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抵達金山萬里

金山萬里六大主題小旅行

金山老街區、金山老市場、金山賞海 景 、

金山藝文巡禮、萬里賞奇景、金山萬里溫
泉泡湯趣

從台中、高雄等地區前往，可搭乘高鐵或台鐵至台北車站，再轉乘客運
前往。利用台北捷運則可至台北車站、淡水信義線的淡水站或市政府
站，再轉乘客運前往。
台灣高鐵 www.thsrc.com.tw 台灣鐵路管理局 www.railway.gov.tw
台北捷運公司 www.trtc.com.tw

大眾運輸

客運

● 自國光客運(台北車站)、市府轉運站(台北捷運市政府站)搭乘往金山
的國光客運1815，於沿途景點各站下車。

金山老街區

門洞

美術館
園)

8 中角

老街上 的慈 護 宮 有 2 百年

金包 里老街不止 建 築精彩，在地特產小吃更 是風 味獨

了凱達格蘭金包里社族人之外，越來越多福建漳州人和廣

歷 史，在 地 金 山 人 稱「大

具。位在博愛中藥鋪門口的手工粉圓，是在地人推薦的私

東客家人來到此地屯墾，漢人市街與街屋建築逐漸成形。

廟」，廟 宇內外精雕 細 琢 的

房好料。附近的餅舖和阿玉蔴

位於鴨肉攤斜對面的花生糖，也是門庭若市的伴手禮。

現在的金包里建築街景已採閩南式建築樣式重建，一般

藝術表現值得細賞。大殿呈

稱之為台灣傳統長型連棟式店鋪住宅，並引入歐美建築風

八角狀的龍柱為清朝同治時

產與小吃，以及金山在地最動人的風俗民情。

格，譬如集中在金包里溪以南前段的拱形磚砌長廊，即為

期的工藝極品，頗為稀有。

2 大崛 ( 淺水灣 )

4 北觀風景區管理處 ( 白沙灣 )

沒吃過地瓜等於沒來過金山。如果想買新鮮地瓜，就往金

屋，為老街上最具代表性的巴洛克建築，以立面前廊紅磚砌

媽。二媽曾經在海中漂流，因

山物產走。除了整顆地瓜，藷童瑤開發的各式地瓜口味糕

成的拱形構造最為獨特。

緣際會來到野柳海 邊被發

餅，同樣美味又健康。

●博愛中藥鋪：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26號

現，因為神像只有八吋大，為了要與大媽大小一樣，信徒們

6 富貴角燈塔 ( 老梅綠石槽 )

9 基督教平安園

12 金山區公所 ( 老街 )

14 加投里 ( 溫泉區 )

