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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島旅遊導覽資訊

跳島漫遊

險礁嶼

澎澎灘

吉貝嶼

目斗嶼

鳥嶼

姑婆嶼

險礁嶼可說是澎湖最大的沙洲，面

積不大，海水深淺的漸層不一，形

成色彩豐富的繽紛海域。面積小巧

的島嶼，極目四望就可環顧一周， 
感覺像是個私人海島。這裏是偶像

劇《原味的夏天》拍片現場，偶像

劇的加溫，讓險礁更加熱門  。

澎澎灘是位於鳥嶼西南面的離岸 
沙洲，現為一無人島，主要是經營套裝

行程的快艇業者會搭載客人前往戲水。

秋天這裡是風浪板高手活動的好時機，

來自世界各地的好手，駕馭風帆在各

島中來回穿梭，相當熱鬧。

吉貝嶼擁有舌滴狀的沙嘴，貝殼沙灘

在陽光照射下，呈現溫暖色調，配

上藍天碧海，儼然成為澎湖渡假島嶼

的代言人。吉貝同時也是水上活動

的聖地，夏季可見湛藍海域上有來

自各地的遊客，散發著熱情活力，

與海洋共舞。

★提醒遊客：

1. 鳥嶼—澎澎灘之間的踏浪活動，須是退潮

 才行，有時間性且最好要有熟識地形的人

 帶領，以免發生危險

2.目前澎澎灘劃分為兩區，靠近鳥嶼端的東

 側沙洲已列為野鳥保育區，有圍籬，民眾

 禁止進入

鐵砧嶼的海拔較低、島上地形平緩，

整體看上去像是一塊覆蓋在海面的 
鐵砧。島嶼北側有一處大海蝕洞， 
有些技術高明的船長會將小遊艇 
開進去，讓遊客欣賞難得一見的 
鐵砧嶼「一線天」。

大倉島位於澎湖內海，與中屯島東西相對，相較於其他熱門旅遊島嶼， 
大倉嶼相對顯得寧靜。內海風浪較平緩，這也是澎湖古稱「平湖」的 
由來。從大倉環目四望，隔海可見中屯風車群、馬公市區、跨海大橋、 
西嶼。往來大倉的交通船碼頭位於馬公市重光里(後窟潭)，每日均有固定

