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攝影／彭裕芸

▲ 滿山竹海景觀。

▲ 竹山鄉土料理—紅蕃藷拔絲。

農產、美景、人文薈萃之竹山

在南投縣竹山鎮民間，流傳「呷蕃

藷，配竹筍，喝好茶，看風景」（閩南語

音）的俚語，十足道盡竹山鎮的地方特

產，也極力推銷在地的觀光產業。

南投縣的竹山鎮，古稱「二重埔」，

亦稱「水沙連」，相傳明鄭成功派其愛將

林圮進入竹山地區，由牛相觸口（今竹

山、林內交界帶）到此屯墾，以竹圍仔

（今竹山鎮雲林里）為根據地，後來，其

餘漢人開墾此地，改名為「林圮埔」，以

紀念林圮開山基祖的功勞。至清乾隆年

間，才逐漸形成聚落與市街，成為往中央

山脈地區（昔日稱東部為「後山」）的重

要中繼站，光緒年間設立雲林縣，並將縣

治設置於此（今日雲林里），而擁有「前

山第一城」的美名，但在1893年，由於濁

水溪氾濫成災，才將縣治遷至斗六地區。

民國9年，因見此地竹林甚多，而更名為

「竹山」。 

竹山鎮是南投縣最早開發的聚落，又

曾經是雲林縣治所在，以及八通關古道的

起點，得地利之便，早期不僅是交通商旅

的要衝，也是移民進入後山的大門，因而

遺留下許多珍貴的碑碣古厝，足供後人緬

懷先人披荊斬棘的艱辛史頁。也因地理位

南投 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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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關係，竹山地區處處青山綠水，竹密天

