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輕遊金門
百花齊放  爭奇鬥艷

秋天的金門，雲淡風輕，心也自由起來，跟著雲輕鬆行。

秋天，暑氣退去，在金門國家公園的中山林園區入口牌坊，

一叢叢的美麗花朵，攀爬的藤蔓，驚喜的將你的眼光吸引。那樣快

樂、開心的迤邐而上，每天在陽光升起的光影中，轉變著它的色

彩，「朝紅、午白、暮紫」有如神奇的魔術師，讓心跟著飛揚起來。

這美麗的花朵是使君子在這裡和大家結緣，有一種特別的昆蟲叫

長喙天蛾，會來吸食她的花蜜，她倒吊的花朵，原來吸引的不只

秋
文、 圖／陳秀竹

是眾人的目光，更重要的是長喙天蛾的拜訪，大

自然的奧秘，是這樣的迷人，於是總讓我的身影，

不自主追逐著花的腳步。它沒有翅膀，卻可以攀

爬而上，風為它傳送淡淡花香，陽光遍灑讓她的

色彩更艷麗，秋天裡，使君子展現多變的容顏。

轉個彎，金門國家公園的中山林行政中心前，

花圃裡復育金門原生種的野牡丹，開起碩大美麗

的花海，紫色的花瓣，在秋陽的揮灑下，有如一

朵朵雍容華貴的牡丹花，每天在上班前我都愛駐

足其間，欣賞她展現不同的迷人風情：或含苞待

放、或綻放招展，清香迎風傳送；或結果花叢間，

小小的一叢，展現豐富多變的自然生態。盛放的

花朵，可以仔細的觀賞到她特別的花絲，長而彎，

與一般的花不同。清晨，當陽光初昇，躍動的生

命酵素催促著蜂兒翻飛，野牡丹為了吸引蜜蜂前

來採花蜜，她特別演化出雄花蕊有不同的構造，

有著不同顏色，利用艷麗的色彩來引誘蜜蜂前來，

花絲上則有滿滿的花粉，尢其特別的是她的花絲

特別的長，就會吸引體型特大的蜜蜂前來。所以，

當我清晨特別早來到中山林，利用上班前先來訪

花，才有機會見證到勤做工的蜜蜂，「嗡嗡嗡，

嗡嗡嗡，大家一起勤做工，來匆匆，去匆匆，做

工興味濃，天暖花好不做工，將來哪裡好過冬？

嗡嗡嗡，嗡嗡嗡，別做懶惰蟲。」。 連臺北市長

柯 P(柯文哲 )每次受訪之後都要唱這首歌「大家

一起勤做工」，向蜜蜂學習這種勤奮工作的精神。

野牡丹美麗的花吸引大家的目光，是因為花

朵碩大，且顏色艷麗，她吸引蜜蜂主要也是因為

① 美麗的原生種植物「烏桕」

② 金門國家公園內的中山林

③ 朝紅、午白、暮紫的使君子

④ 雍容華貴的牡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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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艷麗色彩。她本身並沒有濃烈的香味，

