本人把本報告暫定為

寫寫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來跟系友們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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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亮島 
 

        亮島位於北竿和東引之間。「亮島人」是最

近考古學家在這裡的重要發現，引起各界的重視。

經陳仲玉和葛應欽兩位教授，將骨骸帶去德國馬

普研究院萃取DNA分析重建遺傳系譜，證實為早

期南島民族所遺留的骨骸，距今約8,000年。 
 
        此一發現成為南島民族在發源議題上的熱點

之一，可惜這一次到馬祖沒有登島看看考古現場。

不過在幾年以前，「亮島人」曾在國立歷史博物

館展出，非常幸運剛好趕上展期，看到很多考古

人員的發掘現場照片，非常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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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南島民族的起源，目前有很多說法，學者
們從各個角度包括文化的、考古的、語言或基因 
分析等提出各方的論據，但都未能說服其他領域
的人。相信總有一天科學可以解決這一切吧！但
願大家追求的只是真相，無關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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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亮島島尾1號遺址發現長達30公尺長的貝塜牆，
並發掘出兩具七、八千年骨骸受到國際考古學界關注。  

圖:Smile工作室提供 。引自 :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9-14/97539 



3. 村落與聚落 
         
        過去馬祖是前線，曾長期實施戰地政務，
相信它在地方事務的管理上，必然跟後方的台
灣很不一樣。其中細節與運作，本文不作細述。
不過我們只把發現的小小「露頭」(地理現象)
稍作討論分享。 
 
      「地名」是地理的化石，同樣的，人們對
地理現象的指稱，如，「地理名詞」的選擇，
也會透露一些地理訊息。我們發現馬祖在許多
景區遊覽地圖看板上，看到「聚落」一詞，用
來指稱某一特定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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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認為它很不尋常，不太像我們所熟悉
的名詞，如，村落、社區和景區等用詞。根據資
料顯示，「聚落」是一個地理名詞，它應該是從
人類聚集的區域，來看整個地理環境、經濟活動
類型、人口規模和聚集程度以及人地之間的各種
文化活動等現象涵蓋理解的。它有兩個基本的類
型包括鄉村與都市，顯示相當不同的地理差異。 
        
        就以「村落」與「聚落」為例，它一如「汽
車」之於「交通工具」。「聚落」所指的意義範
圍比較大，指的是一些抽象的現象或特徵，不是
一個具體的東西。因此當我們說村落的時候，它
可能直指眼前人類聚集的地方所在(包括居民、住
居、生活設施(道路)和謀食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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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落」應該是屬於鄉村這一個類型裡面的
細分類。在語意上，它是「有指的」，「具體的，
通常可以直接指稱某一個人類聚集的處所或區域，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村落」。但「聚落」則
不同，它是一種「上位」名詞。通常是指類型或
涵蓋性較大的類別。   
 
        但「聚落」則是一個包含多種現象、多項特
點的一個類型或範圍。照此看來，看板上所指的
所謂「聚落」意味著，它的複雜性和綜合性，不
能把眼前所看到的地理現象，簡單描述為這是
「漁村」，這是「民居」「農田」或那是「漁港
碼頭」「軍用設施」，甚至說，這是「海灘」
「反登陸警戒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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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態老師「嗅聞花香」的誇張示範動作 
 
         有一次參加某個生態教育課程研習，講師問 
學員，要做出一個高品質的旅遊，一個有水準的 
遊客，如何表現一個以尊重自然生態為風範的嗅 
聞花香動作。很多學員無不拿出自認為最優雅的 
姿勢來示範聞花香的動作。有的低頭就花裝模作 
樣地聞花香狀，有的將鼻子貼近花瓣，瞇著眼睛 
做陶醉狀，反正每一個人都在故作風雅。 
 
        最後老師的示範動作是：他整個人很小心的 
接近花朵的旁邊，深怕被驚動飛走了似的，然後 
放低姿勢，臉頰緩緩貼到離花朵不遠處，再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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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掌在花的上方輕輕撥動空氣，同時左手掌朝上 
細心的托著被撥弄的香氣，引導到他那謙卑的鼻 
子邊，這個時候他讓自己以朝聖者的心情，謙恭 
的領受和感恩的品味，這個大自然的偉大恩賜， 
就這樣。 
 
        當時看到老師這種誇張的示範動作，心中有 
些說不上來的疑惑，怪怪的。於是自問「真要這 
樣嗎？」「有這個必要嗎？」，不過，後來仔細 
一想還真的有這個必要呢！一點都不誇張。因為 
我們自古以來對這些「小生命」所做的，已幾近 
「霸凌」的行徑。時至今日我們甚至還不知道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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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裡。「矯枉」還真的要「過正」才行。如果 
開花就是植物要準備安胎的話，我們可以對一個 
即將懷孕的人類婦女，如此粗魯對待嗎？而我們 
人類對它們花草樹木的無理作為竟然如此視為當 
然！ 
   