涼，人文薈萃，民風純樸，風景優美，鄉

土風物更是引人入勝，是避暑休閒的好去

處，也是農產品加工及觀光轉運中心。 

「好山•好水•好風景」，創造竹山豐

富的自然資源，「竹海•茶山•蕃藷園」，

是竹山的經濟產業；「竹的工藝•文化古

蹟•地方美食」，是竹山的地方人文特色，

因而，推動經濟農特產品與發展觀光、深

度旅遊，即成為竹山鎮發展進步的指標。

在歷任竹山鎮長的用心經營下，已打下良

好的建設基礎，以「產業行銷的竹山」、

「文化工藝的竹山」及「特色旅遊的竹

山」，發展優質的無煙囪觀光旅遊產業，

來重新振興竹山鎮的經濟，使竹山成為

「竹的故鄉」，積極推廣文化深度旅遊，

讓「八通關古道起點」的竹山，成為名符

其實的「前山第一城」。

竹山蕃藷尚界讚

60年代時，一齣「嘉慶君遊台灣」

的連續劇，主題曲中「竹山蕃藷尚界讚」

（閩南語音），打響「竹山紅蕃藷」的知

名度。相傳，嘉慶君為太子時，曾來台灣

探訪民間，當遊歷經竹山照鏡山附近時，

因貪玩錯過歇腳的旅舍，乃借住於江西

林一戶農家，生活清苦的農夫，以自己栽

種的蕃藷煮食饗客，嘉慶君因饑腸轆轆，

吃完蕃藷後大為讚賞，後人便稱為「皇帝

藷」。 

這種模樣小巧的蕃藷，其主要產地是

在延平里，李勇廟附近江西林照鏡山上，

品種為台農64號，表皮棕黃，肉色橙紅，

「爌蕃藷」和「蕃藷包」，是集山路（台3

號公路）現吃的著名特產，而加工後的蕃

藷餅、蕃藷糖，則別有一番風味。

照鏡山上的土壤為「紅壤」，因地勢

傾斜，排水良好，所生產紅蕃藷，肉色紅

潤，質地細密，味道甜美可口，很受民眾

歡迎。吃慣山珍海味的嘉慶皇帝，竟把紅

蕃藷這種「俗擱有力」（閩南語音）的鄉

土食物，視為人間美味，且讚譽有加，但

居民卻一肚子抱怨，紅蕃藷老是長不大，

以致收成不好，沒想到不知人間疾苦的皇

帝，卻脫口說道：「蕃藷好呷，嘸免大

條」（閩南語音），從此，照鏡山的紅蕃

藷，有帝王金口為它撐腰，就再也沒有長

大過，以瘦瘦長長的形貌，從清嘉慶到民

國依舊不掩它的光彩，至今仍是竹山最吸

引人的特產。

早年的物資較為匱乏，民眾的生活

極為困苦，許多鄉下人家都以蕃藷為主

食。現今蕃藷的吃法，變化更加多樣，有

爌窯、烘烤、煮地瓜粥，或加入煮成蕃藷

飯、蕃藷麵用，有些餐廳則將它入菜，做

成「蕃藷拔絲」甜點，風味更是香甜可

口，也可以加工製成蕃藷餅、蜜蕃藷、脫

水蕃藷片、炸蕃藷條等。也可用蕃藷泥加

糯米粉，搓揉製成蕃藷湯圓，煮成甜的或

鹹的口味。而蕃藷包的內餡，是採新鮮的

紅蔥頭、豬肉、竹筍、香菇末等，先爆炒

芳香後，才包好蒸熟，吃起來香Q味美，

是竹山的名產之一。

紅蕃藷產地所在的照鏡山，位於竹

山延平社區西南與坪頂埔台地上，座落在

坪頂埔台地的中央地帶，為標準的傾動山

塊，其地勢向東緩斜，西面多斷崖，呈現

單面山的地形。照鏡山因其斜緩山地面向

東，在朝陽照射下，金光閃閃，遠眺有如

一面鏡子，因而得名。站在照鏡山上，觸▲ 大鞍山區優美的竹林。

▲ 竹山遺留珍貴的碑碣，供後人緬懷先人
開拓的辛苦。

32 33

台灣鄉鎮YUAN Magazine



目所及盡是濃綠的茶樹，一畦畦整齊有致

的茶園，佇立於梯田濃綠淡翠之間，蝶舞

鳥躍，妝點出美麗的田園，尤以從山上遠

眺濁水溪，宛如銀帶般環繞整個山麓。

竹山茗茶 更勝普洱

竹山另一有名的特產為茶葉，該地

茶葉的種類，大致可分為：綠茶、白茶、

黃茶、紅茶、黑茶、花茶等七大類別。其

中，由竹山鎮延平里茶農所研發製成的佛

手黑茶，味道醇厚甘甜，勝似大陸之普洱

茶，因媲美普洱茶，所以，有「台灣普洱

茶」之美譽。其實，台灣佛手黑茶更勝於

普洱茶，為免其藏諸名山，故正名為「台

灣佛手黑茶」。

佛手茶之產製，以大陸永春佛手最

為有名，民國75年，自大陸初始引進台灣

時，在台北木柵、文山一帶種植，但培植

不成氣候，直到南投竹山照鏡山的莊氏引

種至竹山種植，在其子發揚光大下，「佛

手茶」之名號，才得以響遍一片天。台灣

的佛手茶，為從大陸引進種植之大葉種香

櫞佛手茶，這個品種的茶葉，葉片大如手

掌，可惜試種者不得其法，栽種的農民都

陸續轉作，目前，全台只剩莊友佛手茶工

廠，有較大面積栽培佛手茶。

在種茶、製茶領域，辛苦數十年來，

竹山茶農一路倍感艱辛，從開發出香櫞種

佛手青茶製法起步，於消費市場供不應求

下，又在茶業多樣化的理念下，再研發黑

茶喜餅、佛手大紅袍與佛手三色茶奶等產

品，其創新研發努力不懈的堅忍毅力，

正象徵台灣農民草莽原創與努力不懈的精

神。

台灣佛手黑茶餅的特色，為茶性溫

醇，色呈朱紅，濃香滑潤，適合大壺、小

品壺、蓋碗，或以咖啡煮法沖泡，亦可

依個人口味，酌量添加牛奶、奶精、芝麻

粉。冰飲黑茶可加糖，或添加少許酒，風

味更絕佳。

竹山茶農研製的台灣佛手黑茶喜餅，

係以台灣佛手黑茶為原料，經加工製造等

過程，再以模具緊壓而成，造型美觀大

方，泡出之茶湯醇厚甘美，讓金玉良緣甜

甜蜜蜜，加上精美的喜餅禮盒包裝，是新

人訂婚大喜之日，象徵著「雙雙對對，萬

年富貴」，意義很特殊的禮品。台灣佛手

黑茶喜餅之平凡，在於飲用醇厚甘甜茶湯

之配合下，甘而不膩，顯現出不一樣的韻

味，襯托出採用黑茶喜餅的這對新人，金

童玉女，永結同心。