船班，船程也只需15分鐘，適合納入冬季遊程。小島周邊潮間帶廣闊， 
淺坪採集漁業盛行，退潮時可在潮間帶感受漁鄉風情。

目斗嶼位於澎湖最北邊，其周圍的

淨白水域是從事浮潛活動的最佳 
選擇。而島上最明顯的地標，就

是黑白相間的目斗嶼燈塔，這是

日治時期在澎湖最早建造的燈塔。 
燈塔矗立在島上，映著天空與碧藍

海水，它是航海船隻的海上指引，

亦是觀光旅遊的著名景點。

員貝嶼

員貝嶼東北側以擁有如「百褶裙」般

的塔型柱狀節理玄武岩著稱。島嶼西

北端，亦是奇石景觀，因外型似筆和硯，

當地特稱為「石筆」、「石硯」。員貝

嶼先民除了船隻對外交通外，每逢大

退潮，在員貝嶼跟澎湖本島沙港間，

有一條海上步道。想走訪的遊客特別

注意，需有人帶領方能前往。

澎湖人常說：「鳥嶼無鳥、花嶼 
無花」，其實並非如此。根據生於在

地觀鳥人觀察，鳥嶼有許多過境鳥、

迷鳥，尤其是春夏之際，可見如燕鷗

等夏侯鳥在周遭自然翱翔。

姑婆嶼礁岩是著名的野生紫菜產地，

每年冬天，赤崁村會依照村裡每戶

人家的男丁數，核發給每戶相當於

人丁數的「採紫菜證」。村民憑證件

登船前往姑婆嶼，在規定的時間一聲 
令下，開始採收紫菜。

馬公本島至東海交通：

欲到員貝與鳥嶼的遊客，可到北海赤崁與岐頭

遊客中心搭船前往。澎澎攤為無人島嶼，

故無固定船班，主要由夏季經營的東海快艇業者

搭載遊客，航程約15分鐘。

乘风巡航，

带着豔阳烙下的印记，

从这岛跳到那岛，

落脚岛屿，

惊遇另一国度。

夏季時的北海，每年總吸引許多人前往享受陽光，熱情奔浪

風帆活動 / 強盛的東北季風，吹拂著每個衝浪者勇於向前的心

鐵砧嶼

雞善嶼是由大雞善、小雞善組成。雞

善嶼以雄偉的柱狀玄武岩著稱，島嶼

周邊看起來像是由大小積木般的玄武

岩柱所堆砌成的，非常壯麗。現列為

玄武岩自然保留區，夏季是燕鷗繁殖

的重要棲地。

玄武岩經過風化與海蝕作用的影響，

使得錠鉤嶼的外觀看起來如群山 
萬壑般，奇岩崢嶸。夏季島上最大宗

的住民是白眉燕鷗等鷗科鳥類，由於

禁止登島，鳥類得以自由繁衍。

除了豐富的玄武岩景觀外，白沙嶼還

擁有受到海水侵蝕形成的壺穴，以及

豆腐狀的灘岩。島嶼東岸擁有彎曲狀

等特殊的玄武岩結構，整個島嶼的地

質與地形，呈現豐富的多樣貌，已列

為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白沙嶼

雞善嶼

錠鉤嶼

大仓屿 - 大仓内海游憩区

馬公本島至北海交通：

自北海遊客中心出發，

可搭乘公營交通船或民營

快艇前往，航程約15分鐘。

澎湖逍遙遊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提供

廣告



七美島

西吉嶼

桶盤嶼

虎井嶼

西嶼坪

東吉嶼

將軍澳嶼望安島

鴛鴦窟

東嶼坪

喜歡地質、地形景觀的人，對七美的

嶙峋奇岩、海蝕景緻驚奇不已。而

絕大多數的遊客，則是慕雙心石滬

之盛名而來，使得七美有「愛情島」

之美名。七美人塚、龍埕、大獅、

小台灣、望夫石等，也是著名的觀賞

景點。這些難得一見的地質地貌，是

許多教師「地球科學」戶外教學的活

教材。

西吉嶼是南方四島當中海拔最平坦

的島嶼。東北岸有延綿數百公尺的

柱狀玄武岩海崖，節理分明，與碧

藍海水輝映著。西吉嶼的村內，也

因遷村三十餘年，島內荒煙蔓草，

偶可見人文智慧的菜宅穩穩守著這

片孤島。島嶼北側的灶籠是近期很

受遊客青睬的藍洞。

★ 望安島的小航班：

• 週一到週五，有固定交通船開往將軍嶼。

• 每週各有一班開往東吉、東嶼坪、西嶼坪；以及不定期航班開往花嶼。

 
★ 跳島注意事項：

• 搭乘觀光船遊覽時，要注意「登島」還是「巡航」？巡航即表示不登島， 
 船隻只在週邊停留。若是登島的話，要注意停留時間多寡，並準時登船。

• 目前離島提供住宿的島嶼有：七美、望安、將軍、吉貝、鳥嶼、大倉等。

• 在潮間帶活動，應留意生態保育，不捉、不任意傷害生物，並注意潮汐等 
 自身安全。

• 注意防曬及水域安全，澎湖夏季的太陽是很熾烈的；易暈船者可自備 
 暈船藥；觀賞地景或賞鳥者可自備雙筒望遠鏡，但倍數不宜過大，因船 
 上顛簸，觀賞較不易；乘船或是從事水上活動時，務必穿上救生衣。

北海一日遊：
赤崁出發→【吉貝嶼】（登島，岸上觀光，用餐）→【險礁嶼】（登島，水上

活動）→返回赤崁。

南方四島一日遊：
行程A：馬公出發─【東吉嶼】（登島）─【西吉嶼】（搭船賞海蝕洞「灶籠 
 （藍洞）」不登島）─【七美】（登島，吃午餐，參加浮潛活動）─ 
 【東嶼坪】（巡航）─【西嶼坪】（巡航）─【頭巾嶼】（巡航）

行程B：馬公出發 ─【七美】（登島，岸上觀光）─【西吉嶼】（搭船欣賞

 海蝕洞「灶籠（藍洞）」，不登島）─【東嶼坪】（登島、用餐， 
 亦可參加浮潛活動）─ 返回馬公

＊實際航程需視潮汐而定。為求觀賞效果佳，大多數業者會將西吉「灶籠（藍洞）」 

    行程排在中午

南方四島二日遊：
第一天：馬公出發 ─【七美】（登島，岸上觀光）─【西吉嶼】（搭船賞海蝕洞 
 「灶籠（藍洞）」，不登島）─【東嶼坪】（登島、用餐，參加浮潛 
 活動，住宿）

