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金

印象

花
東

Hualien-    
    Taitung

■文、攝影/呂筱萱

每年夏天，台灣東部的山上，總是

看得到黃澄澄的一片點綴著山頭。六十石

山、赤科山以及台東的太麻里，到處可看

到盛開的金針花相互爭豔，金針花除供欣

賞外，花本身也是農民們眼中的重要經濟

來源，而這一片片金黃色的身影，也為花

東建立了夏季的黃金印象。

花蓮玉里  赤科山

一望無垠的黃金，無邊無盡的亮麗，

一山接連著一山，很像梵谷筆下的印象

畫。這是花蓮縣特有的夏日風情畫－金針

花海，其色調之金黃，律動之悠雅緩慢，

一如普羅旺斯的向日葵，美得教人屏息，

引人迷戀流連。

花蓮縣玉里的赤科山，最近幾年來，

在傳播媒體相繼報導後，知名度急速竄

升，可謂是「金針花海的故鄉」，產量居

全台之冠，花田分布的面積也最大。每逢

金針花開的季節，海拔800公尺以上的山

坡，便形成滿山耀眼的金黃，映襯著舍籬

藍天，田園景緻極為優美，遊客經常三五

成群攜伴前往賞花踏青，洗滌塵世的煩

囂，享受山林的幽靜，欣賞迎風搖曳的金

針丰姿。

赤科山與鄰近的六十石山，雖說同產

金針，也同樣位居海岸山脈上，但赤科山

所展現的風情，卻與六十石山迥然不同。

赤科山位於花蓮縣玉里鎮東北角的海岸山

脈上，在民國40年以前，山區的原生樹種

中，有六成以上均為赤科樹，「赤科山」

因而得名。

▲ 前往六十石山上欣賞金針花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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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科樹屬殼斗科，為原產於台灣中部

