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天 瑞穗-池上

結束了第一天從花蓮到瑞穗的行程，

或許是太累，再加上那頗具療效的溫泉催

化作用，前晚躺下後便一覺到天亮，七早

八早的竟然神清氣爽的自動醒來，這樣的

事對於我來說可是新鮮事呢。睡醒後第一

眼見到的，是外頭金色的陽光灑進房間，

迫不及待的我跳下床打開窗戶，映入眼簾

的是一片濃得化不開的晨霧，強烈的陽光

灑在地上，讓人睜不開眼睛，心中暗暗的

慶幸今天將是個好天氣。在享受民宿所準

備的簡單早餐後，因為想繼續享受這溫暖

的陽光，便以極緩慢的步調打包行李、檢

整單車，這樣悠閒的氣氛，讓整個人放鬆

了下來，結果第二天一早到了9點才踏上我

們的征途。

第二天的路線，將會暫時離開台9

線，改走縣道193，過玉里鎮後再接回台

9線，再往池上、關山的方向前進。選擇

193縣道，主要在避開路段的上坡，另一

方面也想親眼見識縣道193的美麗風景，

唯一的缺點便是這條路線上的補給點就沒

有台9線上充足。

一行人確認好了路線後，便離開了民

宿，這時晨霧也逐漸散去，拐個彎出了大

街，竟然被兩旁的風景給震懾住了，因為

昨天的摸黑夜騎所以直到今天早上才見到

這樣的美景，強烈的陽光映照著盛開的油

菜花田，遠方壯闊的群山山嵐環繞，這樣

的畫面實在是另人讚嘆，一行人趕緊跳下

車來拍照，不論如何一定要將這樣的美景

紀錄下來。途中遇上了一段和鐵軌平行的

路段，正好停下車來捕捉火車經過花東縱

谷的美麗的姿態。沒待多久就有一台火車

經過，馬上一陣快門連按，不想白白錯過

這樣的美景，原來鐵道攝影可以如此的開

心，看著經過的列車和窗戶前的臉龐，總

是幻想著車上的人們來自哪裡，又要往哪

裡去，這延伸的鐵軌跟在上面奔跑的火車

真令人產生許多的想像。

在這樣的美景下迷路是幸福的，沒

錯，我們又再度迷了路，經過了一番折

騰，所幸在熱心的警察和居民的幫忙下，

我們終於找到了縣道193的入口。一進入

縣道193的路線上，由於比較深入花東縱

谷地區，馬上就感受到濃濃的人文風情，

常出現在劇裡典型的農村道路，黃澄澄的

油菜花田，遠處的農舍，再加上左右壯麗

的中央山脈、海岸山脈以及蔚藍天空所編

織的風景畫，配上兩旁一再出現瑞穗鄉知

名農場那頭可愛乳牛的廣告旗，喔，讓人

想暢飲一瓶鮮奶，要不是時間不允許，還

真有轉往農場的衝動呢，不過這樣的走走

停停，無形之中也代表了今天的行程又會

嚴重落後，不過我想也只有單車旅行，才

能有這樣的自由度，隨興的前進。

兩輪兩腳一相機

騎乘記錄
花東縱谷的

■ 文．攝影／楊明哲

（下）

▲ 當晨霧逐漸散去，眼前的美景逐漸浮現在眼前，陪伴著一天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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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和藍天倒映在水田之中，和旁邊金黃