第二天：東嶼坪出發 ─【西嶼坪】（登島，徒步觀光）─【東吉嶼】

           （登島、徒步觀光）─ 返回馬公

＊南方四島是近年熱門景點，但住宿、船班相對有限，建議提早預定

南海 + 南方四島三日遊：
第一天：馬公出發 ─【虎井島】（登島）─【桶盤嶼】（登島）─【望安】

            （登島、用餐、岸上觀光、住宿）

第二天：望安 ─【東嶼坪】（登島）─【西嶼坪】（登島或巡航）─【七美】                      
            （登島、用餐、岸上觀光、住宿）

第三天：七美 ─【東吉嶼】（登島）─【西吉嶼】（搭船賞「灶籠（藍洞）」， 
  不登島）─ 返回馬公

桶盤嶼最著名的是柱狀玄武岩。形成

之因是熔岩噴發後遇到海水，快速冷

卻收縮成六角狀的玄武岩節理。桶盤

嶼的海濱規劃了步道，讓遊客可沿著

海岸觀賞地景之美。

虎井嶼距離澎湖本島與桶盤嶼距離 
不遠，遠觀要區分這桶盤嶼和虎井嶼

不難，小而圓、形似「桶盤」的是 
前者；後者兩端地形較高，中間是海

拔低的平原地形，亦是民居集中處。

近年為紀念虎井嶼有北回歸線橫跨，

亦設立新景點，一邊是「我在澎湖」，

另一邊則為「幸福緊依偎」的特色 
地標，吸引許多遊客前往拍攝。

西嶼坪的長住人口僅有個位數，

屬望安鄉公所管轄。西嶼坪的周邊

海域是浮潛勝地，周邊海域珊瑚礁 
覆蓋率高，每年皆吸引熱愛潛水的 
遊客前往觀賞海底風光。

東吉嶼距離台南近，居民大多移居台 
灣南部，目前長期定居的人口只 
約2位數。東吉燈塔是東吉的地標，

登上山頭，俯瞰島上平原地形、東吉

港口海灣、清澈海水、美麗沙灘、 
妝點其中的民宅，東吉的純樸自然，

令人終生難忘。

將軍澳嶼和望安相對望，遠遠望去，

島內帆檣雲集，屋宇櫛次鱗比，因而

有「小香港」的美稱，豐富的地理環

境，將軍澳嶼亦以出產珊瑚、文石

為著名。值得一提的是「將軍漁港」，

因為當地以出船長為名，其古樸懷舊

也曾獲第一屆十大魅力漁港。

望安島是一座擁有平坦草原的島嶼，

只有天台山附近有山坡可俯瞰望安

島全景，開闊的自然環境，在春夏

偶可見牛隻在青青草原上漫步，相當 
舒適。望安的生態、人文史蹟亦相當

豐富，綠蠵龜觀光保育中心、花宅古

厝群皆是當地重要的瑰寶。

鴛鴦窟附近是日軍震洋艇基地遺址。

震洋特攻隊是日軍在二次世界大戰末

期所想出的自殺式突擊戰術。1944年
日軍曾發動望安及將軍兩島村民在此

挖掘多處震洋小艇收藏坑道，但如今

坑道已坍塌，存留遺跡。 ★喜歡攝影的朋友要將距離拉遠，退潮

時走到潮間帶，利用潮池拍出柱狀玄武

岩群倒影，有山有水有天空，彷若上下

雙層的柱狀玄武岩美景。

★旅遊小提醒：容易暈船的朋友，建

議您搭乘交通船，耗費的時間雖比遊

艇多，但行程不那麼刺激。交通船經望

安，到七美，停留時間有限，就會啟航

返程。

東嶼坪上有東嶼坪安檢所、衛生室、 
派出所、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等公家 
單位，島上的公務人員比居民還多。 
從高處望下的東嶼坪梯型田地與港灣，