地區以北，海拔約250公尺至1,500公尺間

的山區，是台灣特有的常綠闊葉大喬木，

其原名為「赤柯」，又稱為「赤皮」、

「石櫧」，而不是筆誤的「赤科」。木材

堅硬細密，材質極佳，適合做為建築、鐵

路枕木、裝潢、農具握柄、槍托等用途。

日據時期，日本人發現此種樹木材質堅

硬，可以廣泛的加工運用，便大量予以砍

伐，輸運回日本，造成赤科樹的一大浩

劫。因早期過於採伐殆盡，目前在赤科山

上，已很難再見到赤科樹的蹤影，取而代

之的是金針花田。

赤科山上的居民，與太麻里、六十

石山的居民一樣，是歷經「八七水災」重

創，來自台灣中部及西部如南投、雲林、

彰化、嘉義等四縣市，遷移到此開墾山

地的農民。最初，居民主要以種植地瓜

（甘藷）、玉米、花生、芋頭、生薑等農

作物，以及畜養豬隻與雞隻等，在此定居

墾拓，建立家業。當時居民的生活十分艱

苦，所居住的房舍，是以筆筒樹的樹幹為

牆身的茅草屋。

到了53年間，赤科山上的產業，才

有了重大的改變，由於赤科山山區的海拔

適中，長年雲霧繚繞，氣溫十分適宜，且

日照充足，加上厚重的濕氣與露水，肥沃

鬆軟的紅壤土質，非常適合金針的生長，

尤其花朵在豔陽照耀下，顯得相當亮麗，

且加工製成金針菜出售，又可增加收益，

於是，便引進金針的種苗，開始大面積栽

培，讓因水災遷移至此的外地居民們在此

生根，改善經濟來源。

金針栽植遍及整個赤科山頭，也因

種植面積廣闊，農戶數量較多，在赤科山

望眼所及，除了處處豔黃的金針花田，更

有錯落在山坳裡的農舍，與金針花海的景

觀，搭配得相依相稱。正由於赤科山有著

濃濃的山村風情，讓人嬉遊赤科山，就有

截然不同的體驗。尤其在夏末秋初來到赤

科山，沿途農舍都在自家門前曬場上，曝

曬黃橙橙的金針菜，有些農家更發揮創

意，將金針花製成金針花冰淇淋，讓往來

的旅客能吃口沁涼透心的冰淇淋，消消酷

熱的暑氣，甚至有些農家還可以現炒金針

菜，滿足饕客想要嘗鮮的心情。如果到此

來純粹是要欣賞美景，只要往山頭上走，

隨著海拔逐漸攀高，花東縱谷的地形美景

便可一覽無遺。

▲ 金針花賞花步道

花蓮富里 六十石山

花蓮縣富里鄉的六十石山，是花東地

區三大金針產區中，較新鮮的一張面孔，

若以視覺效果與開闊度而言，卻是展望最

佳的地方。

海拔約960公尺高的六十石山，為海

岸山脈成廣澳稜系西出崛起的山巒，頂面

寬廣且平緩，為花東縱谷中，與中央山

脈東麓相距最狹窄的地方。山脈面向花東

縱谷，座落的山頭眺望開闊，視野震懾人

心，正好可一覽無遺地綜觀花東縱谷上的

綠野平疇，玉里鎮、秀姑巒溪、一畦畦方

格狀切割的水田、驟然攀升的中央山脈，

盡收入眼簾。

佇立在六十石山上眺望四野，遠觀

如綠色地毯般的金針園裡，點綴以金黃編

織出的碎花圖案，乃至將整片油綠，轉

換成豔黃的色塊，三五成群的農婦，頭戴

斗笠，身穿花布衫，揹著塑膠尼龍提袋，

來回穿梭在金針園裡，彎身採摘熟透的花

苞。

六十石山的「山名」，看起來頗為

特殊，其來由的說法各有殊異，民間相傳

有兩種版本。其一，是說在日據時期，

有西部雲林地區的農民，移民到富里鄉富

田山區的西南麓，開墾闢田種植水稻。由

於此地泉豐土沃，收穫成果奇佳，每甲水

田可以生產六十石的稻穀，遠高於其他各

▲六十石山有「台灣小瑞士」之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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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四、五十石，便將此地命名為「六十

