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 文 溪 旁 的 紅 花 園

大 埔

▲ 由高山飽覽大埔鄉與曾文水庫全景。

▲ 情人公園同心橋。

■ 文、攝影/李晶采

好山好水好風景，大埔，就是這樣

的一處好所在！它屬於曾文水庫湖畔，一

個依山傍水的小山鄉，位於嘉義縣的最南

隅，距離嘉義市約60公里，鄉境內的地形

高度，從海拔230公尺，爬升到1,100公

尺，四面環山，有馬頭山、凍子嶺、三腳

南山等山嶺，均屬高山峻嶺，其中，以馬

頭山被視為大埔的聖山，海拔最高，因山

形似馬頭而得名，中央形成一個小盆地，

曾文溪之上游自阿里山西麓而下，流匯聚

成曾文水庫，下游則流經台南縣，注入台

灣海峽。

「紅花園」之稱  史書中亦

有記載

從高山蜿蜒流經平原的曾文溪，曾經

是一條駐居多個種族的走廊，而大埔（舊

稱「紅花園」)，就是其中最閃亮的一顆明

珠。早在明朝時，荷蘭人的文獻中，即已

有「紅花園」的記載，國姓爺（鄭成功）

的軍隊，曾沿著曾文溪來到阿里山的特富

野社（豬母勞）。「紅花園」時期，此地

活躍著鄒族、布農族、平埔族、漢人、日

本等族群，也流傳一些可歌可泣悲壯的、

浪漫的故事。後來因征戰、疾病、築水庫

等因素，產生此地布農族的滅亡，鄒族的

消失，人口逐漸的減少，使得「紅花園」

雖有著豐富的人文歷史，但卻漸漸地被人

們所遺忘！

「紅花園」三字，並不是憑空杜撰出

來的地名，在五萬分之一的地圖上，即可

以找得到「紅花園」及「紅花園山」的標

示。而在「大埔鄉志」內，亦有相關的記

載，如「大埔鄉開拓史」篇中，載有「光

緒21年（日明治28年，西元1895年），

第一次破莊：佔據前大埔蕉坪頂之匪首陳

發（綽號「破面發仔」），率領部下30名

進入後大埔，住在紅花園崁頂。」同篇文

內「光緒27年（日明治34年11月28日，

西元1901年），日本政府在後大埔組織討

伐軍及搜索隊，將憲兵隊及守備隊派駐大

埔庄，設立後大埔支廳（隸屬嘉義廳），

在牛舌埔、紅花園設派出所。」在在都顯

示，確實有「紅花園」這個地方。

大埔鄉在以前稱為「簡仔霧社」（或

稱「簡霧社」），是原住民南鄒族的聚居

地。明末崇禎15年（西元1642年）間，

稱作「後大埔社」，荷蘭人據台時期，有

荷蘭人在後大埔社茅埔仔（今曾文水庫參

觀台下面湖底之處），開墾田園及建築房

舍。清雍正8年（西元1730年），福建漳

州人賴真宗（係開發後大埔庄之始祖），

渡海來台遍遊台灣各地，遊至後大埔社，

見沃野數百甲，很適合開墾農耕，乃晉謁

諸羅縣知縣，請得批准後，自竹崎率20

餘名墾戶，來此從事墾殖，之後，歷經

郭、劉、高、陳、林、黃等墾戶陸續經

營，至清同治年間，茄苳腳、後大埔才墾

業大成，改稱「後大埔庄」。舊名「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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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頭山被視為大埔的聖山。