       到馬祖最吸引觀光客的亮點莫過於想一賭
「藍眼淚」的奇景。我們看看我們做了什麼。為
了提高大家對「藍眼淚」的期待感，我們首先作
了一種「飢餓感」的試煉。那就是首先讓遊客夜
遊去「踩亮星沙」活動。觀賞的做法是，要大家
粗野的在海濱沙地上猛力踩用力踏。用意是要讓
這些小「小生物」驚慌失措，然後發出點點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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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亮閃閃立即觸發起大家的野性，興奮
地群起喊叫，喊聲此起彼落。當我們踩了這裡
而亮了那裡時，「這裡的」(被踩的)可能就此
永遠沒機會再亮了吧，因為它們哪能經得起一
群巨人的重踩。 
 
        洞裡划櫓，欣賞藍眼淚的情況也是如此，
大家被教導「越是用力潑水，藍眼淚奇景越奇
妙」，可憐小小生物不知為何如此被折騰，無
奈驚慌失措之餘，散發出生命遭遇到危難的藍
光，可能是一種警戒、可能是在求救。大家對
此又是陣陣驚呼神奇！神奇！可知，那是人家
遭逢危難的訊號，對此我們又把快樂放在人家
的痛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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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或許可以站在「生物」的觀點，設計
一種以「尊重生命」為出發點的設計，不必從
縱容遊客的粗野興奮感或者拿滿足人們的野性
作為觀光休閒的訴求。我們或許可以強烈的建
立一種欣賞自然「文明方式」「文明角度」讓
它成為馬祖的觀光特色，取代戲弄「星沙」、
「藍眼淚」來吸引觀光客。 
 
        我們欣賞藍眼淚不必自己親身划櫓、潑水，
我們可用類似水壩洩洪的各種設計，讓各種藍
眼淚的藍光圖案化，讓藍眼淚充滿設計感，展
現出來一個泱泱科技大國民的高貴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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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蒼白的梅花鹿野放工程 
 

        最近到日本奈良觀光，看到那裡也有很多梅花鹿。
聽說人家那裡的梅花鹿有它非常深遠的歷史文化背景，
日本人對此非常自豪，疼惜有加。只是最近外國觀光
客沖淡了這一切，那神聖的一面、那濃濃的歷史感和
厚厚的文化情，只剩下一場又一場人們無窮無盡的糟
蹋餵食和粗魯的照相需索。 
 
        我們一到大坵登岸碼頭，一如期待，不遠處來迎
接的，的確是一些來乞食的梅花鹿，美其名它們這是
來迎賓的，於是我們也大聲說：「梅花鹿，我們自己
也有，何必到日本去」。是這樣嗎？我們一開始，把
這些梅花鹿野放此地的用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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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梅花鹿原保育地「鹿口過剩」尋求減壓
或者讓遊客在無生氣的岩石世界裡尋找到生命的
韌性來點綴以外其他還有什麼。 
 
        我們固然無須東施效顰，但也不可以毫無作
為，只把親子動物園移到馬祖，如此而已。我們
何不把馬祖的梅花鹿，開始規劃為足以流傳千年
的梅花鹿家園。從現在開始就賦予它某種高貴的
科學研究或文化目標來豐富它，聖化它。(照片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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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大坵  
碼頭迎賓的 
梅花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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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乾枯芒草的地理意義 
     
        從地圖上看，大坵是東北西南向的島嶼，因
此島的南半部應該是夏季風的迎風面，植被看起
來比較多一些，地面的雜草似乎也相對比較多樣。
不像北半部盡是些低矮的茅草類，格外顯得乾荒
單調。 
 
       不過，在島的東南側發現生命力一向極強的芒
草，竟然如此蕭瑟。儘管時序早已入夏多時仍然
看不出夏季該有的欣欣向榮，反而呈現一片死寂，
甚至已接近枯死的地步。個人初步研判，這個現
象的發生很可能有兩個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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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馬祖地區冬季風很大且寒冷，使島上植物 
            一進入枯萎期，馬上竟讓梅花鹿陷入苦無 
            自然食物可覓的困境。 
第二、冬季時馬祖旅遊進入淡季，遊客減少，一 
            些自外地攜入的桑科類的飼料葉也減少了， 
            島上的鹿隻只好轉向芒草尋求食物充饑了 
           (種的桑科樹葉很高，目前仍用鐵欄保護中)。 
 