是來到當地的必攝景點，高處望下更 
可看見鄰島的西嶼坪。

馬公本島至南海交通：

至南海遊客中心碼頭搭乘船班，

 （需提前30分鐘報到），可向旅遊代辦

業者或快艇公司直接訂票。

澎湖南方四島對外交通：

目前以海運為主，東吉嶼、東嶼坪設有漁港，

西嶼坪設有簡易凸堤碼頭，西吉嶼無碼頭。

★ 直接抵達：可從台南、高雄等地包船前往，單程航行至東吉約需3小時。

★ 轉乘船隻：從馬公搭遊艇、交通船至望安島；再從望安島包船或搭乘

   不定期交通船前往南方四島，加總單程航程約為2小時。

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

雙心石滬 / 古人的智慧，伴侶的依偎

南方四島的周遭海域，是浮潛遊客們心中的美麗世界。

澎湖縣政府
公共車船管理處

澎湖各島連絡交通

熱情跳島！旅遊套裝行程

前往北海、東海、南海各離島，可分別由位於白沙鄉赤崁村的北海遊客中心、

岐頭村的岐頭遊客中心及馬公巿第三漁港的南海遊客中心購票前往。

北海海運

赤崁碼頭←→吉貝碼頭

後寮碼頭←→吉貝碼頭

東海海運

岐頭碼頭←→員貝碼頭

岐頭碼頭←→鳥嶼碼頭

南海海運

馬公←→望安←→七美

馬公←→將軍澳←→望安

馬公←→花嶼

馬公←→虎井

馬公←→桶盤

搭船地點

1. 馬公第三漁港碼頭（南海遊艇碼頭）

2. 赤崁遊艇碼頭

3. 後寮遊客中心

4. 岐頭遊客中心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以現場公告為主，請遊客出發前再次確認班次與時間。

北海

南海

東海

南方四島

南海一日遊：
行程A
馬公出發 ─【望安】─【虎井嶼】─【桶盤嶼】─ 返回馬公

行程B
馬公出發 ─【虎井嶼】─【桶盤嶼】（巡航或登島）─【七美】─ 返回馬公

行程C
馬公出發 ─【七美】（登島，用餐、岸上觀光）─【望安】（登島，岸上 
觀光）─ 返回馬公

行程D
馬公出發 ─ 望安搭船到將軍嶼 ─【望安】（登島、岸上觀光）─ 馬公

南海二日遊：
行程A
第一天：馬公出發 ─【七美】（登島，用餐、岸上觀光，住宿）

第二天：七美出發 ─【望安】（登島，用餐、岸上觀光）─ 返回馬公

行程B
第一天：馬公出發 ─望安搭船到【將軍嶼】（登島，岸上觀光）─【望安】

            （登島，岸上觀光，住宿）

第二天：望安 ─【七美】（登島，用餐，岸上觀光）─ 返回馬公

行程C
第一天：馬公出發 ─【望安】（登島，用餐，岸上觀光）─【將軍嶼】

            （登島，住宿）

第二天：將軍嶼 ─ 望安 ─【七美】（登島，用餐，岸上觀光）─ 返回馬公

灶籠（藍洞）

2014年(民國103年)被劃進國家公園，因而一炮而紅的南方四島 – 東吉嶼、

西吉嶼、東嶼坪、西嶼坪，靜靜躺在澎湖東南方海域。南方四島長期對外交

通不便，以往被歸列為「三級離島」，再加上遷村及人口外移，島上居民人

數少，公務人員比居民還多。

★島內現以保育生態為首要目標，部分衛生設施尚在建設中。欲前來旅遊的

遊客務必自行攜帶淨水，離島水資源可是相當珍貴的。

★小常識：澎湖離島多，可分為三個級別。

一級離島：馬公、湖西、白沙、西嶼、小門。

二級離島：虎井、桶盤、吉貝、鳥嶼、員貝、望安、七美。

三級離島：東吉嶼、花嶼、東嶼坪、西嶼坪、西吉等離島地區。

「三級離島」，也就是到了馬公本島（一級離島）後，

需搭船到望安島（二級離島）或將軍嶼，再雇船才能到達的這些離島。

★南方四島屬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管轄，旅行過程中請務必遵守國家公園法相關之規定。

北海二日遊：
行程A
第一天：赤崁或岐頭出發 ─【吉貝嶼】（登島，水上活動，岸上觀光，

            用餐，住宿）

第二天：吉貝出發 ─【姑婆嶼】（登島）─【險礁嶼】（登島，水上活動）─  
   返回赤崁或岐頭

行程B
第一天：赤崁出發 ─【吉貝嶼】或【鳥嶼】（登島旅遊，住宿）

第二天：【吉貝嶼】或【鳥嶼】出發 ─ 返回赤崁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提供

東海一日遊：
行程A：岐頭出發─【員貝嶼】（巡航，觀賞玄武岩景觀）─【雞善嶼】、

       【錠鉤嶼】、【白沙嶼】（巡航，賞鳥、觀賞地質景觀）─

       【鳥嶼】（登島、用餐）─ 潮間帶巡禮

行程B：赤崁出發─【雞善嶼】、【錠鉤嶼】、【員貝嶼】、【白沙嶼】

          （巡航，賞鳥、觀賞玄武岩景觀）─ 返港（漁村體驗）

行程C：岐頭出發─【員貝嶼】（登島看石筆、石硯）─ 岐頭

＊實際航程需視潮汐而定，也有業者提供釣魚、浮潛、漁村體驗等活動

澎湖內海一日遊：
馬公重光里出發─大倉（登島，體會漁人之家生活，亦可住宿）─ 返回馬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