色的油菜花田相互襯托，橫臥在旁的鐵軌

和小溝渠，帶領我們的視線一路向前，心

中不禁暗自讚嘆大自然的渾然天成 !或許

只是外來人自以為是的想法吧，但是當下

覺得安居在這美景如畫的地方居民真是十

分幸福，能夠天天享受這樣的美景，我暗

忖著，這該不會就是所謂的「油菜花症候

群」吧?。

在接下來的行程中，兩旁的美景依

舊，但是我們開始發覺我們的整個行程嚴

重「誤點」，原本的估算是從瑞穗出發後

便一路向前，但這「油菜花症候群」實在

非同小可，一路上的停停走走讓我們到了

中午才接回了台9線。縣道193與台9線交

接處已經到了玉里鎮的範圍，繼續往前，

可以轉往台11線接玉長公路往海岸前進，

雖然花東的海岸風光也非常的美麗，但台

11線並非此行的目標，所以選擇往台9線

持續前進。因為體力的消耗與落後的行

 黃澄澄的油菜花，消耗了不少底片
▲

    甩開了昨日的陰雨綿綿，今天迎接

我們的是晴朗的天氣和一路往前的美景。

途中也遇見了不少車友，在大夥兒的加油

打氣聲中，繼續往前的路程。進入193縣

道後，便經過秀姑巒溪的泛舟中心，上方

的瑞穗大橋在這邊巧妙的切過秀姑巒溪，

形成觀賞秀姑巒溪河谷的絕妙地點，可以

看出幾百年的歲月在兩旁壯闊的河谷上悄

悄的留下了足跡。

過了瑞穗大橋，正式進入了靠海岸山

脈的那一側，整個視野非常的遼闊，遠方

中央山脈景致，眼前一畝一畝的水田倒映

著晴朗的青空，這等美景真是很難用筆墨

或言語來形容。特別是途中經過幾片連綿

到遠方中央山脈的油菜花田，竟讓人有著

想要深入其中的衝動。這段路線很幸運的

經過了一段鐵道，抱著探險的心情，大夥

小心翼翼的走到鐵軌旁邊一探究竟，這一

探讓我們發現了不可多得的景色，遠方的

▲ 吃過富麗米便當之後，更有動力往下一站邁進

程，讓我們在出了縣道193後一直趕路，

但是體力已經耗盡，再加累積的疲勞，以

及身上和車上的行李讓屁股、肩膀和腰負

擔了太多的重量，這狀態讓我們騎乘的速

度非常的緩慢，原本預定能在中午到達富

里鄉享用富麗米便當的計畫也得延後。

當身體和心理都到達極限時，終於在

下午兩點多趕到了富里鄉，也品嘗到了只

有在富里鄉才有供應的便當。說道富麗米

便當，這可是只在富麗鄉農會展示區販售

的「限量商品」呢！那豐富的菜色，粒狀

厚實飽滿的富麗米，雖然名氣還沒像池上

米這樣響亮，但吃起來口感和池上米不相

上下，當大夥一見到那富麗米便當，如餓

虎撲羊一般，只見那滿滿的便當一瞬間就

被嗑光了，或許是肚子真的太餓了，當下

只覺得實在是太好吃啦！不過話說回來，

有這一路下來所見的花東縱谷美景掛保

證，根本不用質疑富麗米的好吃與否吧！

用餐完後，竟然覺得意猶未盡，待

大夥討論過後，決定把肚子留給下一個目

的地─台東「池上鄉」，等到達池上後，

再來品嘗全台聞名的池上便當。重新整裝

後，開始踏上往池上的路。以地理位置來

說，從花蓮縣「富里鄉」一路往南，連接

「池上鄉」、「關山鎮」等，都是以出產

稻米為主，因此想吃到這三個地方的便當

的願望不知不覺也成了此行的目的之一

了。離開了富里鄉農會，發覺天氣開始轉

變，雲層越過了兩邊高聳的山脈逐漸往位

在中間的台9線靠近，形成了另類一線天

的有趣景象。就像第一天一樣花東縱谷的

氣候變化多端，明明上午還是大晴天，一

到下午氣候陡變，而明明頭上正在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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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遠方的天空卻出現明亮的天空。往池上