        芒草雖是一種生命力很強的野草，經過鹿隻
在整個冬天的折騰摧殘，幾乎斷了復原的能力了，
再者夏天來不及恢復元氣，下一個冬季又來臨了，
如此年復一年，造成今天這種景象，幾乎都要枯
死了。(照片6a，6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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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大坵  採食芒草剛長出的嫩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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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大坵 

冬季枯草季可能 

被梅花鹿過度取食
而失去生機的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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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貝塚」和「紅土」分布的探索 
 
       我們在大坵東側步道的斜坡和島的西側寺廟旁的
墳墓邊，看到各有一處貝塚分布。也在島的東側看到
一小撮紅壤土層。對此，我們初步的觀察是，這兩處
的貝塚堆積不厚且完全散落地表，看似年代不太久遠，
應該是最近曾住過這裡的居民食後丟棄的遺留。 
 
        至於紅棕土層，只看到一處露頭，離斜坡地面不
到五十公分處，可能是當時修建步道時挖露出來的，
這種只出現一小撮的分布，看不出連續的帶狀分布現
象，很可能只是人們長期燒火煮食，把泥土燒成磚紅
色的遺留。再者這裡的表土層很薄，地表坡度又大，
就算有紅土化現象，也不可能抵抗得住強烈的雨水沖
刷和侵蝕了。此外本次考察，時間非常緊迫，這些驚
鴻一瞥的露頭，難作再三顧盼，何況其他。所以很難
做太多的判斷。(照片7a，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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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大坵 東南斜坡步道邊的貝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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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  大坵  

東南斜坡步道
邊的紅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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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坵的馬祖紫檀分布 
 
          大坵的馬祖紫檀很有趣的都分布在溝谷附近
和島嶼上方的緩坡上。這似乎說明溝谷正好是垂
直節理上端跟地面的切面。下雨時逕流由此匯集
奔流而下，而V形切面有助於下雨過後，上方土
層的含水涓滴細流而來，有助於紫檀的水分供應。
至於上方緩坡馬祖紫檀分布亦多的原因則可能是，
因坡度較緩雨水侵蝕也比較和緩，所以土層較厚
有利於喬灌木型植被存活。 

        在這一個溝谷的南面有一個緩坡，上面的茅
草呈多條平行的圓弧狀生長，顯然也是反映這個
垂直節理上端和緩坡的切面線條，排列的圖形很
有趣。(照片8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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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 大坵  
集中於溝谷附近
的馬祖紫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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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  大坵 
岩石節理與坡地
的切面,反映在茅
草的分布,請看草
地的弧狀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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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唾棄用 「 吃」 來吸引遊客的旅遊文化 
 
         民以食為天，確實是事實。可是我們不能把所有
的旅遊都用美食來妝點，尤其用「在地」食材來標榜
它的稀少性，吸引遊客。更有甚者，用夜市來豐富所
謂旅遊地的夜生活。  
 
         這種「食」完全是吃著玩的，無關民以食為天了，
我們不值得為貪求便宜行事而大事推動。 
 
          旅遊不外乎透過遠離喧囂，充分獲得寧靜，達
到休閒的目的，透過行走以健身養氣，透過望海之遼
闊以長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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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用「吃」來體現旅遊的後果： 
-  東港鮪魚祭，食客接踵而至盛極一時，請看現 
        在鮪魚大量減少，這是竭澤而漁。 
-  墾丁街上形成的夜市，比美台北夜市，覓得一 
        方寧靜角落，靜心養氣已不可得，這也是清 
         淨地的竭澤而漁。 
-  到台中只聽到大家高談「逢甲夜市」闊論「廟 
        東美食」，未聞科博館有何方神聖在、國家 
        劇院所為何事等。 
 
        如此種種，我們還要再創造馬祖夜市，把台
北的熱鬧帶過去，提倡馬祖美食，把馬祖的生態
吃乾、抹淨、吃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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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老眼所看到的地理現象 
 
 (1)自然水供應 
 
      當我們到東莒時，導遊說：南竿大部分靠海水淡
化來供應居民的生活用水，東莒是唯一可以用地下
水供應居民生活用水的島嶼。根據這個說法觀察，
南竿人口多，光靠自然水源當然不足，所以要靠海
水淡化來供應，可以理解。同時聽說它的地下水本
來就很少，這個我們也能理解，因為花崗岩，質地
緻密難以含水儲水。但東莒同樣也是花崗岩又何以
有豐富的地下水呢？ 
 
