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3月19日晚，一群從台灣的各

個角落出發的行登山愛好者，集合在高鐵

台中烏日站。目標是「百岳入門路線」，

山友們稱「奇萊南華」的奇萊南峰（3,357

公尺）及南華山(3,183公尺)。主要行進

路線是從屯原登山口啟程，路過雲海保

線所、大崩壁，然後到宿營地「天池山

莊」，隔日啟程攻下奇萊南峰與南華山後

折返。

黑色奇萊V.S. 綠色奇萊

在認真查過資料得知，這一趟路程沿

路都是緩上坡，僅有一段因為路基崩毀，

所以必須陡上繞過崩塌的路段，除此之

外，多數路段都有鋪設水泥道路或平坦的

泥土路，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天池山

莊的莊主騎著野狼125的機車在山林間奔

馳的帥氣身影，既然連機車都可以行走，

想必路況應該不錯。果真如此，這趟奇萊

南華所經的道路大部分都有1公尺寬又平

坦，因此也吸引單車族的各路英雄好漢來

此挑戰。比起其他高山狹窄且不易行走的

山道，走在奇萊南華這段山路中，錯身而

過的不止有登山人群而已，機車、腳踏車

也聚集在同一個路段，這種熱鬧的情景，

應該是其他百岳山頭難以體驗的吧！

不過，可別聽到奇萊山，就直覺想

起那聲名遠播的「黑色奇萊」喔！因為這

次有素來鮮少體驗百岳的伙伴一起參加，

那未經鍛鍊的肉腿可經不得黑色奇萊的摧

殘，更何況黑色奇萊山詭異多變的氣候，

就連登山經驗豐富，爬過百岳的山友面對

這座山都要謹慎以對，更何況我們陣中

還有戰鬥力薄弱的隊員們，挑戰黑色奇萊

山，掂掂自己的實力便打退堂鼓。這次的

奇萊，就鎖定搖曳著青青綠草，號稱「綠

色奇萊」的奇萊南峰了。相較於正港「黑

色奇萊」的奇萊北峰（3,605公尺）與主峰

（3,560公尺），綠色奇萊簡直就像奇萊群

峰這個黑社會裡，比較好欺負小弟一樣。

而另外一座主角南華山，就是擁有大片草

原的能高北峰，可以遠眺整個能高主峰、

南峰，一長段峰峰相連的美景，觀之視野

遼闊、心曠神怡。而從屯原登山口出發

後，前往宿營地天池山莊的路段，即是能

高越嶺古道前段。整條能高越嶺古道海拔

介於1,689公尺~3,263公尺之間，林相豐

富，全程西起霧社，沿著塔羅溪上行、越

過南投縣與花蓮縣交界的中央山脈能高鞍

部，而後下木瓜溪 抵達花蓮，全長達約83

公里 ！ 

這次登山行程雖然排在春暖花開的

3月，但是天氣還是顯得有點涼，而且下

山後看到別人的紀錄，才發現原來早我們

一星期上山的人還有遇雪呢！晚了一個星

期的我們雖和雪景無緣，但也慶幸天氣並

沒那麼冷冽，讓我們得以順利完成這一段

旅程。大概也因為天氣回暖，上山的人變

多，導致我們登記不到晚間落腳住宿的天

池山莊，只好勞動擁有過人體力與意志堅

強的伙伴背帳棚上山！上山的前一天，大

家先在山腳下的民宿度過一晚，隔天一早

便開車前往屯原登山口，一到登山口時兩

側路邊已經有一些房車停放，等我們將車

停好、卸下裝備，抬頭一看，整個登山口

已經被各式轎車停滿，還有載客來到定點

的小巴士，奇萊南華受到山友們熱愛的程

度由此可見。由於不想造成與人群擠在一

塊走上山的窘境，一群人選擇迅速整裝，

以避開擁擠的人潮，待準備物品就位、人

員到齊後就出發了，沿途經過木橋、小小

的崩壁、台電公司輸電鐵塔、吊橋，步行

4公里多後，到了雲海保線所。這個保線所■ 文、攝影／曹甯

的記憶高
悠 轉在

間山草
原

■ 文、攝影/曹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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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的輸電鐵塔

