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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白沙鄉大倉社區發展協會 

「第一屆石斑魚季」品嚐會活動 

          成   果    報    告 

●【   前   言   】 

 從小在偏遠的大倉村落長大，從早到晚與石斑魚為伍，不
但三餐都靠吃石斑魚長大，而且也靠補撈野生石斑魚之魚獲
出售來籌措學費，使筆者能順利從小學讀到大專畢業學歷，
所以和「石斑魚」結下不解之緣；因此，目前除了首創「第
一屆石斑魚季」外，未來更計畫在有生之年能推動在大倉島
上成立「澎湖石斑漁業文化主題館」，讓一些有關石斑魚文
化資源能在大倉島上永續傳承下去。 

 

● 4 月 20 日各界貴賓踴躍應邀參與，一時間賀客盈門，讓
主辦單位甚感振奮不已。 

 

●縣府暨白沙所、會為「第一屆石斑魚季」加油打氣 



 

●4 月 20 日白沙鄉莊鄉長美李親主持「第一屆石斑魚季品嚐
會」，贏得在場民眾熱烈掌聲。 

 

● 4 月 20 日縣府特由蘇文章秘書代表陳縣長專程抵達活動 
現場加油打氣，贏得在場民眾熱烈掌聲。 
白沙鄉各界為表達對大倉社區發展協會舉辦該活動的高

度肯定與支持，當天特由鄉長莊美李帶隊前來品嚐會現場加
油打氣，再一次展現白沙鄉親大團結，也讓大倉社區備感光
榮，他們深信唯有自助，才能獲得人助及天助的人生哲理。 
 大倉村在白沙所有村落中屬於弱勢村落，但是他們人窮志
不窮，不斷力爭上游，除了先前積極爭取「大倉觀光文化園



區」在大倉設立，獲得白沙所、會大力支持與協助外，未來
期盼能再繼續爭取透過各種訓練，全村居民都能學得一技之
長，以迎接「大倉國際島」新時代的來臨與挑戰。 

 

● 4 月 20 日鄉籍縣議員魏長源專程抵達活動會場，並致詞 
勉勵全力推動休閒漁業，每年吸引更多觀光人潮。 

 

●地方媒體加入行銷行列大幅報導「第一屆石斑魚季」 

「第一屆石斑魚季」品嚐會中，特別舉辦媒體記者推介
會，將澎湖所出產的石斑魚透過新聞報導行銷至國內、外各
個角落。 
說到石斑，80 年代的它，可謂是相當高級的經濟魚類，宴

客的餐桌上有這麼一道石斑料理，那可是主人有面子，客人
有裡子，賓主皆歡喜。而漸漸在人工繁養殖成功後，石斑魚
身價雖較為下滑，但仍名列高經濟價值之養殖魚類中，屬鮨
科的野生石斑，分佈於世界各暖水海域沿岸，性喜棲息於沿
岸礁岩、珊瑚礁岩的縫隙處，白天隱藏於岩穴內，夜間則利
用嗅覺外出掠食，性極兇殘，故有「海中巖窟王」之稱，民
國 65 年，高雄縣永安鄉新港村漁民從澎湖引進三千尾魚苗
試養成功後，開始有信心大量養殖，起初魚苗都來自澎湖，
接著本省沿岸也開始捕撈魚苗，由於需求量大增，魚苗供不
應求，甚而遠從東南亞進口石斑魚苗養殖，當時的盛況曾造



成養殖石斑魚價格高達一斤四百元，而後在台灣人工孵化養
殖技術不斷進步中，目前的石斑魚養殖不但能自給自足，還
可外銷中國大陸與香港。 

 

 
● 4 月 20 日應邀出席參與的媒體記者約 20 餘位，而且佔據

了各媒體重要版面，成功行銷「第一屆石斑魚季」。 

 