10 筠園

遶境至野柳「回娘家」作客，也成了金山、石門和萬里間重

5 富基

要的慶典活動。

7 石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16號

11 朱銘

13 金山遊客中心 ( 獅頭山公

金山廣安宮．金包里鴨肉ㄜˋ

15 野柳地質公園（野柳海洋世界）

金包里老街於清代街市成形之後，來此屯墾的漳州人請
來開漳聖王的信仰，主祀開漳聖王的聚星堂，被公認為台
灣年代久遠的開漳聖王古廟之一。

陳記鮮蚵豆腐之家

聚星堂於光復後更名為「廣安宮」。而名聞遐邇的「金包

summer14

www.northguan-nsa.gov.tw

里鴨肉ㄜˋ」，原本是在廣安宮設攤賣麵與鴨肉，生意日漸

地址：新北市石門區德茂里下員坑33-6號
電話：02-8635-5100
開放時間：09:00-17:00（5-9月延長至18:00）

●新北市金山區金

興隆後，才擴增至附近老街上的店面。
包里街104號

金山遊客中心

式各樣的餐廳小攤或生活用品店，建議從民生路端的

鬧的老街商圈。老街上除了美味小食與小攤，更保留了
巴洛克建築與特色廟宇文化，實為滿足五感的豐富散

地址：新北市萬里區港東路167-1號
電話：02-2492-2016
開放時間：09:00-17:00（5-9月延長至18:00）

步行旅。

旅遊建議

是北海岸最獨特的夢幻自然景觀。

金包里老街以民生路和中正路段最為熱鬧，聚集了各

山路回到金包里慈護宮，剛好漫步一圈，完整探索熱

121排骨麵泡菜麵

野柳遊客中心

金山萬里的溫泉開發甚早，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府在

旅遊建議

慈護宮開始走訪，順行深入老街巷弄，再轉中正路與中

地址：新北市金山區磺港路171-2號
電話：02-2498-8980
開放時間：09:00-17:00（5-9月延長至18:00）

厚的天然泉水與地熱景觀，「泡溫泉，賞海景」

製作的地瓜冰淇淋。地瓜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金山特產，

慈護宮媽祖又分大媽與二

白沙灣遊客中心

金山萬里溫泉屬於大屯山地熱帶，有著得天獨

另一項遊客的最愛就是老街上的冰城店家，以新鮮地瓜

一例。僅存建於清光緒 27年的博愛中藥鋪巴洛克式紅磚街

3 三芝遊客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金山萬里泡湯趣

的老店。而

遂集資雕作一尊大型媽祖神像，將八吋媽藏身其中，這就是

購票資訊：使用悠遊卡或車上購買一日券（購票當日內不限次數上下車）
台灣好行：www.taiwantrip.com.tw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02-8635-5100

廣告

，則是專賣蔴

「媽中媽」的由來。其後，二媽每年農曆四月十六日從金山

1 淡水捷運站 (2 號出口 )

漁港 ( 石門婚紗廣場 )

老街上必嚐風味美食

金包里老街約形成於清雍正年間，始於1723 年。其時，除

下，保存了融和閩南與巴洛克風格的建築、精采的在地特

國光客運：0800-010-138 www.kingbus.com.tw
基隆客運：0800-588-010、02-2433-6111 www.kl-bus.com.tw
淡水客運：0800-002-277 www.csgroup-bus.com.tw

中心 ( 名人文物館 )

金包里慈護宮

金包里老街形成於清雍正年間，百年來在慈護宮媽祖庇蔭

● 自基隆火車站旁搭乘基隆客運或淡水客運862；淡水捷運站前(2號出
口)搭乘基隆客運或淡水客運862、863於沿途景點各站下車。

皇冠北海岸線

金包里老街屋

金山老市場

滿載海鮮漁獲與蔬菜鮮果的金山老菜市場，展現出在地蓬勃而
旺盛的生命力，是深入探尋庶民味道的好所在，也是感受熱鬧生

舊市場傳統好味×新市場生鮮海味

金山三寶 芋頭．地瓜．茭白筍

天光未明的市場內，幾盞通亮的日光燈指引路人往前行。

走入金山市場，怎能不認識金山三寶！金山三寶分別為

公共溫泉浴室，而溫泉旅店大多集中在台二線周邊，各

市場豆漿店人進人出， 有人煎蛋餅，有人包飯糰，還有人炸

產季8至10月出產的地瓜、10至11月的茭白筍和8至11月的跳

自以精緻獨特的裝潢風格吸引不同喜好的泡湯客，美

油條，這間在市場內經營了五、六十年的豆漿店，是許多金

石芋頭。秋天造訪，剛好可以遇上金山三寶同時出現在市

食、美景與美湯一應俱全。

山人早餐的第一選擇。

場的熱鬧景況。

此建立了溫泉招待所，因此當地有著不少歷史悠久的

活脈動與濃厚人情味的老市集。

穿過豆漿店，進入舊市場的核心，迎面而來的是一攤接

金山地瓜名聞遐邇，茭白筍則為北海岸知名農特產品，

一攤的豬肉攤，跟旁邊不起眼的雜貨店，據說都已有七、

金山是重要產地之一，許多在地小農現採茭白筍，綁成一

八十年的歷史。舊市場販售的食材相當多樣，豬肉攤後方還

把一把帶到市場販售，為金山市場秋季 最閃亮的蔬 菜主

有一攤專賣東南亞食材的菜販。繼續往前，相隔幾步路遇上

角。至於芋頭，由於產量不如地瓜和茭白筍，在市場相遇的

賣豆腐的阿姨，竹簍上的豆腐真材實料，濃醇豆漿更是豆

機率相對較低；但是，只要嚐過的人就知道，跳石芋頭的美

香四溢。

味，實不亞於地瓜和茭白筍。

相較於舊市場的傳統食材與熟食，新市場的攤商則以海
鮮與加工食品為主，有許多從漁港進貨、專賣海鮮的店家。
造訪時節若在秋天的 9、10月，必會看見從磺港漁港送過來
的肥美丁香魚。
除了鑽入市場內尋寶，市場外圍更有許多在地小農和小魚
販在此擺攤。魚販們多從附近的富基、水尾、磺港、野柳等