        我們的觀察是，這裡的花崗岩節理很發達又有
凝石灰岩層和火山礫岩層夾雜其間，這些都是透水
性比較好的儲水環境，再者這裡的居民少，需求量
有限，似乎可這樣解釋這個現象。(照片 10.1a，1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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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a 南竿 堅硬密實的花崗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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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b  東莒  

神秘灣附近路邊 

相對鬆軟的地層, 

有助於含水,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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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菜浦澳一帶原是當地的採石場 
 
        菜浦澳位於西莒，據知這裡早期是當地最重要
的採石場。當地人選擇這裡做為採石場，最可能的
原因，可能是因為這裡的地質環境複雜所致。譬如，
凝灰岩的分布意味著火山活動，在岩層中夾雜著許
多不同時期的凝灰岩夾層。堅硬的花崗岩層就因為
如此，致普遍存在著許多軟弱帶，讓硬岩不再那麼
堅不可破，這些地帶成為差別侵蝕的引發點，讓原
本膠結程度並不佳的複雜岩層，帶來許多裂隙開始
崩碎，再者當地花崗岩因各方地殼運動的關係，節
理本來就非常發達，如果跟南竿一帶盡是堅硬的岩
體相比，此地似乎比較有利於人工開採(充當碎石
子)了。(照片10.2a ，10.2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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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a 西莒  

菜浦澳附近 

節理發達的 

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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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b 西莒 菜浦澳附近破碎的地層,似利於開採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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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山岩侵入體、流紋岩、擄獲石等 
 
         馬祖地區的火山岩在地體變動和各方應力的
影響之下，產生許多縱橫交錯的節理，而這些節
理成為後續發生岩漿活動的侵入帶。 
 
         以南竿一帶的花岡岩體為例，我們發現有很
多地方可見到約數十公分甚至數公尺的黑色或灰
白色的侵入體，重新外露之後，岩面顯得多變化
又亮麗。在西莒一帶有多處流紋岩分布，根據專
家解釋，那是酸性岩漿噴出時，瞬間結晶的岩體，
岩石質地緻密，同時岩體上仍可見原初熔岩流的
動態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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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莒島的猛澳港一帶，看到一些「擄獲石」
鑲嵌在岩石中，顯然是後期的噴出的熔岩包覆或
擄獲先前的火山岩塊或碎屑造成，很特別，它跟
花崗岩岩裡面本身的結晶粒不同。 
 
        此外菜浦可看到凝灰岩的水平堆積結構，它
跟火山岩層明顯不同。附近還有一個手球般大小
的結核構造遺留，顯然是某種成分在凝灰岩層中
聚集後形成的。(照片10.3a~3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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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a 南竿  

花崗岩內的 

火山熔岩侵 

入體,外露後 

形成黑白相 

間的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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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b 西莒 

坤坵海岸縱橫 

交錯的花崗岩 

節理構造. 



10.3c 東莒  

猛澳港附近 

的擄獲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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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d 西莒 菜浦澳的凝灰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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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 西莒  
菜浦澳 凝灰岩
層的結核構造
的遺留. 



(4)假風稜石 
 
        在西莒的坤坵一帶有類似風稜石的構造，每
個巨石的外型都有尖銳的稜角邊，乍看之下很像
風稜石地形。 
 
        其實細看周遭環境，發現它是從節理非常發
達的母岩體，被風化、塊體崩壞然後由海水沖蝕，
最後移動到此地所造成。雖有沙灘提供沙源，但
所有石頭的稜角邊並不是朝同一方向的，很明顯
跟風成地形無關。(照片10.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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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a 西莒  

坤坵的假風稜石, 

它並不是風成地
形,而是附近節理
複雜的母岩體崩
落,然後海水沖移
造成. 

45 



11. 大時間尺度的地形演化模型 
 
        以下圖型只是一種對自然環境的欣賞方式，不
能嚴格看待。我把南竿想像成，原初是一個梯形的
岩體，然後在大環境的陸升或海降、海水侵蝕還有
差別侵蝕的影響下，最後形成今日南竿的模樣。 
 
        其地形演變過程，包括 : 
第一、假設中間有一塊相對比較薄弱的部分，侵蝕 
            比較快速。 
第二、岩體隨著兩邊對稱的節理開始侵蝕最後形成 
            對稱的「灣澳」，體現「一澳一村」的人文 
            景觀。 
第三、海階地形隱約可在「大灣」(梯形內部)內側見 
            到，記錄著海陸分布的變遷。雖然這只是一 
            種遊戲，相信有助於激發學生對地形演變的 
            興趣。(模型示意圖 照片1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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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 花崗岩體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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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  花崗岩體差別侵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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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 花崗岩體海水侵蝕後期,形成灣澳並有堆積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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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   
垂直節理
的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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