▲ 曾文水庫最美的時候是在清晨。

埔」，源於先民於「前大埔」（在現今嘉

義農場的斜對岸，靠近台南縣東山鄉的地

方）後方，聚居形成村落，因而稱為「後

大埔」，至1920年，才改成「大埔」。

「紅花園」源自於愛情故事

以前的大埔，是南鄒族原住民居住

的地方，一直到與漢人互市（做生意）

後，才有漢人遷徙進來。當時，最熱鬧繁

榮的地方，就在「紅花園」，全盛時期活

躍著原住民、平埔族、漢人、土匪等，就

像是美國西部影片中的新興城市一般，據

傳當時人口，比現在大埔鄉還多，充滿了

刺激、冒險與浪漫。聚落中，設有用牛隻

拉曳機器製糖的糖廍（即設備簡易的小型

糖廠）。早期時，大埔庄所生產的蔗糖、

薯榔、黃藤、醃野豬肉、鹿皮等產物，都

是利用竹筏，沿著曾文溪河道下行，運至

曾文溪口的府城（台南）銷售。此外，大

埔還設有戲院、賭場、川流式水力發電廠

等，這些建築遺跡，若逢曾文水庫枯水期

時，即可看到村屋、糖廍等舊物遺址。

大埔老一輩的人家，大都還記得「紅

花園」，蘊藏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話說

從前，有一位鄒族原住民的少女，名叫

「紅花」（早期很多原住民的名字，都是

以大自然中的動植物來命名），在偶然的

機緣中，邂逅一位漢人的青年，彼此情投

意合，從相識、相知到相戀。某次，鄒

族人計劃要襲擾漢人聚落，紅花得悉消息

後，深怕自己的情郎會受到傷害，所以，

就在前天夜晚，用弓箭射了一支鄒族特有

的羽翎箭，事先通知她的情郎，讓「紅花

園」得以免受被滅莊的命運。後來，當地

的居民合商共議，為了感念這位搭救聚落

命運的鄒族少女，就把這個庄落稱為「紅

花園」。

紅花園的故事，迄今仍還一直活在

大埔當地老一輩人的心中，但隨著老人家

一一的離去，如此精彩感人的人文歷史，

將漸漸的被人們所淡忘，因此，位於大埔

村境內的「紅花園」(現為歐都納山野渡假

村)，肩負起重新找尋、整理大埔地區人

文、產業、生態等資料的工作，首度對外

揭露「紅花園」的神秘面紗，希望藉此可

以活現「紅花園」風華，再度開出燦爛美

麗的花朵。

舒適寧靜的鄉間山村

進入「紅花園」的門戶，前門是在台

南縣楠西鄉的密枝村（南入口），後門則

在嘉義縣中埔鄉的澐水（北入口），兩地

間串聯的道路，即台3號公路中的一段，也

就是「澐密戰道」。所以說，是澐密戰道

打開了「紅花園」的大門，讓人們可以欣

賞此地的人文、產業、生態景觀之美。

不論從嘉義市經中埔、澐水，沿著台

3號公路南下，或自台南市到玉井、楠西，

進入台3號公路北上，當進入嘉義縣的大埔

鄉境時，眼前會耳目一新，因為看不到工

廠矗立雲霄的煙囪，也看不到破壞環境景

觀的工廠，以及聽不到廠房隆隆的噪音，

有的是清新的空氣和未受污染的飲水，是

個典型的寧靜鄉間山村。由於位處北回歸

線以南，屬丘陵溫暖濕潤型氣候，夏季較

長，而冬季較短，年平均溫度為攝氏2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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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的太陽使水域泛起粼粼波光。