●大倉社區 4 月推「第一屆石斑魚季」屬澎湖創舉 

 走出「大倉觀光文化園區停建」陰霾，自己家鄉自己救， 
澎湖縣觀光發展研究會暨澎湖國際化推動聯盟，此次特別為 
大倉社區規劃「第一屆石斑魚季」，讓社區居民找回自我， 
勇敢迎向未來，後續活動將不斷推出。 
 由於受到「大倉觀光文化園區停建」衝擊，社區居民對未 
來何去何從甚感徬徨不已，為建立大家的信心與毅力，觀研 
會暨該聯盟特選定 2015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當天，首度舉辦 
「第一屆石斑魚季」，期盼藉此讓國人瞭解石斑魚文化在澎 
湖漁業發展史上所應有的地位。 
 澎湖玳瑁石斑魚為澎湖沿岸常見之魚種，由於澎湖海域岩 
石區及珊瑚礁區海域發達，故成為澎湖玳瑁石斑魚最適宜的 
生產區。由於澎湖玳瑁石斑魚的肉質細膩可口，更兼產量 



豐富，就成為百年來澎湖人餐桌上的最愛，煎、烤、紅燒、 
清蒸、煮湯各種不同的烹調方法，都可以展現石斑魚的美 
味，是來澎湖必嚐的一道美食，代表了道地的澎湖味。 

 

● 4 月 20 日白沙鄉莊鄉長為感謝各界盛情參與，當天特別逐
桌敬酒，充分表達感謝之意。 

 尤其大倉海域更是野生石斑魚的最佳棲息場地，所以由大 
倉社區推動首創舉辦「第一屆石斑魚季」，使澎湖的石斑魚 
能打出名號，實更具有特殊意義。 

 

●第一屆石斑魚季推出「石斑魚六吃美食料理饗宴」 

 第一屆石斑魚季，係採用大倉島上所捕獲的石斑魚，經過 
餐廳精心料理後，推出「石斑魚大餐美食料理饗宴」，總計 
有 6 道石斑魚美食料理。 
為了推廣、促銷白沙鄉石斑魚，白沙鄉公所、白沙鄉代表 

會特風光的舉辦了「第一屆石斑魚季」活動，邀請各界代表
約 145 人，展開了一場石斑魚六吃的辦桌盛宴，菜色設計及
料理係由縣內嘉華飯店海域餐廳主廚針對石斑魚特色而
做，包括（具有澎湖本土味的蠔油蔥絲石斑、酸瓜石斑、翡
翠芙蓉石斑魚餃、宮保石斑、糖醋石斑、竹筍石斑魚湯）等
六道香噴噴的石斑海鮮佳餚，各地應邀而來的一百多位賓
客，大快朵頤，大口品嚐之餘，莫不對石斑魚的美味嘖嘖稱
讚，印象深刻，而宴後許多人不禁有不知何處可以買到石斑



魚之苦。 
據了解，小小的澎湖石斑魚養殖，目前 1分地約可產出 8000

公斤,目前在澎湖每年有成魚 30 萬尾的產值，6 萬尾是澎湖
在地居民使用，24 萬尾銷往台灣及大陸，加上嚴格的檢驗，
平均每三個月檢查一次，就是說一尾石斑成長期間共計要健
檢 6 次，都使得澎湖石斑在市場上能贏得好名聲。目前澎湖
石斑已經能有石斑冷藏供貨給台灣的大盤商鋪貨到餐廳，也
能冷凍宅配給民眾,都使得民眾可以大啖肥美澎湖石斑。 

 
●4 月 20 日由嘉華飯店海域餐廳主廚設計出石斑魚六吃大
餐，讓到場參與的貴賓皆讚不絕口。 

 

●澎湖內海之珠－大倉嶼是台灣最具有特色的海灣 

澎湖內海之珠－大倉嶼，值得尋幽訪勝休閒漁業活動有意
思，二十四小時變化隨潮水起落，是台灣地區最具有特色的
海灣。 
大倉島地勢北高南低，東北兩側有陡峭海崖，西南則形成