公有零售舊市場×中山路上新市場
金山市場的位置就在知名的金山鴨肉旁，緊臨廣安宮。

漁港帶來各式海鮮，小農們則固定帶來自己種的當季作物，
像是金山三寶的芋頭、地瓜和茭白筍，皆可於產季時節在這
裡買到。

這一帶也是金山最熱鬧的區塊，市場又分為舊市場與新市

金山溫泉×萬里加投溫泉
北海岸上最大的溫泉區，絕對非金山區莫屬。金山的溫
泉，大都是硫磺泉，在凱達格蘭族的時代，這裡便出產硫
磺，直到今天，金山區還可以見到多處古老的採硫場，著名
的四磺坪與

子坪，都是產量相當大的硫磺礦區。萬里溫

泉和陽明山溫泉同屬一脈，均屬於大屯火山群，泉質卻可
分為中性碳酸泉、酸性硫磺泉、鹼性硫磺泉及白磺泉，最早
被發現溫泉的地方為加投社，只是這個和金山市街緊緊相
鄰的溫泉區，卻隸屬於萬里區管轄，因此它成了萬里加投
溫泉，但外地人還是常誤認為是金山溫泉的一部份。

場，舊市場建於日治時期，直到1950、1960 年代，舊市場旁
才又擴增了新市場。
舊市場的入口位於金包里老街上，範圍大約從福德街開

旅遊建議

始，全名為「金山區公有零售市場」，舊市場內有不少開業
已久的老店，像以賣蘿蔔糕、米點心聞名的富品家、專售各
式魚漿製品的阿郎甜不辣，以及手工香腸的長榮肉舖，不
僅在地人購買，也有不少觀光客專程前來採購。
新市場的出入口在中山路上，靠近通往金山鴨肉的巷子
旁，招牌十分明顯，底下是一處歷史頗為悠久的水果攤，因
此對面的信義路，也被取了一個與此間水果攤甚有淵源的
別稱「西瓜巷」。

位在金包里老街和中山路之間的金山市場，人潮自早
上六、七點開始便逐漸湧現。市場內以漁貨最為豐富
多元，鄰近漁港如磺港、水尾、富基、野柳等，提供新鮮
海產的來源；青蔬亦相當多樣，例如金山三寶 地瓜、芋
頭、茭白筍，許多是來自在地小農自耕的新鮮作物。除
了琳瑯滿目的生鮮食材，走逛一回也能感受到滿滿的
人情味。

獅頭山公園

金山賞海景

水尾漁港．水尾景觀公園

獅頭山長期

獅頭山另一

在軍事管制的

側的水尾漁港

保 護 下，生 態

和水尾景觀公

以磺港漁港為起點的這條賞景路線，囊括了金山最精華

資源完整豐

園，位 於 金 包

的海景、生態保存完整的獅頭山公園、與鄭成功淵源深

富，林 相 多

里溪和員潭溪

遠的承天宮，集美景與古蹟於一身。

元；近 年更 因

交 匯 出 海 處，

復 育 有 成，不

風 景 迷 人 外，

同 季 節 時，還

更有海鮮餐廳

可在步道上偶遇台灣百合或金花石蒜怒放美景。

林立。水尾景觀公園設有漂流木裝置藝術，一艘漂流木帆船

中正亭附近的復育區可觀賞到北海岸秋季開花的原生物

引人遙想當年金包里溪仍可航行的年代。從金山岬西側的

種──金花石蒜，大約9至10月開花，「見花不見葉，見葉不

磺港，跨過獅頭山來到水尾漁港，品嚐一頓美味海鮮大餐，

見花」為其最明顯的生態特色。春天，則是遇見台灣百合的

不必翻山越嶺辛苦跋涉古道，美景與美食全都可以輕鬆又

最佳時機，山崖上綻放素雅清香的雪白花朵，是獅頭山上

滿足地收進旅行記憶的口袋中。

另一幅生態美景。另外，由於此地為沿海地帶，海岸植物
更是多樣。
來到步道盡頭，因板塊運動與自然侵蝕力量雕塑而成的
知名景觀「燭台雙嶼」矗立眼前；六百萬年前，被推擠出海
面的沉積岩歷經風吹雨打和海浪沖刷，宛若人工雕琢的藝
術品般聳立於海中央，展現出令人驚異的地質之美。