▲ 壯觀的大崩壁

原是日據時代的建設，後來作為台電公司

東西向電力輸送的保衛站，如今依然保留

具有歷史風味的木造建築，同時仍負有保

衛電力輸送的功能。且保線所前方有一個

非常廣大、空曠的廣場，並且豎立著「台

電雲海保線所  海拔二三六０公尺」字樣的

碑，幾乎所有上山的人，都跟了這碑一起

拍了照，有點歷史斑駁感的碑，搭配著各

式各樣歡樂的表情，這真是這山頭上最快

樂又最滄桑的一塊石頭，也因為這個刻著

字的石頭具有的特別意義，每個人見著它

就笑哩！在這裡稍事休息，補充一些熱量

及水分後，就準備揮別保線所繼續前進，

畢竟後頭還有9.5公里的路呢！正當要出發

之時，撇見同隊的鐵腳雙人組，在大山之

前研究著地圖順便認山頭的身影，忽然發

現在大山的跟前，人真的好渺小，但看著

他們認真的研究地圖身影，卻又有一種心

安的感覺。

第一項挑戰  坍塌的大崩壁  

離開了雲海保線所，就是最令人煎熬

難耐的部分了！我們遇到的第一個難題，

一段崩塌的道路。這一段路因為風災，整

段路面帶路基全沒了！貼心的山友用腳造

路，創造出一條高繞的路徑，直接繞過崩

塌段，但高繞的路卻陡得很，看得重裝的

我們直嘆氣，大自然的挑戰書，果然沒有

辦法輕易過關。短暫的休息了一下，嘴裡

雖然嘟囔著，但心裡還是想趁年輕多吃點

苦吧！面對挑戰，咬著牙一鼓作氣的走過

了崩坍段。沒想到，過了崩坍之後，還有

更緊張刺激的挑戰！馬上就遇到非常壯觀

的大崩壁，這大崩壁遠遠看著壯觀極了！

近看卻一點都不可愛，走進崩壁裡面更是

教人直想落下放棄的眼淚。這一大片頁岩

崩坍造成的崩壁，本來就處在一種隨時會

崩落的狀態，脆弱的頁岩也經不起登山杖

大力點戳，導致人得搖搖晃晃的在頁岩堆

裡行走，偏偏可以行走的道路也不時會有

碎片落下來，導致某些路段變得稍嫌窄了

一些，更有些地方那一腳踩下去又鬆又軟

的觸感，一踩下彷彿瞬間有股電流從腳

底直竄頭頂，再低頭一看腳下的山崖，

保證全身立馬爬起雞皮疙瘩，這種驚險的

歷程，除非親身經歷，否則是無法體會箇

中滋味的。所幸老天保佑，同隊的朋友都

平安挺過，原以為之後的路途可以輕鬆度

過，無奈更苦的在後頭。

大崩壁後的道路就是一連串不停緩

上、再緩上、持續緩上的過程，那種微微

傾斜卻又長路迢迢的道路，不止會慢慢的

消耗人的體力，還會一點一滴侵蝕人的意

志力，一路看似平坦，卻會在不知不覺之

中讓人越來越喘、越來越舉步維艱，而登

山界那句眾所皆知的謊言「快到了！」在

此處則完全無用武之地，因為看著蜿蜒的

道路就在山腰間彎來繞去，完全消散人對

於「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期待。我們就在

這種精神跟肉體折磨中，緩慢的挺進。折

騰了好幾公里後，終於到了天池山莊！

入山莊前，即使不遠處有一處瀑布可以觀

賞，也早已失去觀瀑的興致，只想把鞋襪

都脫了，好好躺在草皮上吸收日月精華。

能高嶺道的坡度平緩，若是一般沒有負重

的狀態下，應該是條輕鬆的道路，但在身

上背負著至少10公斤以上的登山大背包的

狀態下，能夠臉不紅氣不喘，健步如飛的

走完這條平坦的漫漫長路已不容易。更何

況是爬百岳經驗不豐富的我們，差點走到

靈肉分離、身心渙散，除了靠著非比尋常

的意志力支撐之外，真的就是靠同行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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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萊南峰三角點