平緩斜坡入海，村落建於島的南側，踏浪的終點即位於此；
由於四周有廣大的海蝕平台，漲退潮之間的面積相差三倍之
多，成為該島嶼之一大特色；尤其每月朔望的大退潮時，岩
盤露出，可涉水至對岸白沙島的城前，目前該項活動已被有
關單位公告禁止。 
現在整座大倉島只有兩街道，站在碼頭即可一覽無遺，踏

上港岸，走在洋灰水泥地的村道上，您會訝異於它的乾淨清
爽，也訝異於這兒的老人家對待陌生人的親切，他們有著純
樸的笑容，生活調子悠緩舒閒，好意的招呼您喝水、吃飯，



這是在城市裡享受不到的人情味。 

 

●美麗澎湖灣內海之珠－大倉嶼休閒漁業有特色 

 位於漁港西側的貝殼沙灘，是戲水弄潮的最佳地點，由於
海中盛產海瓜子，吸引愛吃貝殼的海星聚集，因此這裡輕易
即可看到海星的蹤跡；而從觀光遊客的眼中看去，這長滿天
人菊的小島，美得無疑像是一則夢，一個世外桃園。 
 大倉嶼最西端的西山形勢孤單，有發達的玄武岩石柱；由
西山到中央山丘之間寧靜的小海灣是撿貝殼抓魚的漁場；再
從中央山丘的頂端遠眺，跨海大橋的美景將可盡收眼底。 
 不過，大倉島最好玩的時段，還是退潮的時候，準備魚具，
跟著村民去捕薯鰻，包準讓您大開眼界；薯鰻一般藏匿在珊
瑚礁洞隙間，捕獲方法為：先將石斑魚餌插入木棍放進珊瑚
洞穴內，誘引鰻魚出來咬食，待魚游近，再用一隻帶鉤竹棒
伸入，此時薯鰻一口吞下，魚獲就跑不掉，晚上煮鍋薑絲湯，
味道棒極了。 
 而夜宿大倉，跟著老漁夫出海夜釣，是最興奮的節目；入
夜後的大倉涼風送爽，漆黑的夜幕中綴滿閃耀星斗，當行至
珊瑚礁淺海，藉由船頭明亮的探照燈，一幅前所未見的奇觀
震懾所有人心，魚兒們順著海溝覓食，沙蝦匍伏不動，偶而
飛魚和丁香魚周旋於船邊，隨便一撈便可上手，樂得城市人
大呼過癮！ 

 

● 大倉島四週布滿石滬，是捕撈野生石斑魚最佳漁場。 



 由於大倉嶼周圍海域石滬眾多，也成為遊客網撈野生石斑
魚﹑撿拾珠螺和其他貝類的好去處；珠螺通常分布在露出水
面的石頭和沙地上，上岸後煮熟，挖出螺肉加蒜泥﹑醬油拌
一拌，再冰凍一下，就是一道上好佳餚。另外，還有一種俗
稱為「貓仔」的小蝦蛄，通體透黑，是石斑魚愛吃的食物，
喜歡躲藏在珊瑚礁石縫間，必須搬開石塊才能發現其蹤跡。 

 

●「第一屆石斑魚季品嚐會」活動適時推出迎未來 

有鑑於此，觀研會暨該聯盟特規劃建請大倉社區辦理「第
一屆石斑魚季品嚐會」活動，特敦請澎縣府暨澎湖縣議會、
白沙鄉公所暨白沙鄉民代表會等單位為該活動指導單位，並
爭取補助活動經費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觀研會暨該聯盟為迎接澎湖觀光新世紀到來，並協助推廣

本縣「第一屆石斑魚季品嚐會」、凝聚地方鄉親共識，增進
地方觀光產業之發展，並協助宣導行銷「大倉石斑魚季」之
內涵，特提出辦理大倉社區「第一屆石斑魚季品嚐會」活動
實施計劃之構想。 

 