石」，所在的山巒稱呼為「六十『石』

（音唸ㄉㄢˋ）山」。第二種說法，是說

在日據時期，台灣樟腦業發達，西部的樟

樹林砍伐殆盡後，便轉移到東部發展，當

時，樟樹蒼翠成林，幹粗枝茂，不經幾年

就被砍伐一空，成為童山濯濯，在平緩的

坡地上，只見巨石錯落其間，景緻十分殊

異，細數後約有六十塊，乃稱之為「六十

『石』（音唸ㄕˊ）山」。

六十石山栽種金針，需話溯原始時

期的六十石山，林木蒼蒼鬱鬱，放眼盡是

參天巨樹，尤以樟樹最為繁茂，至日據期

間，日資樟腦株式會社申請採伐樟樹，以

熬煉樟腦，因而山麓間隨處可見腦寮。台

灣光復後，有從大陸撤退來台的張雪中將

軍，向政府申請撥給六十石山，以安頓所

屬官兵的生活，經獲准後隨即成立「復興

農場」，但經營多年後，由於生產不敷維

持生活所需，且老兵又陸續凋零，場員紛

紛棄耕求去，場區耕地便任其荒蕪。直到

民國47年，有一批雲林籍「八七水災」

的災民，從西部跋涉千里，翻山越嶺遷移

過來，在六十石山覓地，從事山林田園開

發，但旱地耕作生產不易，營生情況非常

慘澹，後來有玉里赤科山上，同為「八七

▲ 學生暑假打工幫忙採摘金針花。 ▲ 由六十石山眺望富里鄉。

水災」的嘉義縣籍災民，推介引進金針苗

種植，因氣候、風土皆適宜，金針成長生

產良好，而成為六十石山重要的經濟作

物，也躋身為台灣金針產地之列，與鄉境

內生產的稻米、段木香菇，成為地方最具

代表性的農特產品，合併稱為「富里三

寶」。

 從民國72年開始，便在六十石山栽種

金針的黃德森說，最近幾年，政府輔導農

民轉型為觀光性質的休閒農業，由於憑著

六十石山的山勢美、景觀美、金針花也美

的天然優異條件，在接受花蓮縣政府農業

局輔導，採取「三三三」的政策下，種金

針的農民才獲得全面性的改善。

六十石山的景緻如畫，金針四時漫

山釉綠，入夏遍野黃花爭豔，晨昏雲霧縹

緲，三五農舍錯落其間，景色宛如桃源仙

境，夙有「台灣小瑞士」之美譽。觀光局

花東縱谷風景區管理處為推展六十石山的

金針產業，成為花東地區休閒旅遊的好去

處，除改善通往六十石山的產業道路，並

設置多座觀景亭，各處的景觀不同，尤其

在清晨或黃昏，各具獨特風情。這些觀景

亭，皆以金針花的別名來命名，包括忘

憂、黃花、鹿蔥、鹿劍、丹棘、療愁、萱

草等，錯落在金黃花海與翠綠茶園間，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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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格外醒目。

觀景亭沿上山的道路，蜿蜒分布，有

的觀景亭是觀賞日出的絕佳定點，有的則

適合欣賞花東縱谷城鄉的夜景，由山上往

下俯瞰，路燈蜿蜒排開，與星空、蛙鳴組

成最美妙的大自然組曲，至於山巒間的夕

照彩霞，在各觀景亭欣賞，處處皆相宜，

且巧妙不同。

坐落於山峰稜線上的忘憂亭，瞭望視

角最寬廣，尤以雨後欣賞雲海變化，更為

壯麗，另一座黃花亭，可鳥瞰花東縱谷風

景，開闊的縱谷平原，方格塊狀的農田，

倒映著天光雲影，煞是美麗，而分流如爪

字狀分布的秀姑巒溪，南北縱貫，為這片

寧靜平和的縱谷平原，增添無限的生命力

道！

當您到六十石山一遊時，不妨多停留

一會仔細聆聽農民們說說話，聽他們述說

金針的故事，品嚐道地的金針私房菜，嚐

嚐有機金針茶的滋味，親身感受無毒金針

的魅力。

台東太麻里  金針山

台東縣太麻里鄉的金針山，每年到了

7至9月的金針菜採收期，即呈現一片忙碌

的景象，山上採金針、工廠金針加工，以

連農家屋頂也曬滿金針。▲
 

及屋頂上、公路旁、庭院前曬金針的熱鬧

景象，滿眼都是豔麗金黃，宛如走入金黃

色的世界！

金針菜是台東縣主要的蔬菜栽培作

物，也是重要的農特產，主要經濟栽培產

地，為太麻里鄉的金針山產區。若說起太

麻里金針山的開發，是一則為人津津樂道

的「山中傳奇」。

據太麻里金針山上的金針菜農蔡青山

指出，金針山原稱「金山」，山頭上，滿

山樹海，蒼翠蓊鬱。早在日據時期，原為

種植研究瘧疾藥材的實驗林區，專門栽種

金雞納樹等藥用植物，至台灣光復後，因

管理不善，開放供民間租用造林，而改為

造林區。

民國48年間，一場「八七」水災後，

來自中部地區雲林、嘉義梅山與竹崎的居

民，約有20多戶人家，大舉遷徙移民「後

山」，而以移居至台東縣太麻里地區開墾

者較多，後因太麻里已無平坦耕地，乃朝

大王、北里二村的山區發展。

來自嘉義縣梅山鄉山區的李明中、

李盈源兄弟與蔡鳳考等人，發現這片海拔

800至1,200公尺的山地，很適合種植故鄉

梅山、竹崎山區生產的金針，於是，李氏

兄弟先行變賣家產，將所得現金分批購買

共400萬株的金針苗，再循著2尺寬可供行

走的山徑，用人工一擔擔地扛上金山。

隨後又有嘉義縣梅山鄉的鄉親蔡鳳考

投資栽種金針，加上陸續遷入山區墾殖的

移民，共有37戶鄉親，定居在金山上，幾

年下來，原本約2,000公頃的原始森林，

▲金針花賞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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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中的金針花田。