▲ 高山草原的一角

人互相打氣了。憑心而論，能高嶺道但這

段山路寬敞、平穩、安全，完全不負入門

山的名號，是條非常適合進行百岳入門訓

練的山道。

紮營天池山莊  

暢談秘密於山頭間

當我們到了天池山莊後，大批人馬

也陸陸續續的到了山莊，山莊不但裡頭客

滿，連外頭可以紮營的草皮都一一被攻

佔，幸好我們人數不多，只要小小的一塊

地就能安身立命了。一切安頓完畢便開始

張羅晚餐，要在山上準備餐食是需要結合

智慧及創意的。當晚，我們的晚餐菜單中

有炒高麗菜與苦瓜鹹蛋，可愛的領隊開心

的拿出高麗菜、沙茶醬、幾顆鹹蛋與苦

瓜，然後，他眨著孩子般的水汪汪大眼睛

說「我也不知道怎麼弄」，在這種疲累、

飢餓交加的無言時刻，大家當下都深刻的

體認到與其要求領隊變出勉強可以充飢的

食物，不如大家一起想想辦法做出可以入

口的佳餚，於是在大夥七嘴八舌、手忙腳

亂的情況下，還是吃到了美味得令人感動

的沙茶高麗菜與鹹蛋苦瓜，足見古人說的

三個臭皮將勝過一個諸葛亮的諺語一點也

不假，這時候就算傅培梅在世，要是沒有

大家的靈光乍現，也飽足不了飢腸轆轆的

一行人！ 

夜晚，滿天星斗。貼近蒼穹的感動，

總會讓人不自覺的停下腳步，靜靜的感受

被自然擁抱的氛圍，在寬廣的夜空之下，

心胸開放了，心情也隨之開朗。城市裡那

些糾葛在人、事、物的煩惱，好像也沒有

一件值得在此時此刻拿出來干擾當下澄明

的心境。人總是不停追趕許多目標，但在

這樣的時刻，卻會發現自己所需要的是那

麼少、那麼的簡單，只是一襲冷冽清涼的

空氣、一片明亮的蒼穹繁星、一絲樹梢被

風拂過浪濤似的聲響，原來，心境澄明指

的就是與自然最單純的響應與呼喚吧！只

是多數的我們身在城市叢林之中，高聳的

建築、迷亂的燈光，建築頂上一絲不苟的

切線，猶如刀口，把人和天空整整齊齊的

切割了，也把人和大自然切割了。不過，

那晚也許是一起宿營的眾多山友們，都太

難得聚在一起感受自然的洗禮了，即使到

了很晚的時候，還是有少許的人在帳棚外

把酒言歡、促膝長談，夜晚帳棚外頭空氣

就像瞬間將萬物凝結一般又冷又靜，所以

聲音傳得特別犀利，雖然不知名的山友有

特地輕聲了一點，但他們的秘密依舊清晰

裸露的迴盪在山頭間，成了大夥無言的催

眠曲。

隔天一早，某個看似學校集體出遊的

大軍團一早就收拾完畢，一行人老老少少

像安靜的急行軍上山看日出去了，另外一

行人，待安靜的急行軍出發後，也陸陸續

續起身準備出發，出發前他們為了怕有隊

友落單就開始點名，但每每點到21號就因

為沒人應聲導致又要重報一遍，連續三次

後，拖這位21號的福，本來就沒打算看日

出的我們也起身煮早餐了。整裝完畢出發

攻頂時，因為我們出發的時間已經較晚，

所以沿路沒有與其他隊伍爭道的問題，就

更悠閒的慢慢往上爬，在天池旁，我們決

▲開始不久之後經過的木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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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草原環繞的南華山頂