自然生態的桃花源

「下坪自然教育園區」

竹山鎮擁有許多豐富的觀光資源，

當您來到竹山，便會覺得不虛此行，像是

下坪自然教育園區、太極峽谷、梯子（天

梯）吊橋、瑞竹竹類標本園、青竹竹藝文

化園區、照鏡山、沙東宮國家地震公園、

竹山秀林部落等，都是提供休閒渡假的好

去處。

位於下坪里，隸屬台大實驗林管理處

的「下坪自然教育園區」，又稱「下坪熱

帶植物園」。園區中栽植的標本樹木多達

500多種，包括用材樹種、藥用植物、香

料植物、觀賞花木等，還包含熱帶果樹、

多種稀有或重要的經濟樹種，另有十餘種

桉樹（尤加利）類及多種相思樹類樹木，

為台灣收集桉樹類最多的植物園，自然資

源豐富，也是來竹山值得一探的地方，由

於多樣化的標本樹木生長於此，也健全了

▲ 三層坪茶區終年雲霧繚繞。

▲ 下坪自然教育園區自然教室。 ▲ 下坪自然教育園區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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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坪自然教育園區的生物環境，在園區中

可見到多種昆蟲、鳥類棲息於樹林中，繁

衍、孕育下一代，與園區的樹木行程相依

相偎的緊密關係，而樹林中也不時會冒出

一隻隻活潑可愛的松鼠，多樣的生物圈，

讓下坪自然教育園區成為自然生態喜愛者

的天堂。

民國91年，「下坪自然教育園區」配

合政府「全國植物園系統與經營計畫」之

推動，將園區規劃整建為「國家植物園系

統－下坪熱帶植物園」，區分園區為「物

種保育、特殊物種展示、自然教育、生態

旅遊」4大主題，另再依據不同的植物類別

區分為：中部植物種源區、物種復育區、

竹類標本區、濕水生植物展示區、自然教

學區、植物學教學區、景觀遊憩區等7區，

結合自然教室、還園導覽系統，充分發揮

園區功能。整合性的規劃及分區，讓「下

坪自然教育園區」成為竹山地區休閒遊

憩、研究教學及戶外體驗學習生態之熱門

場所。

手持火銃的紅旗公

座落在中崎里沉潭巷斜坡旁的聖義

廟，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廟宇，廟裏供奉一

尊極為特別的神明，身著戒裝，手持火銃

（銃為槍），是台灣唯一持槍的神明，當

地居民都尊稱祂為「紅旗公」。

據說，「紅旗公」本名蘇阿乖，於清

光緒年間，在雲林縣衙門擔任捕快，奉命

圍剿經常出沒林圮埔（竹山）一帶為非作

歹的土匪，當時，雙方勢均力敵，持用火

銃激烈戰鬥，死傷極為慘重，蘇阿乖在戰

鬥中身受重傷，體力不支行至外番仔井附

近的山腳時，就氣絕殉職，與他一同圍剿

匪徒的結義兄弟及部屬共36名，也在該戰

役中全部陣亡。

經過多年後，每到午夜時分，當年

蘇阿乖殉職的地方，就有紅色火燄從樹下

出現，並四處飄浮，將夜空照耀得一片

亮紅，附近庄民常見此奇景，皆認為是神

威顯靈，於是在樹下豎立刻有「紅旗公祿

香位」的石碑，供民眾膜拜，隨後就屢有

「紅旗公」神蹟靈驗的傳聞，且保護庄民

五穀豐收，六畜興旺，特別是袪除災禍、

協尋居民失物，更是靈驗無比，因此，當

地庄民感恩而籌資建造廟宇，隆重奉祀享

受香火，即為今日之「聖義廟」。

聖義廟前，隔著清水溪正對著林內鄉

清水溪觸口山，遠眺如月世界山景，夙有

「小黃山」美稱，在山與廟之間，是幾畝

蔬果田園，點綴著若干農宅，景緻樸拙優

美，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

深，有龍則靈」，雖非名山大澤，卻有傳

奇無數、靈驗無比、民眾仰之甚深的「紅

旗公」駐靈於此，庇佑著鄉民。

太極峽谷  媲美花東太魯閣

特別推介竹山鎮28公里之一的大鞍

里，因山狀似馬鞍，且面積廣大，故名

「大鞍」。大鞍山區峰巒重疊，山谷縱

橫，溪流交織，竹林茂密，山色秀麗，擁

有森林遊樂區的優良天然景緻資源，境內

有杉林溪森林遊樂區、太極峽谷、竹林隧

道等自然勝景，風光旖旎幽雅。夏季雷雨

後，常造成溪水波濤洶湧，冬日變化多端

的雲海，虛無縹緲，美不勝收。

太極峽谷位於大鞍里山區的加走寮溪

上游，下游為瑞龍瀑布，因加走寮溪的中

段，在北面切割出山塊裂隙，而形成的斷

岩絕壁與瀑布湍流的峽谷風光，景致可媲

美東部的太魯閣峽谷燕子口、一線天等名

勝，故又稱為「西部太魯閣」。

太極峽谷是阿里山山塊上衝地層陷

落，經加走寮溪中段的河水，長期切割堅

硬的砂石岩層，形成兩岸懸崖絕壁，雄

奇威武，其莽林深處的絕嶺深壑，是山水

景觀的精華，當地人稱這峽谷地形為「石

▲ 座落在南投竹山中崎里的聖義廟，供奉
的神明是紅旗公

▲ 紅旗公是台灣唯一持槍的神明。

 聖義廟前正對小黃山美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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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今日則稱為「石杭峽谷」或「太極