採曾文溪石雕成的「芙蓉仙子」。

左右，且因四周有山巒作為天然屏障，所

以，沒有颳颱風的季節，加上濱臨曾文水

庫，湖面時而飄來水氣涼風，令人神清氣

爽。

當您來到大埔，除了能品嚐鮮美的

筍子、水庫產鮮魚，體驗悠閒的鄉居雅趣

外，大埔鄉境內的曾文水庫，也是讓人舒

暢身心的好地方。

曾文水庫臨大埔碼頭的一片水鄉世

界，最美的時候是在清晨在太陽還未升起

時，水域籠罩在白茫茫的霧氣中，早起的

鳥兒，已初試啼聲，各自展開歌喉。當第

一道曙光射下，金色的太陽使水域泛起粼

粼的波光，遠處緩緩移動的漁筏，也泛著

金色光芒，使人猶如置身畫境中，在這裡

欣賞山光水色，的確最好不過的了。碧水

青山隨著粼粼波紋盪進心懷，這時若有知

己隨伴在身側，真是一種詩情畫意！

定點美景  不容錯過

大埔鄉當地人特別推薦，旅遊的風景

據點有大埔橋、情人公園、湖濱公園、白

馬亭、觀音亭等，都極富特色。

由嘉義市經中埔，沿著台3號公路南

下，過分水嶺，進入大埔鄉的第一個風景

據點，便是大埔橋。大埔橋高懸在曾文溪

河谷上空約80公尺，橋長130公尺，橫跨

曾文溪兩岸，中間沒有任何橋墩，是大埔

鄉出入嘉義縣市的重要門戶。從橋上遠眺

曾文溪谷沿岸的溪谷、峭壁，是國內難得

一見的自然景觀。

著名的情人公園，依偎在曾文水庫湖

邊，與大埔鄉最高峰之「馬頭山」，僅有

一水之隔，其佔地廣闊，花木扶疏，在白

天，提供遊客賞景、休憩之用，傍晚入夜

後，則成為情人約會散步的好地方。從情

人公園走過同心橋，就是湖濱公園，橋旁

有一處漁人碼頭，在每天傍晚時，陣陣清

風徐來，十分涼爽。據說，男人吹了風，

嘴巴會變得「甜言」，女人吹了風，則會

變得「蜜語」，所以，每當黃昏時分，經

常有青年男女來此散步吹風，希望能吹出

甜言蜜語。

與情人公園性質相近的湖濱公園距離

曾文水庫亦不遠，一進入公園後，小葉欖

仁樹夾道相迎，公園內，有大片的綠野林

地，景色秀麗，是提供遊客露營、野餐的

理想去處。

毗鄰曾文水庫有個山野渡假村，「村

景」完全依照自然環境、森林植物來規劃

打造，頗富有「山野」的味道。走在渡假

村裡，會發現以廣大的翠綠草坪，和四周

林木綠意密切貼合外，最大的特色是在園

區內，洋溢著濃厚的文化藝術氣息，即使

是步道旁的休閒椅，也全部採用當地的原

石舖設，特別是擺放在園區各個角落的石

雕作品，已經與環境互相融合，成為造園

環境的一景。

矗立在草坪中央的「小孩與乳牛」，

作者葉勝光是台灣東部花蓮地區，年輕一

代的石雕名家，專攻石雕，以原住民、

寫實、鄉土題材為其專長，作品屢屢獲得

大獎。這件作品係採用帝王石為質材，主

要是描述小男孩對觸摸生命的感動，表現

極為活潑生動。一旁的花圃內，置立一座

採當地曾文溪石材雕成的「芙蓉仙子」，

作者林景松的原本創意，是在欣賞曾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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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農場「鎮場之寶」的黃玉蘭老樹。