磺港．魚路古道

承天宮
磺港的承天宮是村中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寺廟各個立面
圖騰雕工精細，展現出精湛的廟宇工藝，背後還有個傳奇

有硫磺成分而得

●新北市金山區磺港路161號

貨，便 順 著魚 路古 道 翻 山 越 嶺，挑 到 士林 等 地一 帶 販
售。

展覽區為朱銘美術館最耀眼的特色，太極廣場與人間廣場

為國姓爺延平郡王。

節義故事或吉祥祝福字語。

下貨之後，會先 於一旁的漁市叫賣，剩下賣不出去的魚

有偌大場地，雖名為美術館，實則更像一處藝術公園。戶外

聞海邊有個神像頭顱，遂請人取回安奉，後經查察才定名

區的磺溪，也因含

磺港同時也是魚路古道起點。日治時期，漁船在磺港

藝術家與思想家來此闢建夢想寶地。山上的朱銘美術館擁

著大水，漂洋過海來到金山。一直到1955 年，磺港村民聽

石刻工藝最為吸睛。宮廟內外每一件浮雕作品皆隱含忠孝

以「金山磺火」名聞遐邇。

濱海的美景與山城的氛圍，吸引的不僅是觀光客，更有

故事。據傳當年大陸南安發生水災，有個木作神像頭顱隨

藏豐沛，流經 金山

後點火引燃，利用強光和青麟魚趨光的特性來捕魚，讓磺港

野柳地質公園

的金山舊機場遺址。

金山地區規模僅次於慈護宮的廟宇，尤其是以精采豐富的

源，創造獨特的「蹦火仔」捕魚法，將俗稱電火石的磺石泡水

回野柳娘家，都是極其珍貴的地方文化資產。

金山首富所建的李芑豐古厝，以及曾經作為日軍臨時機場

屯火山麓，硫磺礦

悠久的百年漁港；早年這裡的漁民利用在地豐富的硫磺資

動如萬里保安宮元宵節時的神明淨港、金山慈護宮農曆四月時的媽祖

了知名藝文景點法鼓山、朱銘美術館、筠園，還可走訪昔日

承天宮因其庇蔭磺港漁民出海平安並漁獲豐收，故成為

口的磺港，是歷史

萬里賞奇景

金山海岸沿線不僅觀海咖啡店林立，轉個彎深入山區，除

金山由於緊依大

名。位 於磺溪出海

萬里地區除了北海岸知名度最高、遊客人潮最多的野柳風景區，民俗活

金山藝文巡禮

這兩區的戶外雕塑作品，經常出現在遊客拍下的紀念照中。
人間廣場位於本館前的雕塑人像隊伍，不少遊客也會一起
排隊拍照，宛若另類的開放即興創作區。
附近的筠園，即歌手鄧麗君長眠之所，經過巧心安排，成
為金山地區一處藝文味瀰漫的知名景點，歌迷從世界各地
湧來，魅力無遠弗屆。入口處一座巨型鋼琴，非僅是展示
品，站上琴鍵踩踏還會發出樂音呢！

