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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無聊喔！」

燈塔望望天空，抓抓癢，再看著在他面前，開心拍照的人群！

「這些人都當我是背景而已嗎？啊！有了！」

他腦海裡突然閃過一道靈光，嘴角露出一個詭異的笑容。



「哎喲！真是累死我了！」

一隻紅尾伯勞，飛到鵝鑾鼻燈塔上方，

鬆了一口氣，習慣性地放下腳。

「哇！我的屁股差點開花……咦！

燈塔呢？」他一腳踩空，突然往下掉。

還真是奇怪，這麼大一座燈塔，

說不見就不見，這可怎麼辦才好？

林投樹部長晃著一頭的樹葉，

掃過來又掃過去，毫無頭緒。

只好趕緊宣布：「你們通通給我去找！

任何蛛絲馬跡都不可以漏掉。」

「部長！部長！大事不好啦！」

「燈塔不見了！」

「是我飛太久，眼睛花了嗎？」

紅尾伯勞揉揉眼睛，應該有燈塔

的地方，竟然一片空曠。



會不會是因為天氣太熱，

到船帆石那裡找尼克森泡澡了？

跑到白砂看夕陽去了嗎？ 

或者跑到龍磐那裡
去看星星啦？

還是跑去南灣戲水呢？ 



「這個『東亞第一光』，平常大老遠就可以看到他

的光束啊！怎麼現在一點光影都沒有？」

黃裳鳳蝶小秘書和其他三位特派員怎麼也想不透。

那麼大的一座燈塔，怎麼會就這樣憑空消失了？

小秘書想了想壓低聲音說 :「燈塔他……他會不會被偷走了？」

部長搖著頭說 :「不……不會吧？偷走燈塔要幹嘛？又不能賣

錢？」

「不然，怎麼會怎麼找都找不到？只有找到一張照片。」

小秘書伸手從不遠的地上，撿起了一張照片。

「照片？」大家異口同聲大叫。



「照片中，燈塔旁邊的是清朝軍隊嗎？」

「會不會是大清帝國把燈塔搬走的啊？」大家議論紛紛。

「你們這個說法，真是沒用大腦。」清朝大將軍突然從照片冒

出來，大家嚇得差點跌倒。「此燈塔乃我大清所敕建，並增派

兵員鎮守。爾等一派胡言，實有辱我大清聲威。」

「我跟你說……」他說了一大串後，突然靠近部長：「日本人

對臺灣一直很有興趣啊！總認為臺灣是『無主番界』，上次牡

丹社事件不就是這樣來的？燈塔不見了，八成和日本人脫不了

關係。」他拿出一張照片交給部長：「我覺得，一定是他。」

說完後帶著軍隊又回到照片裡。



「但是，我們當年可是要幫琉球漂民伸張正義，大老遠來跟你

們的原住民交涉，偷燈塔幹嘛？」日本人說。

「你們曾經把燈塔給燒了不是嗎？」部長瞇著眼睛問。

「燒了？日清戰爭，也就是你們所謂的甲午戰爭以後，是清廷

把燈塔燒掉，當時可是我們重新整修的哦！不跟你們說了。」

接著他化成一道白煙消失了。

「這位日本人是誰啊？」小秘書看著照片喃喃自語。

突然，照片冒出一道白煙和一個人：「我是西鄉從道，鼎鼎有

名的日本大將軍。」

部長正要開口，那人接著說：「燈塔不見了是嗎？」

「是你們拿走的嗎？」部長表情很嚴肅。

「我們是常來臺灣逛逛沒錯。臺灣真是寶島啊！如果當年……」

日本人陶醉地回憶著。



「我們可不是隨隨便便就『出草』的。」

一個低沉的聲音把小秘書嚇得跳了起來，

原住民的大頭目竟然出現了。

「當時我們也曾好好款待那些漂民，

安排他們在部落裡休息。可是因為語

言不通，還有文化上的差異，才會發

生牡丹社事件。」他大聲問：「我們

和我們的祖靈，長久以來一直在保護

這塊像是母親一般的土地。自己的媽

媽被欺負，你們會坐視不管嗎？」



「雖然我們有別人無法理解的風俗習慣，也許別人認為我們防

衛過當，但是在那時候，我們怎麼知道那些船隻是不是惡意的

呢？我們可不是隨意濫殺無辜的族群啊！」頭目語重心長說著。

「這些琉球人，說來就來，想走就走。隨口說『是颱風把我們

吹來的』，我們怎麼知道，這些人來了之後，會不會做什麼壞

事呢？」

「別難過，我明白，燈塔不見，與你們無

關。」部長安慰著頭目說。

「部長，您能體諒就好。啊！我們的祭典就

快到了，到時候歡迎所有愛這片土地的朋友

一起來玩啊！」頭目笑呵呵的離開了。