大山之前，兩人渺小、認真的身影

定先上奇萊南峰再折返上南華山，隨著我

們的腳步，眼前的風景也跟著海拔提升慢

慢出現零星草原的景致，路途中也看到日

出前映著美麗雲彩的山頭。繼續沿著山路

前行，下切了一個溪谷又一段之字形上坡

後就攻上了奇萊南峰，從山頂可以北望雄

偉的黑色奇萊，望著那不知何時才可能攻

上的山頭，大夥趕緊在這頭的綠色奇萊上

以黑色奇萊當背景拍起照來，但願有朝一

日可以登那山望這山！

虛驚一場  巧遇台灣黑熊

為了把握時間，結束了奇萊南峰的攻

頂，我們便迅速往南華山移動。往南華山

上的路上，更是壯闊的草原風光，只是雖

然正處季節交替時節，但草原仍未翻青，

少了一份綠草如茵的圖像，但在和煦的朝

陽下褐色的草原卻閃爍著金色的光芒，

另有一番風情。往前望去，草原裡蜿蜒著

明顯的路徑，繞著山腰前行，環繞過幾座

假山頭後，最後一段陡坡直上山頂，當我

們在草原的路徑中賣力前進時，也與零星

幾隊攻完頂要下山的隊伍擦身而過，然後

在接近直達山頂的大陡坡時，驚見從山

上一瀉而下的人群，是一早就出發的學生

軍團！就在我們開始登坡時，正巧和他們

錯身而過，個個青春洋溢、腳步輕快，夾

雜著幾位外國學生，感覺甚是新奇！每次

在高山上看見來自友邦的山友，總是會多

少有種驕傲的感覺，好想在疲累中擠出滿

滿微笑對他們說「Hey~我們的山還不賴

吧！」，偏偏在那交錯的一瞬間，除了微

笑，什麼都擠不出來了。正當只能展現無

敵慈祥的眼神，目送這些青春勇腳的背影

下山時，回頭一看！驚見一隻台灣黑熊突

然出沒在身邊！有個學生穿著全套連身台

灣黑熊裝，手拎著一瓶可樂，搖曳著兩隻

小巧可愛的黑熊耳，晃蕩著胸前的白色大

V字，喘噓噓的奔跑而下，就這樣，我們

竟然有幸在三千公尺的高山上，與台灣保

育類動物錯身而過，這還真是台灣保育史

上的奇蹟阿！看得目瞪口呆之時，雖然還

很想看看他背後有沒有可愛的黑熊尾巴，

但無奈熊下山的速度飛快，一溜煙的就隱

藏在他下山的同學堆中了。

告別了這一群不知道來自何方的可

愛師生團，換我們登上這座在草原中的山

頭。南華山其實是能高北峰，因此在山

頂上也可以見到連綿的能高主峰跟能高南

峰，在山頂上也可見到清晰的路徑沿著稜

線一路向著大山而去，這就是領隊孜孜念

念的北三段，這時領隊默默的站在山頭拍

照，可以想見他蠢蠢欲動的心，整個山頭

頓時被他蕭瑟的身影給覆蓋，那遺憾的影

子約莫可以覆蓋整個能高群峰了。撇開獨

自傷心的領隊，看著遠方的雲海跟山巒，

可惜這兩天氣候其實不甚理想，霧濛濛

的，所以在山上沒有很清澈的天空，但已

經足以撫慰我們這些天的跋涉辛勞。

登大山  學習人生態度

我們返回天池山莊後，便直接打包啟

程回屯原登山口。上山時令我們相當痛苦

▲ 能高主峰與能高南峰構成的北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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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盡的山路而已，就是有這麼些個橋段，