完全以色彩取勝，所以不管是含苞、盛放，

都有不同的風韻，吸引大家的目光；即便是

花謝了之後，所結的果實也非常的特別，那

樣的外型有如以前傳統的盛米器「米甕」，

小一號的，非常的可愛，讓我愛不釋手拿著

相機一直拍不停，有著不同的蜂群或不知名

的小昆蟲，圍繞著野牡丹忙碌地飛上飛下，

在一日之始給我滿滿的力量，因為生命裡有

躍動的能量。

秋天，一次中午餐後走出餐廳，見草

地上艷麗的花瓣，舖滿綠色的草地，那樣讓

人驚艷！記起＜桃花源記＞裡的「落英繽

紛」，那樣在夢裡醉戀數十回，抬頭一望，

原來是高大的美人樹開

滿了一樹的鮮花。今日

驚見美人樹開花，圓了

我一個「落英繽紛」的

夢。美人樹的花，在陽

光裡益加美艷迷人！比桃紅再艷一些，深裂

的花辦有自己獨特的美麗，桃紅的花瓣，有

深紅的滾邊，充滿時尚的設計感，一朵朵綻

開在枝頭，彷彿巴黎街頭時尚的都會女子，

風韻獨具，在風中散發淡淡的馨香，迷倒眾

人的眼光，我就這樣在樹下醉倒。

秋天的金門，美麗的原生種植物「烏

桕」，在田野間展現不同的風情。烏桕在春

天披滿一身的嫩綠；夏天開滿一樹的穗花，

吸引了無數的蜂兒來採花蜜，陽光裡躍動著

生命力；秋，綠色的果實慢慢轉成黑色，成

熟時裂開則露出白色的油質果，不同的變化

展現大自然多樣的生命力；秋冬之際，在溫

差的變化中，烏桕翠綠的葉，在光影中，有

如害羞的女孩，腮上堆滿

紅雲，映照藍天的朵朵霞

光，迤邐一整個天空，美

得讓人嘖嘖稱奇。

飛羽停棲  驚艷國家公園

秋天的金門，飛鳥的生活，是值得分享

的，放慢腳步，慢慢觀賞鳥兒的快樂。

金門國家公園在園區內慈湖三角堡，

原是一處軍事防衛據點，如今活化再利用成

一處賞鳥景點，這裡連接著一片寬廣的潮間

帶，為冬天來的候鳥及過境鳥

提供了豐富的覓食環境，

成了賞鳥人最愛的熱門

景點。慈湖擁有多樣

的環境，森林、沼

澤、池塘、漁塭及

旱田間雜並陳，讓

不同鳥種有不同的

棲息空間與覓食環

境。秋、冬季節的鳥，

讓慈湖熱鬧起來，一如潮

間帶的浪花一樣的澎湃；常駐

金門的小白鷺，像是我生活中的好朋友，總

是悠閒的在潮間帶覓食，細長的涉水足，每

當一舉步，才驚見牠腳上如著了鵝黃的襪子

般，在流動的海水間，讓人驚艷！一旁冬候

鳥龐大家族 -鷸鴴科水鳥，有些先頭部隊已

早早來到金門的海邊，快樂享受島嶼美好的

生活，用牠那敏銳的嘴喙，在潮間帶的礫石

間努力的翻動，也許是小石子、也

許是淺泥或沙中，總有些如

招潮蟹、貝類等生物吸

引著牠們，是一種挑

戰，更是一種多樣的

生活滋味。

 再走到慈湖

三角堡，這裡的海

邊原來是一片地雷

區，在金門曾是戰地的

角色時，戍守著這一片海

洋。如今戰爭已遠，兩岸透過

小三通有了頻繁的往來，雷區排除後，

5 6

7

8

⑤ 桃紅花瓣的美人樹

⑥ 鷸科水鳥在潮間帶翻動礫石覓食

⑦ 金門國家公園營造夏候鳥栗喉蜂虎的營巢地

⑧ 小白鷺抬起細長的腳悠然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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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復育了一片美麗的待宵花，吸引了許多

蝴蝶、蜻蜓及蛾類來覓食，金門國家公園則

在這裡營造了夏候鳥栗喉蜂虎的營巢地，今

年繁殖生態十分的精彩，常常吸引賞鳥的人

潮來此駐足欣賞。

栗喉蜂虎是一種羽色十分繽紛的鳥，

特別的是牠都用嘴喙來挖洞築巢，孵育小寶

寶，晚上則夜棲在另一處森林茂密的地方。

牠覓食的技巧十分的高超，當蝴蝶或蜻蜓在

空中飛，牠就能精巧神準在空中捕捉到牠

們，讓人佩服 !每年 3月底 4月初來金門繁

殖，9月底 10月初回到南洋一帶過冬。這

種鳥類不僅美麗，而且生態獨特，比如會有

合作生殖的情形，一對親鳥在繁殖期間會有

小幫手來協助孵育，有研究人員用心的進行

研究，為我們揭開牠們的神秘生活。牠的天

敵如蛇類、老鼠，會來獵食牠的蛋或寶寶

哦！為了防範天敵，栗喉蜂虎銜了食物之

後，通常不會立即進洞，會先停棲附近突出

的樹枝，如斥候般觀察之後，再進洞。咬到

的食物如蟬、金龜子等，也會先把昆蟲摔昏

之後，再送進洞餵食，可見大自然的生活有

時是十分嚴峻的考驗，要面對各種艱辛的挑

戰。

金門島東的山外太湖，是一處旅人捨

不得錯過的行旅勝地，湖水在秋風的懷裡盪

漾，湖畔垂柳依依，風像溫柔的姑娘般輕拂

著垂柳。遠處是金門有名的太武山，山影疊

翠、雲霧流動，與湖水相映成趣，一隻夜鷺

猶如一位智者，獨自停棲樹上，讓我有機會

捕捉到牠悠然的身影，有諺語是這樣說的：

「暗光鳥飛上山，棕蓑拿來披；暗光鳥飛落

海，棕蓑拿來掛。」，往海的方向飛表示天

氣好轉的意思，說明夜鷺的生活可以幫忙判

斷天氣的變化，根據金門縣政府出版《觀鳥

金門 -金門賞鳥指南》一書指出：夜鷺俗稱

「暗光鳥」，主要在夜間活動，以魚蝦、兩

棲類為食，喜歡靜悄悄佇立在湖邊、池塘邊

或溪流邊，等候獵物出現。

夜鷺，聽風唱歌，觀陽光

輕舞，牠彷彿沉醉在其中，但

牠真正關心的是湖中的游魚，

魚兒快樂的在湖裡悠遊，自由自在：魚兒魚

兒水中游，游來游去樂逍遙。湖畔水草間，

淺淺的沙洲水邊，小白鷺細長的腳輕輕的抬

起，一步一步的邁著，湖畔豐美的水草，小

小魚兒快樂悠游，小白鷺悠然的覓食，快樂

在太湖畔盪漾。

金門獨特而迷人的留鳥「戴勝」，在金

門的草地上，你只要稍加留意，很容易與牠

相遇，我在古崗樓、莒光樓、

金城海濱公園、林務所、金門

文化園區、山后民俗文化村前

的草地，都曾經觀察到戴勝認

⑨ 夜鷺俗稱「暗光鳥」，主要在夜
間活動

⑩ 在金門有機會觀察到小群的戴勝
(張國樑攝影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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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田野調查，利用紅外線自動照相機，在野