鄉的這段路程，經過了一些小社區，在騎

乘的途中，可以順道觀察到當地人們的生

活，嬉笑的孩童們，亦或是在院子泡茶聊

天的左鄰右舍們。有趣的是，很多次我們

經過時，社區裡的小孩就會成群結隊的對

我們說加油，每一次的加油聲就彷彿是一

針強心劑，推動著已精疲力竭的我們向

前。原來這就是旅行的偶遇呀，如果沒有

這趟的單車之旅，或許我一輩子也不會經

過這裡，也不會和這些人們相逢。

前方的道路永遠騎不完似的，那筆直

的台9線一直到天邊看不到的盡頭，腦中的

池上便當到底還有多遠呢?在越過一個大上

坡後，遠方終於出現了池上鄉的指標，心

頭為之一振的我們，有了動力加快了踩踏

的速度，我們終於要離開花蓮縣正式進入

了台東縣的範圍。接下來便是一路平緩的

下滑，兩旁盡是廣闊的水稻田，似乎也在

預告我們終於到達了「池上鄉」。「池上

鄉」位在花東縱谷的中南部，是一塊肥沃

的沖積平原，其中所產的池上米更是舉世

聞名。進入池上市區後，我們選擇到池上

火車站前的池上便當。不愧是聞名全台的

池上便當!那幾乎快要滿出來的配菜，以及

飽滿滑潤的池上米，真似人間美味呀。

心滿意足的吃到池上便當後，我們也

不得不開始面對現實的問題，那就是我們

嚴重落後的行程，攤開地圖沿台9線查看，

到達知本的路途只能以「異常遙遠」這四

個字來形容。由於我們必須要在今天晚上

到達知本，一方面是我們已經預訂了知本

的飯店了，另一方面我們原本就只有安排

三天兩夜的行程，因此也無法多停留一

天，這兩天的行程延誤，完全超乎了原先

的計畫。如果真的想要再騎下去，以我們

現在的體力和速度，非得要騎到明天凌晨

也說不定，在幾經考量之後，我們只能選

擇在池上結束了這次的單車之旅，改而轉

搭火車到台東。於是我們將單車打包好從

池上寄回台北，再前往池上火車站轉搭火

車。

雖然因為體力無法負荷而結束了單車

的旅行，但心中仍有些許的不甘心，只是

在我們搭上火車後，證明了這樣的選擇是

正確的。隨著火車緩緩的前進，我們發現

池上到台東還有段非常遙遠的距離，即使

池上到關山是一路平緩，但是通往鹿野卻

有很長的上坡，以我們剩下的體力，縱使

硬撐著也很難如預定時間到達目的地。只

好把遺憾當做是持續旅行的動力，放下這

次為下次的挑戰作準備。

池上-知本

搭乘火車確實輕鬆許多，畢竟人體

驅動再賣力也比不上火車前進的動力。而

這段池上到台東的路程，竟讓我有了個意

外的驚喜。由於開往台東的列車是普快，

一天之中的班次不多，很幸運的我們剛好

趕上其中的一班。當火車一進入月台後我

便笑了出來，因為緩緩開進來的列車只有

短短的兩節車廂，看多了台北車站那些動

輒十幾節車箱的火車，真的形成一種很有

趣的對比。這短短的兩節車箱馳騁在花東

縱谷的鐵道上真是一絕，因為車子短，旅

客又少，我們可以很隨興的在火車上亂

逛，也可以在駕駛室後方觀察司機開火

車，這可是我在台灣第一次這樣近距離的

看司機開火車呢。此外或許是因為搭的人

少，亦或是人力分配的關係，在途中的幾

個站時，竟然看到司機把火車停好後，便

跑到剪票口去當剪票員，待乘客上車後司

機再跑回來發動火車繼續往下一站前進，

這真的是很有趣的畫面。沿途上我也看到

在鐵軌附近，竟然有一群人在等待火車的

經過，而且他們試圖跟車上的旅客們打招

呼，呵呵，難道這就是青春嗎？當我看到

窗外的人們在對我們揮手時，平時害羞的

▲ 將前進的火車轉化成靜止的畫面，也帶給我們另一種鐵道攝影的樂趣

▲ 體力不支的一行人，只好棄單車就
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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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竟然毫不猶豫的揮動我的手來回應他們