●「第一屆石斑魚季品嚐會」活動適時推出迎向大倉未來。 



103 年月 4 月 20 日假澎湖縣嘉華大飯店海域餐廳所舉辦 
之「第一屆石斑魚季品嚐會」，約吸引 145 人到場參與；指導
單位為澎湖縣政府、澎湖縣議會、白沙鄉公所、白沙鄉民代
表會；主辦單位為澎湖縣白沙鄉大倉社區發展協會；協辦單
位包括有：陳雙全副議長服務處、魏長源議員服務處、宋國
進議員服務處、張再興議員服務處、大倉村辦公處、澎湖縣
觀光發展研究會、澎湖國際化推動聯盟；輔導單位：澎湖縣
導遊領隊服務職業工會。 

 

●石斑魚營養價值高是食補的最佳天然美容聖品 

肉質鮮中帶 Q 的野生玳瑁石斑，多年來一直是饕客的美味
第一名，也是當地人公認滋補養氣的不二「魚」選，尤其秋
冬，澎湖人進補就吃一碗野生石斑魚湯。 
漁業署指出，石斑魚營養價值高，富含豐富的蛋白質及胺

基酸，魚皮亦富含膠質口感 Q 彈，是食補的最佳天然美容聖
品，過去石斑在國內以餐廳消費居多，近來亦漸漸有整尾生
鮮型態販售，隨著產量增加，消費型態改變，市場尚有成長
空間，而輔導加工業者開發簡便商品及拓展通路為重要工
作，漁業署目前輔導業者研發的石斑魚新商品，非常適合家
庭消費。同時在包裝上印有簡易食譜，提供給不諳料理消費
者參考，如石斑魚輪切包，石斑魚擺上薑絲滴入些許醬油及
米酒，放入電鍋蒸，在家輕鬆料理即可美味上桌，不僅提供
優質蛋白，更補充一天元氣。 

●野生石斑魚營養價值高是食補的最佳天然美容聖品。 



●筆者從小三餐都吃石斑魚所以目前身體良好 

筆者從小生長在大倉島上，因此，小時候每天三餐都有石 
斑魚可吃，不論是石斑魚煮湯、石斑魚清蒸、石斑魚乾酥油、
石斑魚油煎、、、各種烹調方式，都非常可口；如今歷經近
50 年，仍然記憶猶新，期盼能藉此次舉辦品嚐會，將石斑魚
特色，加強推廣與行銷，吸引更多國內、外饕客前來澎湖品
嚐。 
澎湖地區目前石斑魚養殖業者，運用潮汐自然養殖法,引 
用海水養殖,加上底部是舖滿玄武岩,且要每年定期清理,這 
樣複雜的過程,都是澎湖石斑魚沒有土腥味的重點。 
再者,澎湖石斑的養成時間要 18 個月,比台灣的長,原因 

在於其所養殖的不用飼料,都是吃澎湖夏季裡現撈的小魚餵
食長大的,所以特別健康,另外,因為石斑魚有一個特性只要
水溫低於 15 度就不太會進食了,也因此養成期特別長。 

 

●筆者從小辛苦負笈到外求學與石斑魚故事有關 

 
●4 月 20 日「第一屆石斑魚季」幕後策劃人陳猛特在場解
說有關石斑魚季之各項資訊，贏得在場民眾熱烈掌聲。 
筆者從小不但除了靠吃石斑魚長大，而且還靠石斑漁獲

在外完成大專學業，截至目前為止，對於石斑魚的相關故
事更是津津樂道；有鑑於此，在民國 104 年當大倉觀光文化



園區計畫生變後，特立即推出舉辦「第一屆石斑魚季」之
構思，期盼藉此能發揮大倉野生石斑產地之行銷功能，讓
大家能踴躍前往大倉品嚐野生石斑之美味。 
捕撈野生石斑魚工作雖然艱辛，但是由於屬高經濟價值 