OKINAWA

小秘書忽然想到了什麼，摸了摸口袋邊說：

「部長！我想……要不要去琉球問問看呢？」

一邊從口袋掏出一張在白砂找到的地圖，指

了指琉球的位置。



「部長歡迎光臨啊！真是好久不見啦！……燈塔不見了？」

琉球人握著部長的手說。

「你說，燈塔是不是你們拿走的？你們靠海捕魚，最需要燈塔

了！」部長焦急地問琉球人。

「冤枉啊！您看，我們這裡也就這麼大，有沒有偷燈塔，不是

一目瞭然嗎？」琉球人端了一杯茶給部長。

「當年要不是因為這附近暗礁很多，來往的那些捕魚和朝貢的

船隻容易觸礁，我們也不會誤闖原住民的土地。燈塔對大家來

說，都很重要，怎麼會去偷呢？」琉球人說著，轉向漢特船長：

「關於這個，漢特船長一定感觸良多，是吧？船長。」



「是啊！當年要是有燈塔的話，我們的羅發號商船也就不至於

在中途遇到船難，糊里糊塗漂流到臺灣，我們完全沒有惡意。

唉！只能說，語言不通，產生許多誤會，讓我們幾乎都要喪命

在原住民的手中啊！」漢特船長想起以前的事情，難過地掉下

眼淚。

「如果沒有那次的船難，

我們就可以順順利利從廣東汕頭到達

山東牛莊，一切的悲劇也都不會發生了。

部長，我可以幫琉球做擔保人，

琉球真的沒有打過燈塔的主意。」

漢特船長擦著眼淚說。

「接下來怎麼辦？大家都說沒看到燈塔。」

小秘書擔心地問部長。



「燈塔這麼重要，實在想不出有誰會把他偷走。到底怎麼一回

事？就算我葉子都掉光了，也想不透啊！」部長順手又摸掉了

一大片枯黃的林投樹葉。

「唉！這幾天下來，我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著，簡直就快累

壞了！這片牆壁剛好給我靠一下！」部長有氣無力的說。

「牆壁？」大家一聽，像是被雷打到一般，全部跳起來往上看。



「你……你……你……你是跑到哪裡去了？

我……我……我……我都快急死了！

你……你……你身上這些花花綠綠是怎麼搞的？」

部長他氣急敗壞地問著燈塔。

他不曉得從哪又回來到原來位置上，

滿身都是粉彩和花花綠綠的紙帶。

「你們都不來找我玩，那些遊客也都是來拍拍照就走了。我

想，在大家心裡，我根本就不重要。所以……所以……就是那

個啊……最近不是那邊有在辦『春吶』的活動嗎？」燈塔射出

一道光芒指向遠方的一個方向：「超炫的！不跟你們說，你們

不知道，我一到那裡，就變成『亮點』耶！我這大燈束，嘿嘿！

真不是蓋的。」大家聽了之後，也感到一樣的興奮。



「咳！咳！傻孩子，你怎麼認為自己會不重要呢？」

部長大聲的清清喉嚨說。

「對不起！我以為大家已經完全忘了我的存在。

可是，我一看到尋人啟事，非常感動，

就連夜衝回來了。謝謝部長和大家，

一起追溯我的歷史和肯定我的重要性，

我以後不會亂跑了。」

燈塔說完，對著大家一鞠躬。



未來的第四位特派員   你好：

首先，在取得「第四位特派員」的資格前，我們想要請你先思考一些問題。
「思考問題」對你未來執行任務，將有很大的幫助。

你看過燈塔嗎？知道燈塔的作用嗎？為什麼要有燈塔的存在呢？只是讓遊客
拍照嗎？你知道那些和你一起拍過照的燈塔，有著什麼樣的歷史和故事嗎？ 

坐落於墾丁國家公園的鵝鑾鼻燈塔，是為什麼而建造的？什麼時候建造的？
這座燈塔裡面，究竟藏了多少祕密？鵝鑾鼻燈塔又為什麼會被稱為「東亞之
光」呢？

在這本書裡面，我們希望除了傳達一些知識，增進你這位「特派員」的能力
外，更期待你能夠和我們一起來揭開鵝鑾鼻燈塔的神秘面紗喔！

首先，我們必須告訴你一些關於這座燈塔的歷史知識。一個好的「特派員」
必須具備的，就是一定程度的「專業能力」。

準備好要「做功課」了嗎？

第一步驟

研究某樣事物時，一定要知道「緣由」：鵝鑾鼻燈塔，始建於清朝，是一座「軍
事防禦性」燈塔。於清光緒八年 (1882 年 ) 聘請英國技師設計興建。當時，
為了防止附近原住民的侵擾，所以在塔基築有砲臺，圍牆上也開鑿了槍眼，
牆外四週並挖設壕溝。燈塔興建完畢，還曾派武裝士兵守衛，是世界上少見
的「武裝燈塔」。