的熱情，我想也只有這樣的場合下才能擁

有這樣特殊的經歷吧。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火車到達關

山站後，或許是需要保養吧，火車在原地

停留了20分鐘，看著機組人員忙著檢查

列車，而司機大叔也趁這個空檔在駕駛座

旁吃起晚餐，這經驗我想並不會常常遇到

的吧！也因為火車短暫的停靠，讓我第一

次能夠在旁邊近距離的觀察火車，當然也

趁機留下了許多火車的照片！然而吃遍

富里、池上、關山三地便當的旅行目的之

一我們也沒忘掉，難得正好在關山停留，

不免俗的也買了關山便當，這個小小的目

標，也算是圓滿達成了。

這說長不長的火車之旅，一路上經過

了幾個不知名的車站，那時心裡在想，如

果是騎乘單車的話，或許就能到那一探究

第三天 台東知本&返家  

因為已經是旅行的最後一天了，只要

趕得及下午至台東車站搭火車就好了，因

此早上難得的可以悠閒的吃完早餐，泡泡

露天溫泉。決定還是把握這短暫的上午時

間，離開知本到附近閒逛，離開飯店，晴

朗的天空，河道兩旁的大遍草地與青山。

花東的美就是這樣沒有私毫保留的、大剌

剌的呈現在你的眼前，惟有放慢步調你才

能夠細細體會它的美。

時至中午，我們離開了知本老街，決

定先行前往當地有名的「羊肉爐」用餐，

這「羊肉爐」吃起來完全沒有羊騷味，獨

特配料所熬燉出來的湯頭非常爽口，熬煮

入味入口軟嫩的羊肉再配上店內獨有的沾

醬，縱使在當天略顯炎熱的天氣裡也很對

味。用餐後我們前往今天的最後一個行程

─台11線。當初在決定行程時，一直在台

11線和台9線兩條路線間掙扎，這兩條在

花蓮分開的道路，一直要到知本後才會再

會合，因此只能選擇其中一條路線騎乘。

台9線主要是沿著花東縱谷前進，能

夠一覽縱谷內的田野風情，台11線則是沿

著海岸線前進，能夠一覽太平洋的壯闊美

景。由於補給點的考量，我們還是決定先

以台9線作為這趟旅行的目標，台11線只

能寄託在下一次的旅行。從知本驅車前往

台11線距離很短，沒一會就連接到台11

▲ 搭乘火車的乘客不多，因此可以在
車廂內隨意遊走

▲ 蔚藍的天空與太平洋，形成海天一
色的美麗海岸線

線，逐漸進入台11線的範圍時，我不禁開

始驚呼：「太平洋耶！是太平洋耶！」，

晴朗的天空將太平洋照的更加蔚藍，天氣

好到連遠方的綠島都清晰可見，此時電影

「練習曲」中主角沿著美麗海岸線的騎乘

畫面突然浮現在我的腦海裡。面對這樣的

美景，我已經忘卻了3天下來的辛苦，腦中

已經開始盤算著下一次的單車旅行。

後記

這次的花東單車行，雖然並未如同原

訂計畫以騎乘單車的方式到達知本，但是

在返家的火車上「啊！好想再來一次單車

旅行！」的想法一直在我腦海中環繞，在

體會過花東縱谷的油菜花田，壯闊青翠的

群山、蔚藍的太平洋，以及沿途相遇，為

我們加油的人們，我想我已經得到了這趟

旅行的最大收穫吧！

竟了吧，抱持了這樣的想法，不知不覺就

到達了台東車站，也為這短暫的鐵道之旅

劃下了句點。

到達火車站後，因為單車已經不在

身邊，所以先在車站附近租用汽車後，直

接驅車至今天晚上的住宿地。因為入住

時間是新春假期的關係，通往知本的路上

出現了大量的人潮和車潮，不知是不是這

兩天的騎乘已經習慣了寧靜的氣氛，突然

有點不太習慣這樣熱鬧的地方。到達飯店

後，服務人員很貼心的招呼我們，並建議

我們先至餐廳享受菜色豐富的自助餐。吃

完晚餐，簡單盥洗後，大夥決定把握這次

旅行的最後一晚，到飯店外面的知本大街

逛逛，外面真的非常熱鬧，路旁攤販的此

起彼落的吆喝聲，再加上為數頗多的觀光

客，年節氣味非常的濃。距離來知本已經

是11年前的事了，那時還是個高中剛畢業

的小夥子呢，與那時相比，知本真的有很

大的變化，知本溪兩旁的河堤也修築的非

常漂亮，素雅的配色加上原住民風格的裝

飾，真的很有特色，而這條河堤上也貼心

的建置了步道，可供遊客在上面行走，一

飽知本老街與知本溪的河岸風情。當晚我

們也買了幾罐啤酒和一大袋下酒菜，乘著

知本清新的空氣，看著河岸旁放的煙火，

一直聊天到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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