魚類，因此居住大倉的社區居民，長久以來都依賴此維生； 
然而受到漁源枯竭影響，大倉為了長遠之計，皆不斷另謀 
苦思計畫轉型為觀光漁業，可惜這條蛻變的路，卻讓大倉 
居民走得不太順遂；至於未來要如何走下去？仍有待相關 
單位投注更多心力加以輔導協助，才能克竟全功。 
 

●大倉社區期許明年擴大舉辦「第二屆石斑魚季」 

為了推廣、促銷澎湖石斑魚，大倉社區發展協會期許明
年在石斑魚的故鄉－大倉島上，擴大舉辦「第二屆石斑魚
季」，使石斑魚文化在原產地能獲得紮實生根，進一步打開
澎湖石斑魚的知名度。 
生長於大倉海域珊瑚礁區的野生石斑魚別名：花格，體

型較小，以小型魚類及甲殼類為主食，多在夏、秋兩季捕
獲，也是澎湖縣大倉社區最重要的經濟來源，在 2000 年被
當地人評選為代表澎湖縣的縣魚，也因其身上的斑點又名
為花格。 
玳瑁石斑的肉質細膩彈牙，更含有豐富的膠原蛋白，不

僅是女饕客的最愛，更是澎湖人公認滋補養氣的第一名魚
選；除了含有膠質與鮮美細緻有彈性的肉質外，也富含蛋
白質及 EPA、DHA，屬於高級食用海產魚類。 
澎湖人最懂牠的美味，嚐一口～讓您像專家食客一樣，

深深的被玳瑁石斑所吸引，如此完美的風華口味，絕對是
您餐桌宴客的首選哦！ 
料理方式：蒸、紅燒、煮湯、烤。 

 

●未來更期許在大倉社區成立「石斑漁業文化主題館」 

有鑑於石斑魚是澎湖人每天餐桌上必備的佳餚，可是我
們卻不曾深入探討它的習性及行為，因此我們想藉由這次
品嚐會，好好的透過推廣來了解澎湖的縣魚石斑魚！ 
澎湖是屬於海島氣候，且位於副熱帶季風氣候區，而澎

湖這種氣候類型是否適合石斑魚，而它又以何種行為來適
應此種氣候。 
人類會藉由各種行為方式學習，那麼同樣是生物的魚類

呢？牠們是否也具備基本的生存能力？ 



人類生存在這個世界上也不過數百萬年，卻造成了許多
生物的滅絕，怎樣才能在這競爭的社會中，保護好這片海
洋呢？我們究竟對魚類造成了那些傷害？值得我們去研
究、省思。 
綜上所述，為發揚大倉是野生石斑魚的故鄉固有精神，

我們更期許未來有機會更能在大倉社區成立「石斑漁業文
化主題館」，讓石斑魚文化與歷史，能永遠獲得傳承下去。 

 

圖 12：嘉華飯店海域餐廳主廚針對石斑魚特色而精心設計的

「石斑魚六吃」美食饗宴菜單。 



 

圖 13：具有澎湖本土味的「石斑魚六吃」之一「翡翠芙蓉石

斑魚餃」。 

 

 

圖 14：具有澎湖本土味的「石斑魚六吃」之二「糖醋石斑」。 



 

圖 15：具有澎湖本土味的「石斑魚六吃」之三「宮保石斑」 、

之四「宮保石斑」、之五「竹筍石斑魚湯」 

 

圖 16：具有澎湖本土味的「石斑魚六吃」之六「葱爆石斑」。  



 

圖 17：野生石斑魚性喜棲息於沿岸礁岩、珊瑚礁岩的縫隙

處，白天隱藏於岩穴內，夜間則利用嗅覺外出掠食。 

 

圖 18：白沙鄉莊鄉長逐桌敬酒，充分表達感謝之意。 



 

圖 19：白沙鄉莊鄉長向出席媒體記者敬酒，表達感謝之意。 

 

圖 20：民宿協會理事長黃秀惠（站立者右一）應邀致詞推薦

「石斑魚六吃」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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