為什麼會建造這座「軍事防禦性燈塔」呢？這就要從一連串的海上船難說起
了。

清同治六年（1867 年 2 月）時，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從中國廣東
汕頭開往山東牛莊，在紅頭嶼（今蘭嶼）途中觸礁沈沒了。船長漢特夫婦
（Hunter）與船員十四人在船難發生時，緊急搭乘救生艇，飄流到琅嶠（現
在的恆春半島），卻遭到龜仔角社（今社頂）的原住民襲擊，只有一名華人
水手逃到打狗（今高雄）向官府求救。

後來，美國和清朝政府都曾試圖攻打原住民部落，但都沒有成功。美國駐
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前來臺灣與排灣族領袖卓杞篤
（Tauketok）交涉，並表達友好。最後由美方、清廷與原住民協議締結「南
岬之盟」，美國也要求清朝政府建造砲臺等防禦措施。

後來，在清同治十三年（1871 年），一艘從琉球前往日本朝貢的貢船，在
回程的海上，遇到暴風雨侵襲，擱淺在臺灣南端的東海岸（現在的滿州鄉九
棚一帶）。這些漂民因語言不通，和當地原住民發生了一些誤會而遭殺害。
1874 年，日本人就藉著「為漂民們討回公道」的理由出兵攻打臺灣，與排灣
族牡丹社在「石門古戰場」發生戰役，這就是臺灣歷史上著名的「牡丹社事
件」。

日軍因為水土不服和不熟悉地形等原因，這場戰役打得很辛苦。加上羅發號
事件發生後，清朝政府沒有認真執行建造砲臺等防禦措施。在船隻受難事件
不斷的發生，及美國與日本的壓力下，於是，清朝政府就在臺灣最南端建造
一座燈塔，也就是鵝鑾鼻燈塔。從此，鵝鑾鼻燈塔就肩負起指引照明、保障
臺灣南岬海上安全的重責大任。

第二步驟

看看你的筆記本裡面，是不是有許多問號呢？書中的特派員為什麼是「野
兔、臺灣獼猴、梅花鹿」？為什麼「部長」是一株林投樹？還有為什麼會請
「黃裳鳳蝶」來當小秘書？向部長報告燈塔不見了的，怎麼會是一隻「紅尾
伯勞」？為什麼不是其他的物種？一個好的特派員，必定是個能提出問題，
找出答案的好手哦！

這些動植物，都是當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動植物。每年九月，紅尾伯勞都會
成群出現在墾丁。如果你早就研究出這些答案，代表你已經往前邁出一大
步，快要取得「第四位特派員」的資格了。



模型製作步驟：
請沿著白框剪下。沿著虛線處向後折，人物便會自動站立囉！

第三個重要步驟

將要測試你的靈敏反應度。這可是天生好手所具備的特質喔！

在書中文字以外的畫面上，你是否早就找到了原住民的帽子、清軍與燈塔的
合照、地圖、燈塔的風向儀這些線索呢？你是在什麼地方發現的呢？（附註：
如果你能夠提出一份完整的調查報告，那真是再專業不過了！）

通過了縝密的思考、史料閱讀、敏銳的發現問題，與挖掘到線索和細節之後，
恭喜你，已經成為我們的第四位「特派員」。

當然，這只是「初級測試」而已。或許，你還可以發現更多別人不曾發現的
秘密。例如：燈塔有多高？究竟修建了幾次？還有，可以找到最古老的燈塔
照片嗎？

我們期待，墾丁國家公園「特派員史」上，最優秀的那位，正在看這封信。
是不是你呢？

下一次，到墾丁國家公園探險，可別只是與燈塔拍張「到此一遊」的紀念照
喔！別忘了，你現在可是重要的「特派員」。

總部需要你更多、更精采的「重大發現」。

整理好你的裝備，要出發去探險了嗎？



模型製作步驟說明：
請沿著黑線剪裁。沿著模型背面的山線與谷線進行彎折。

最後使用白膠黏貼接合處就可以完成鵝鑾鼻燈塔喔！

墾丁鵝鑾鼻燈塔

山線

谷線



「春吶好不好玩啊？」

「好玩極了！」

「好好喔！都沒約我們去！這些彩帶也是那裡帶回來的嗎？

好漂亮喔！」

部長看著他們嘰嘰喳喳開心地討論著，苦瓜臉也轉成了笑臉，

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我還是先去保養一下我的樹葉好了。

可憐喔！都快掉光囉！」

模型製作步驟說明：
請沿著黑線剪裁。沿著模型背面的山線與谷線進行彎折。

最後使用白膠黏貼接合處就可以完成鵝鑾鼻燈塔喔！

山線

谷線

墾

丁

鵝

鑾

鼻

燈

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