▲ 「小孩與乳牛」石雕。

庫的山光水色時，想像有一婀娜多姿的女

子，披著一頭長髮隨風飄逸，有如出水芙

蓉般漂亮迷人。

曾文水庫  南台灣的供水要

地

曾文水庫為全台第一大水庫，除提供

農田灌溉外，並可供應發電、防洪、給水

與觀光，是一個多元性的水庫。區內層巒

疊嶂，碧波萬頃，湖光山色，美不勝收。

水庫大壩高133公尺，長約400公尺，從壩

頂俯瞰湖光山色，只見一片青山綠水，令

人心曠神怡，近年來，已成為南台灣重要

的休閒遊憩風景區。

近年來，為發展水庫湖面的觀光事

業，水庫管理局開放遊艇觀光活動，現在

每天有航班行駛，也臨時視旅客需求，加

開航班、包船等業務。通常每天是排有兩

個固定班次，從情人公園漁人碼頭出發，

沿著曾文水庫湖岸巡航，沿途可眺望著名

的三腳南山（海拔1,187公尺），途中停靠

嘉義農場、水庫中正樓碼頭接載旅客，接

著一路航行到大壩前，由湖面欣賞水庫大

壩，顯得更加壯闊雄偉。船艇靠著水庫湖

岸慢慢航行，而船上的工作人員，也一路

介紹水庫興建過程與漁產、大埔鄉的風景

與農特產品，讓船上的旅客獲益不少。

曾文水庫是台灣著名的水庫釣場，經

常吸引許多釣客前往垂釣，尤其以北部的

釣客為最多。在水庫指定範圍內，可釣獲

的魚類，包括武昌魚、曲腰魚（俗稱「總

統魚」）、大頭鰱、福壽魚、鯁魚、草魚

等。就魚類生態上，台灣最好吃的淡水

魚，都匯集在曾文水庫內，夙有「水庫三

寶」之稱的總統魚（曲腰魚）、武昌魚、

筍殼魚，最獲饕客的好評。

闊葉黑森林  宛若人間仙境

三腳南山座落水庫旁，從山腳下的登

山口開始，穿過樟樹林、麻竹林後，健行

走到山腰，回首俯瞰山腳下的景觀，平靜

無波的曾文水庫，如銀帶飄逸，無限寬廣

的山林，點綴著嘉義農場片片紅瓦，盡入

眼簾，美不勝收。農場的夜晚，日夜溫差

大，寂靜清涼，偶有蟲聲唧唧，或螢火蟲

提著燈籠來湊熱鬧。月夜下，對著山嵐閒

坐，陣陣涼風徐來，霧氣也接踵而至，難

怪有人以「仙境」二字，來形容山腳下夜

晚的景色。

三腳南山的山腳下，有一大片次生

闊葉林－「黑森林」。在這片森林中，鳥

類與蕨類的生態資源非常豐富，成為其

特色。森林內的野生植物，如姑婆芋的花

果、血桐的種子、荒廢的木瓜、懸鉤子的

果實等，都是野鳥覓食的美食；在鳥類資

源方面，據陳加盛、王嘉雄二位老師的調

查，共計有11科74種鳥類，較為珍稀的，

有藍腹鷴、朱鸝、八色鳥、鳳頭蒼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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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蘋果老樹，一株在嘉義農場，另一株在

行政院農委會嘉義農試所，但是，唯獨生

長在嘉義農場這株，才會開花結果，且結

果纍纍，果肉黏稠多汁，味道清新鮮美，

富有特別的香味，因此，常可見到成群鳥

類，聞香飛來覓食。這株又稱「牛乳果」

的星蘋果，樹型高壯優美，枝葉非常茂

密，約百年的樹齡，為台灣的原生種，益

顯得更加珍貴。 

台灣旅遊YUAN Magazine

▲ 由湖面欣賞水庫大壩。

▲ 黃玉蘭花。

麻雀、赤腹山雀等。至於孳生在黑森林底

層的蕨類植物，總共有20科92種，其中，

以熱帶體系的三叉蕨科物種是主要特色，

生長於林蔭間的紅柄實蕨、突齒蕨、薄葉

擬茀蕨等，經行政院農委會集集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台灣大學郭城孟教授證

實，是台灣非常珍貴的蕨類。而於黑森林

步道山腰，可俯瞰曾文水庫湖景，湖光山

色，美景天成，夕照彩霞，蒼山暮靄，不

禁讓人憶起「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

天一色」，應是最佳的寫照。

國家級三寶－黃玉蘭、澳洲

胡桃、星蘋果

座落於曾文水庫畔，依山傍水，風景

優美，生態資源豐富的嘉義農場，雖經一

番改建整理，仍保存原有的外觀。中國東

北有三寶－「人蔘、貂皮、烏拉草」，而

在嘉義農場，也有農場三寶－「黃玉蘭、

澳洲胡桃、星蘋果」。其中，黃玉蘭、星

蘋果都是百年老樹，已被列為「國寶級」

樹種，也是嘉義農場的「鎮場之寶」。

    獨自踞守在農場一角的黃玉蘭樹，

為農場碩果僅存，也是全台樹型最高、樹

圍最粗、樹齡最老的一株黃玉蘭老樹，其

樹齡經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

心植物組研究人員的鑑定，已有100年以

上的歷史。這株黃玉蘭樹，與一般白玉蘭

樹不同的地方，為它開放金黃色的花朵，

且香氣也特別濃郁，相傳是當年日本人引

進栽種，準備作為提煉香水的原料樹種。

黃玉蘭的花期，為每年4至6月，而在8至

10月進入盛開期，開花數量達萬朵之多，

花香撲鼻，令人心曠神怡，神清氣爽，舒

暢無比。

在世界上眾多的乾（堅）果中，以

澳洲堅果－「澳洲胡桃」的經濟價值最

高，夙來享有「乾果之王」的美譽。嘉義

農場是在民國60年時，在場區栽種2公頃

的澳洲胡桃，其果實呈球形，帶短尖頭，

種仁有相當豐富的鈣、磷、鐵、氨基酸等

養分，經炒製烘焙後，風味獨特，質地細

膩，清脆可口，香氣濃郁，廣泛應用於菜

餚（入菜）、餅乾、麵包、糕點、糖果、

巧克力、冰淇淋等食品上。

在嘉義農場內，還有一株也屬於國寶

級的樹種－「星蘋果」。全台灣僅有兩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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