峽谷」。

在太極峽谷中，石壁陡峭，巨石林

立，壯麗美景，渾然天成，而鬼斧神工的

懸岩絕壁，氣勢雄偉險峻，因而在民國60

年代，即因秀麗的景致，造成遊人車水馬

龍的大轟動。

早期先民經營大鞍林地，披荊斬棘

開闢步道，「大鞍嶺」與「梯子嶺」同齊

名，有「一崁到肚臍，二崁到目眉」的俚

語，可見道路的陡峭難行。南投縣政府於

民國93年，重新開發太極峽谷風景區，於

94年新建乙座有階梯的吊橋，橫跨立秋寮

溪（加走寮溪支流），為全台首見有208

級階梯，兩端落差20公尺，全長136公

尺，橋下峽谷深百餘公尺之吊橋，行走時

需稍用體力，且有爬樓梯喘氣的體驗，令

人難以忘懷。

這座特殊的吊橋，罕見階梯結構型

態，加上吊橋座落於「梯子嶺」土地公上

方，經竹山鎮公所辦理命名活動，而命

名為「梯子吊橋」。後來，地方政府為推

銷大鞍里的觀光產業，喊出以好唸易懂的

「天梯」，從而打響「梯子吊橋」的知名

度，隨後，地方人士順理成章改成「天

梯」，現已成為雲林、嘉義、南投地區，

響叮噹的熱門風景據點。 

清乾隆年間，太極峽谷地形險要，

當時的杭頭橋，就地取材以竹子架設，後

來才改建為鐵橋，居民為求通行平安，於

杭頭上方供建奉祠，僅以石爐供奉土地

公與土地婆兩尊福德正神，為地方農民精

神支柱。「福德正神」神蹟顯赫，強烈的

「921」大地震，都未能震垮奉祠，「桃

芝」風災大水淹至神桌，福德正神依然守

護著這座奉祠、峽谷和居民生命產業安

全。

茶園美景 吸引廣告前來取景

大鞍里的特產，有孟宗竹筍、太極烏

龍茶及大鞍山泉水，此「三寶」再加上清新

空氣、竹林浴及天然美景，即是「大鞍四

寶」。大鞍山區民風純樸，居民熱情親切，

到此一遊，欣賞風景，享受天然冷氣，品嚐

剛出土之鮮美孟宗竹筍，再以本地香、醇、

甘冽山泉水，沏上一壺太極烏龍茶，入口芳

甘，潤喉生津，令人神清氣爽，心脾生香，

再徜徉竹林中，享受竹林芬多精浴，令人心

曠神怡，誠為人生一大享受。

早在民國76年，當地的茶農就於大鞍

第5林班杉林溪茶區，開始栽種烏龍茶，

78年8月政府開始放領林地，允許人民栽

種茶樹，因而於80年，引進栽種高經濟的

烏龍茶，由於這裡的氣候溫暖濕潤，終年

被雲霧籠罩，溫度常年保持攝氏20度左

右，相對溼度在88％之間，非常適宜茶樹

生長，所產茶葉品質優良，經當時林源朗

縣長命名為「太極烏龍茶」，此一新興茶

區，為居民帶來產業新希望。

沿著竹山投49線道路向山區爬升，沿

途都是竹林搖曳，綠意婆娑的竹海、茶園

景觀，以及恬靜的山林風光，讓人感受到

竹山特殊的自然景觀，尤其是大鞍風景區

與軟鞍地區，包括竹海、天梯、茶園，都

是竹山最獨特的景致，其中，尤以軟鞍翠

綠鮮艷，阡陌縱橫的八卦茶園，是一處融

合人文、自然與產業特色的景點。

大鞍里五寮巷，海拔約1,000至1,300

公尺之間，原名「軟鞍茶園」的「八卦茶

園」，因這裡的山坡地形崎嶇，呈現丘陵起

▲ 太極峽谷加走寮溪沿途有數個瀑布，圖
為青龍瀑布

▼ 梯子吊橋。

 從大鞍山區俯瞰雲嘉平原夜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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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條「孟宗竹蔭隧道」，漫步孟宗竹林