外觀察到水獺吃魚，牠一定要吃活魚，要最

新鮮，可見這裡的環境好，才能讓牠吃到活

蹦亂跳的魚兒，太湖畔是牠快樂的生活工

場。水獺是夜行性的動物，如果要觀察牠的

生活，必須利用夜間來等待，但我們也可以

在附近觀察牠的腳印，或是牠的排遺，了解

牠的生活。之前在古寧頭林厝曾有 2隻小

水獺，因為工程的關係，水獺媽媽棄巢，這

兩隻寶寶由金門國家公園送到臺北動物園委

由專業人員照顧，後經網路票選之後命名為

「大金、小金」，目前在臺北生活，水獺在

工作人員的照顧下，已經學會游泳、覓食，

會捕捉園區提供的魚，受到許多遊客的喜

歡。

烈嶼陵水湖也是一處不容錯過的賞景、

賞鳥的絕佳去處。這裡花木扶疏、水草豐

美，秋風輕輕吹起，搖曳著湖畔的林木，陽

光裡飛鳥與水影共舞，美得讓人屏息，這是

一種多麼讓人感動的幸福。湖光秋色、粼粼

波光瀲艷，風怡然吹起，樹上的葉不經意

間飛落，天涼好個秋。秋高氣爽的季節，守

著陵水湖，湖畔蘆葦隨風飄動，不時驚起飛

羽臨空，為寂靜的天空，增添一些熱鬧的景

象。在這美麗的湖邊，時光像走累了的旅

人，放慢了腳步，是一朵朵的雲彩牽絆了時

光的腳步，還是飛羽翩翩舞動了時光的心

眼，沈緬在這美好的環境裡，斜陽與秋風在

湖的轉角處相遇，疊錯的枝椏中，飛鳥自在

的享受微涼的風。

秋天的陵水湖美得有如一幅畫，藍天白

雲，鳥自在悠然生活，林木清翠，彷若走入

「桃花源」，時間靜止，清新的空氣自然的

流動，美好環境，讓人讚嘆！

鳥棲息樹上沉思，湖畔的風低低細訴，

說著旅人遠方的故事，鳥遐想著遠方？多

遠？我來自遠方，湖水如時光般停住，卻牽

動著牠的思念，遠方的家鄉，水草是否一樣

的豐美？

金門島嶼雖小，但海岸多樣，泥灘地、

沙灘或岩岸，各有不同的生態；湖泊則有不

同的風貌。因此，從島西走到島東，一路上

欣賞雲彩與藍天的變化，不同的植物，在秋

天展露多樣的風情，還可在風中追逐著展翅

的飛羽。金門的風趣，是這樣的自然與迷

人，與鳥追逐，一窺鳥兒自在的生活，生物

各有不同的環境要挑戰，讓我在欣賞之餘，

也自由羅織大自然生物的一個個生命故事。

雲淡風輕，各位！是一個奔向田野的好季

節。

真殷勤覓食的身影，自然的被吸引。這個季

節進入金門國家公園的傳統聚落，如水頭、

珠山、歐厝、瓊林、古寧頭、山后都很容易

可以觀察到戴勝，有時候會有機會觀察到小

群的戴勝，根據鳥類專家劉小如教授的研究

調查，戴勝在金門是留鳥，但也有一些是屬

於秋過境的鳥類，所以喜歡觀察的鳥友，秋

天來金門肯定會收穫滿行囊。

保育類野生動物現身金門

金門美好的環境，讓飛鳥在秋冬時節，

歡喜來金門作客，在太湖這裡生活的，還有

一種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歐亞水獺。

水獺，這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是食物鏈中

最高層的消費者，一旦水域受到污染，牠們

是最敏感的，也是最先消失的物種，因此是

水域環境優劣的指標。只要水域的魚蝦受到

污染，牠馬上會受害，全世界的水獺都受到

很大的威脅，目前只有金門的水獺仍有一些

好的生活空間；但是金門隨著開發緊迫的腳

步，環境受到很大的影響，因此，這樣的環

境需要大家一起來維護。

水獺，對食物的要求非常的高，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臺灣大學李玲玲教授進

⑪ 花木扶疏、水草豐美的烈嶼陵水湖

⑫ 保育類水獺是食物鏈中最高層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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