旅遊建議
以金山岬的獅頭山公園為路線範圍，循著公園內步道

●朱銘美術館

緩緩前行，沿途綠意盎然、林相豐富，還能看到過往軍
事基地遺留下來的碉堡與坑洞等設施，步道終點是觀
賞知名地景「燭台雙嶼」的絕佳地點。磺港魚港與水

中角灣遊客中心

尾漁港則分別位在金山岬兩側，磺港以傳統捕魚法而

田中芳園

聞名，同時也是魚路古道的起點。水尾漁港的景致相

中角灣國際衝浪基地

尾泛月」。

與山海相伴的咖啡館

萬里保安宮
野柳地區的三座廟宇，是為主祀開漳聖王的保安宮、主祀

金山市區以北的海岸線風景宜人，位於較北端的跳石海

周倉將軍的仁和宮、以及奉祀媽祖的朝天宮，其中，又以保安

岸，更為賞海景的最佳地點。跳石海岸不少民戶經常需下

宮的開漳聖王與充滿傳奇色彩的神明淨港活動，淵源最深。

海捕魚或採拾海菜，因上下岸時必須順著岸邊的大石頭一

保安宮創建於清朝嘉慶年間，約有一百多年歷史，創立的起

跳一跳地移動，才有「跳石」這樣的地名產生。

源帶有濃厚神奇色彩。據傳，當時一艘空

中角灣是這條海岸線上的另一處知名景點，也是北海岸

映入眼簾，但一直要到進入野柳地質公園，真正的重頭戲才算

無一人的大帆船漂流到野柳附近，船上只

熱門的衝浪勝地，許多衝浪店應運而生。海岸線風景迷人，

登場，精彩的海蝕地形景觀讓人嘆為觀止，除了最具代表的女

有福杉木數十根、兩大塊方形青斗石，以及

當然少不了咖啡店的存在。跳石附近有兩間咖啡店相當受歡

王頭，其他如渾然天成的蠟燭台、冰淇淋、仙女鞋等，各式奇

一尊神像。後來居民們利用船上的木材、青

迎，一間是靠海邊的「洋荳子」，一間是山腳下的「無名咖啡

幻造型不一而足。野柳一帶有野柳漁港、東澳漁港和龜吼漁

斗石與在地咾咕石，建造一座簡樸的廟宇

店」，歡迎每一位客人來到此，享受單純的咖啡與海景時光。

港，漁獲豐富，而海鮮餐廳更是漁港周邊不可或缺的美景。其

來供奉這座神像，以保佑漁民們出海平安，

台二 線沿路的行動咖啡店是另一幅悠閒的公路人文風

中亦不乏經營二十多年的老字號，以簡樸的料理方式烹調出

漁獲豐收。

●野柳地質公園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港東路167-1 號 ▪02-2492-2016
▪8:00-17:00

景，35公里、38至 39 公里處。大約下午兩、三點左右，一輛輛

目前，保安宮年度盛事包括元宵節神明

咖啡車停靠在公路邊準備就緒，桌椅一字排開面向大海，咖

淨港、農 曆二月十五日開 漳 聖 王 聖 誕 千

啡機啟動，客人們陸續入座，點一杯飲料，任意地大方擁抱

秋、以及農曆十月初十的謝平安祭典；其

開闊海景。

中，又以每年農曆元月十五日元宵節神明
淨港活動，為野柳地區最具地方色彩的宗
教活動。
●新北市萬里區港東路69號

野柳神明淨港文化祭
神明淨港這一項百年傳統活動，已於2008年列為國家文化
資產，活動過程相當繁複；元宵節當天一早，活動正式開鑼，
旅遊建議
來萬里的第一首選當然是野柳地質公園，讓人嘆為觀止
的海蝕地形景觀，是北海岸上最珍貴的地質教室，鄰近
還有野柳海洋世界可以一併造訪，適合親子同遊。野柳
一帶有許多漁港，漁獲豐富，各家海鮮餐廳更在水族箱
中擺放著活跳跳的魚蝦貝類，吸引饕客上門，不妨在欣
賞美景之後，把握機會大啖鮮美海味！

神轎演淨與炸轎、民俗陣頭表演、祈福儀式、淨海巡洋、漁獲
滿艙、神明淨港、神明過火、神明繞境等儀式逐一進行，其
中，又以「淨海巡洋」和「神明淨港」兩大儀式最受大眾矚
目。在淨海巡洋的儀式中，神明搭上漁船船隊、出海巡視附
近海域，陣式壯觀。在神明淨港儀式中，則會見到年輕勇士
們抬著神轎助跑約20 公尺後，與神轎一起躍入冰冷刺骨的
大海中，為文化祭的另一波高潮。

徐簡麟 提供

新北市金山區西勢湖2 號
▪02-2498-9940
▪5-10月10: 00-18: 00
11-4月10: 00-17: 00，週一休館
▪www.juming.org.tw

●筠園

新北市金山區西湖里西勢湖18號
▪02-2498-5900
▪08:00-17:00

當優美，入夜時分來此有機會見到金山八景之一的「水

疾行台二線上，轉進野柳方向，沿岸的海蝕地形開始逐一

最鮮美的滋味，讓人一吃上癮。

朱銘美術館．
鄧麗君紀念公園（筠園）

旅遊建議
收藏了當代大師作品的朱銘美術館，以及適合沉澱心
靈的宗教聖地法鼓山，都是讓人內心平和的人文景
點。想要享受咖啡與海景的絕妙搭配，可以選擇台二
線上跳石海岸和中角灣一帶的咖啡館，或是海濱公路
旁的行動咖啡。建議可以上午前往朱銘美術館或法鼓
山，午後再到咖啡館享用下午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