往後大夥聊起來一定會記得領隊對著鹹蛋

跟苦瓜喊出一句「我也不知道怎麼弄」，

那個讓人又好氣又好笑的表情；也會記得

我們追趕在他背後，最後雖累但也因為速

度加快了，讓我們有更充裕的時間可以各

自返家。每一次的登山，總是會從那一起

刻苦克難的過程中更瞭解其他人一點，學

習更包容，也學習怎麼把過程中那些殘缺

的一角，轉向另外一個角度，才能看到更

多美好的一面。登山，感受自然的美景是

一種個人與自然的對話，感受隊友之間的

理解與包容卻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珍貴的學

習機會，這應該也是登山迷人之處吧！結

束了奇萊南華的旅程，未來我們又要邁向

另一座大山的懷抱，而你的大山之旅也要

開始了嗎？

小知識補遺

能高越嶺道與台灣電力供輸

能高越嶺道對於台灣東西向輸電建設有著功

不可沒的影響。日治時期，日人即著手應見

東西向輸電線路工程，但因為二次大戰中

斷；直到民國39年，台電為了將台灣東部充

足的電力供給至西部地區，於是沿著能高越

嶺道拓建步道，進行東西高壓線路工程。線

路由銅門至霧社動架設327座巨型鐵塔，其

間每隔十公里設置一處保線所，共八座（以

能高越嶺原有駐在所為基礎），以便利維護

管理。此一創舉在當時被譽為「電力的萬里

長城」，促使電力傳輸跨越了台灣屋脊—中

央山脈的阻隔，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有重大

的貢獻。

雲海保線所

霧社事件結束後，日警重建月嶺道上的駐在

所，且為加強山地控制，增設富士見與松原

等兩駐在所，其中尾上駐在所，重建後的位

置移至原舊址西邊約一公里的尾上山稜線

上，即現今的雲海保線所所在位址。民國39

年台灣光復後，尾上駐在所隨著山地警備事

務的解除與台電東西向輸電線路的興建，而

更名為雲海保線所，並肩負線路維修與保養

工作迄今。

▲ 離開保線所後的道路崩塌段

▲ 台電雲海保線所標示碑

的緩上坡，下山時頓時成為易於加速的緩

下坡，我們開始以一種無聲急行的方式，

默默的跟在領隊的背後，素來擁有無影腳

之稱的領隊，感覺到我們沉潛的氣息與

腳步慢慢向他逼近，竟然像是受到刺激似

的，馬上起腳加速！緊跟著領隊的隊友，

見領隊加速馬上也大步跟上，後頭的我們

竟然也不疑有他，迅速追上，而那有著彈

簧般雙腳的領隊，發現他又被追上，竟然

又頭也不回的加速往前衝！偏偏混合著一

路緩下坡的優勢，即使是五花蹄膀腳的我

們，還是能像甩也甩不掉的凶神惡煞似的

黏在領隊後頭，終於，一而再、再而三的

反覆後，我們締造了平均15分鐘走一公里

的佳績，這個可怕的速度一直延續到大崩

壁前才停止，到達登山口的終點時，我們

竟然比領隊預定的時間早了一個小時，儘

管下山的速度飛快，但自己的雙腳肌肉已

經緊繃到極限，踏著蹣跚的步伐勉強回到

車邊，整理好行囊便離開了登山口，準備

踏上歸程。

這次行程，因為有著這麼一個外表

剛毅木訥、體魄雄健，但內心世界卻無比

細膩可愛的領隊，讓我們的登山行增添很

多意外的效果。儘管他盡其所能的計算時

間、準備食糧、照顧好同型隊友，無奈照

顧人的工作相當繁瑣，期間的小細節無法

樣樣兼顧，稍稍的脫線，為大夥增添了難

忘的回憶。但如果沒有這些小插曲，大家

以後回憶起這趟旅程，大概只記得漫長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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