剩下不到一公頃，當年的「藥山」已完全

改觀，舉目所及盡是金黃閃閃的金針園。

在當地鄉民代表會中，建議將金山改名為

「金針山」，獲得其他代表一致支持，當

年的台東縣長黃鏡峰，還特別率領多人上

金山，探訪這群在山區奮鬥的居民，並同

意更名為「金針山」，從此打開了金針山

傳奇的「首部曲」。

早在民國60至70年間，是金針山的鼎

盛時期，但見滿山遍谷都是採收金針菜的

人潮，最多的紀錄是一天達1,500百人，在

上山、下山的產業道路上，賣熱食、冷飲

的攤販，來往於產業道路途中。但曾幾何

時，由於金針走私猖狂，加上各地一窩蜂

搶種，導致生產過剩，以及金針「含硫」

事件等因素後，國內金針價格每況愈下，

在70至80年逐漸走下坡，金針農的風光不

再。如今，往昔這段黃金時期，只留下片

段的回憶！

太麻里金針山經濟栽培的金針品種，

稱為「橙萱」，橙黃醒目豔麗的花朵，在

每年的盛開花期，為城市人難得一見的景

觀。近年來，政府倡導綠美化環境及休閒

農業，在前太麻里鄉長王樹木努力推動觀

光休閒農園，配合政府「休閒農業」政策

下，逐年改善佳崙產業道路的交通路況，

並輔導農民採用產業觀光的方式，來轉型

經營金針山，其特殊景觀極具發展潛力，

可重現30多年前的繁華景象，同時，也讓

遊客親手採摘金針，體驗金針田園樂趣，

開創金針山的「第二春」。

太麻里金針山的天然資源非常豐富，

除有優美的高山、溪流、瀑布、峽谷、鐘

乳石洞等自然景觀外，當地金針花農蔡青

山，也就是金針山開拓先鋒之一蔡鳳考老

先生的兒子，將30多年前的木造金針菜

乾燥加工廠，加以整理為「金針產業文化

館」，讓遊客能一睹早年金針菜加工廠使

用的器具，認識金針的產業文化。

蔡青山更率先將農場下方步道周邊

的山坡地，配合政府鼓勵造林政策栽種樹

木，目前已展現蒼翠美麗的成果，一年四

季有櫻花、杏花、李花、梅花、「大地喇

叭手」－台灣原生野百合、「夏雪」－油

桐花、金針花、青楓（槭）、楓香、櫸木

（紅雞油）、光臘樹（白雞油）、杜英、

牛樟、江某、筆筒樹、烏心石等原生花木

樹種，可供遊人觀賞，此外，還有唐竹、

墨竹、巨竹、人面竹、四方竹、葫蘆竹、

長枝竹、麻竹、綠竹、孟宗竹、紫竹

等，宛如竹類的「大觀園」，走在林間

休閒步道上，滿山鮮紅、粉白的花朵，

猶如置身仙境之中。尤其日出、夕照、

雲霧、彩虹等自然景觀，更是令人嘆為

觀止。

東部地區壯闊的自然景觀，總是讓

來訪的旅客讚嘆不已，趁著夏日，踏上

花東的山區，欣賞美麗的金針花，聽聽

在地農民的故事，放鬆之餘，也讓自己

多認識腳下的這片土地。

▲ 橙萱金黃醒目鮮豔的花朵。

46 47

台灣鄉鎮YUAN Magaz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