間，除可欣賞筆直錯落的竹林，享受滿眼

的翠綠或金黃，呼吸飄逸著的清新空氣，

尤其山區容易起霧，當陣陣薄霧朦朦，情

侶們攜手漫步竹林，增添無限詩情畫意。

而竹林體驗尋寶採冬筍，又是一項山村樂

趣，更增進彼此情誼。

竹山是個自然資源豐富，充滿在地

特色的美麗鄉鎮。在竹山，放眼所及都是

青翠的竹子林與整山頭的茶林，更別說林

相豐富的下坪自然教育園區。特殊的氣候

與土壤，造就竹山美味的蕃薯、香氣撲鼻

的茶葉以及清脆可口的竹筍。來到竹山，

不僅要感受山林之美、品嚐當地的風味佳

餚，用雙腳踏入鬼斧神工的太極峽谷，心

領神會登峰造極的大自然藝術，才不枉來

到竹山一行。

伏狀，其中一處圓形山丘，因茶樹層層環繞

土丘，彷如八卦的圖形，在很多攝影學會團

體前往攝影後，有人題名為「八卦茶園」，

於網路廣為流傳後，而聲名大噪。

八卦茶園就像一頂竹斗笠，栽種的茶

樹，由最頂端的一小點，一圈圈環繞著中

心點，擴大至茶園外圍，因此，也有人稱

為「笠仔園」。由於這片茶園，不同於一

般層層排列狀的茶園景觀，讓八卦茶園顯

得更為獨特，尤其每逢春茶、秋茶採收時

節，成群的採茶女工，圍繞著茶園採茶的

風光，不但是電視廣告的場景，也是許多

攝影鏡頭裡，最美麗的影像。

某茶品飲料廣告，代言人徐若瑄拍

攝場景的三層坪茶區，屬於杉林溪茶系，

茶區海拔1,500至1,800公尺，終年雲霧繚

繞，氣候涼冷，非常適合茶樹生長，因晝

夜溫差極大，茶芽生長緩慢，茶葉所含苦

澀成分較低，而茶胺酸及可溶氮等，對甘

味有貢獻之成分含量提高，且土壤有機質

含量高，因此，其葉脈渾厚、柔軟，果膠

質及內涵豐富，製成之成茶，外觀勻整，

富有油光，茶湯色澤蜜綠，滋味甘醇滑

軟，香氣高雅，喉韻渾厚，因產量稀少，

而益顯珍貴。這裡生產的茶葉，還曾入圍

行政院農委會「十大經典名茶」的初選，

該茶樣採用竹製焙籠文火慢焙，帶有濃郁

熟果香，茶湯滋味甘醇滑軟，入喉飽滿回

甘，乃茗茶中之極品，更證明杉林溪得天

獨厚的地理環境，實為種植茶葉之福地。

穿梭竹海 品味可口竹筍料理

想一探電影「臥虎藏龍」中的竹海場

景嗎？來大鞍山區就對了，當徜徉在綠意

盎然的竹林中，或彷彿駕練輕功，穿梭在

靜謐竹海裏，搭配峽谷淙淙水聲，此情此

景，不禁令人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竹山以多竹而得名，其中，以孟宗竹

林最著名，並以孟宗竹、麻竹與桂竹，為竹

類產量之最大。來到竹子的故鄉，各種竹類

副產品暢銷全國，最具特色的，是藏於地下

的孟宗竹筍，有盛產於秋天至農曆春節前的

冬筍，以及立春後露於地面的春筍。至於桂

竹筍，則是春耕一直到農曆四、五月間大量

盛產，麻竹筍則以7至9月最多，其加工成桶

筍、筍乾、筍片、筍茸、醬筍、脆筍、筍絲

等製品，皆是山珍野味。

竹山鎮農會每年均辦理2次竹筍大

餐，受到各地遊客的歡迎，紛紛組團來大

塊朵頤一番。竹筍食用的方式有多種，最

主要以生鮮筍、加工筍及點心筍為主。燒

出的好菜，皆是一道道清脆可口的佳餚。

而竹筍包和筍仔餅，是作為點心的筍類美

食，竹筍包清脆爽口，筍仔餅則是饋贈親

友的最佳伴手。

大鞍山區的孟宗竹林處處，號稱為

全台面積最壯觀的「竹海」，目前還規劃

▲ 八卦茶園。  香滷孟宗竹冬筍料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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