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遊

石
桌
山
林

■ 文、攝影／林玉華

 石桌是阿里山公路重要的中繼站。▲

地名富鄉野傳說

石桌，最早時稱作「石桌」，也有

稱之為「石棹」、「石卓」。在台灣地圖

和旅遊指南書籍上，有時仍可看到此舊地

名。如今，石桌是台18號阿里山公路重要

的中繼站，也是好幾條公路的交會地點，

包括通往奮起湖、太和、瑞里地區，及另

一端通往樂野、達邦、里佳地區的169號

縣道，還有通往光華、頂笨、半天岩地區

的159甲縣道，堪稱是阿里山公路的中途

休息與補給站，路旁設有便利商店、餐飲

小吃、特產店等商家，下次到阿里山旅遊

渡假時，可以選擇在此處小歇和用餐，或

安排走訪周邊景點與鄒族原住民部落。

石桌地名之由來，相傳有兩種說法，

其一係源自於早年在地方聚落裡，因有一

塊形狀如方桌的奇石，上面烙印著明顯

的腳印，傳說是古代仙人到此留下來的遺

蹟，每當颱風及地震發生前，此石便會發

出巨響警告居民，但事實與否尚有待考

查，惟目前石桌已不在原本位置，經附近

居民改建房舍時，不小心將其挖起移位，

後來才又迎回以「石頭公」奉祀，也成

為石桌成名之傳說直接證據。至於石頭公

現址，位於阿里山公路便利商店附近，轉

往169號縣道往達邦方向之公路旁。另有

一說法，是石桌原為鄒族原住民住居活動

範圍，最早入墾來自平地閩、漳、粵籍的

漢人，看見鄒族人在守護神前，放置一塊

大石桌做為祭祀用之供桌，就習稱此地為

「石桌」。

石桌聚落位處海拔1,300公尺，台18

號阿里山公路64公里處，行政區劃屬於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鄰近阿里山鄉的鄉

界，與鄒族樂野部落相距約2公里，相對同

屬行政區的奮起湖聚落，則位在石桌北方

距離約6公里的光崙山（海拔1,815公尺）

麓。轄境內的經濟作物，原本是採轎篙竹

筍與種佛手瓜、金針做為山產，早期透過

阿里山森林鐵路，運送下山到平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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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珠露茶產區

石桌地區大面積種茶，始於民國69年

初，引進軟枝烏龍（又名「青心烏龍」）

試種成功，加上阿里山公路於71年9月30

日中午時分通車的便利，隨後吸引很多外

地人來此種茶，再推廣種植面積，目前，

從海拔1,300公尺至1,600公尺的茶區，總

面積約250公頃，呈現一片綠油油茶園景

觀，且沿路兩旁陸續開設茶行與製茶廠，

蒸蒸向榮的熱鬧景象，是台灣著名「阿里

山高山茶」的重要產區。

石桌茶區位處玉山國家公園的邊緣，

村莊聚落所在又是南部著名的曾文溪、八

掌溪兩大溪流上游的分水嶺，背靠中央

山脈主峰玉山，遙望南部各縣山區綿延不

斷的嶽峰，恰似翡翠屏風，西南盡是一望

無際嘉南平原的遼闊穀倉，的確是人間世

外桃源。民國76年時，前副總統謝東閔

先生至此巡視，發現此地千峰萬岳，山明

水秀，終年雲霧繚繞，氣候涼爽怡人，而

生產調製的茶葉，品質優異，香味濃郁，

滋味甘醇，乃為之命名為「阿里山珠露

茶」。

珠露茶之特質，在於完全以雙手採

摘軟嫩茶菁，以獨特方法焙製而成。茶葉

外觀呈翠綠半球狀，茶湯蜜綠色，怡心

悅目，品嚐時，有股高山茶特有天然芬芳

幽雅之香氣，與清純甘潤的滋味，滿口含

芳，餘喉韻味無窮，常飲能促進新陳代

謝，提神解勞，且在意境上，更是高雅舒

暢，心曠神怡的至高享受。

生態遊寓教於樂

屬於大阿里山系石桌地區的大凍山

森林國家步道風景區，有在地的農村民

宿努力推動生態旅遊，除先後推出森林

「育」、竹林「育」等系列「寓教於樂」

的知性活動，更將鄰近山區的環境，營造

成為適合蛙類生存繁衍的地方，每當入夜

後，加上螢火蟲冒出身影，讓整個石桌的

山林裡，從白天到夜晚，顯得格外地熱

鬧。 

在石桌村落大凍山腳下，有一條早年

當地居民採筍行走的「挑筍古道」，由於

這片高聳入雲的柳杉林木，已較無經濟利

用價值，而得以倖存屹立於山林間，讓遊

人有機會與柳杉林木相會，從事森林浴與

生態觀察等休閒活動。

走在保有原始風味的林區內，可以觀

賞到不同樹種的林相，以及原生植物與藥

用植物，且可與野生動物們不期而遇。這

條生態步道，由於林區的午後經常籠罩雲

霧，而有「雲霧林步道」的雅稱。昂然矗

立在杉木群中的參天巨木，有的隱身於縹

緲雲霧間，有的則在杉林間卓然而立，還

有不少攀藤、蕨類植物附生林蔭下，偶見

陽光的金色光芒穿透林梢，彷彿走入山中

傳奇的幻境。

大凍山森林步道

躋身「台灣小百嶽」的大凍山，為

台灣南部諸縣市，具有非常高知名度的山

嶽，因交通便利、登山路徑不難走，且登

頂後的360度寬闊視野，讓很多人將它列

為「一生中必爬的高山」。由於是南部地

區熱門的高山，又在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範

圍內，管轄的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嘉義林

管處遂編列經費，改善部分步道、觀景

坪、導覽等設施，並升格為國家步道風景

區，以提升國民旅遊的遊憩品質。

大凍山為石桌、奮起湖地區最重要

的風景據點，在整個奮起湖風景區之遊憩

體系中，大凍山始終是扮演著主導奮起湖

地區遊憩活動的重心。在國家步道風景區

內，設有3條森林浴步道，一般山友或遊客

多由奮起湖附近多林檢查哨登山口入山，

沿著網狀步道系統，可分別至大凍山峰

頂、石獅象、靈岩十八洞（十八羅漢洞）

等景點。由於都是往復式的路線，若想遊

畢整個步道風景區，行程多會重複，因

此，林務局除利用原有步道改善整修外，

▲ 珠露茶以手採摘取茶菁。

 往霹靂山竹林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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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闢設新步道，聯接七星石、石獅象、靈

岩十八洞，形成多重循環式的步道系統。

林務局在大凍山區域內，設有2種步

道，一般步道共有2段，一從登山口到大凍

山觀景區（坪），遊客只需穿著輕便鞋，

不需特殊的登山裝備，即可輕鬆的登頂。

另一段為聯接靈岩十八洞、流星崖、明月

窟之狹長環形步道，步道路況甚為陡峻險

要，尤其流星崖與明月窟一帶，遊客必須

弓身持續前行約350公尺，對體力差或患

心臟病者，較具有挑戰性。至於森林浴步

道，依林木之種類不同，有柳杉林步道、

竹林浴步道兩種。柳杉林步道從七星石經

石獅象、回頭嶺至出口處，全長約2,590公

尺，地勢平緩，步道路面舖滿厚厚針葉，

彷彿天然地毯，觸感柔軟。竹林浴步道

全長605公尺，路線屬孟宗竹林及轎篙竹

（石竹）林，漫步其間，別有一番氣息。

具挑戰性的十八羅漢洞（靈岩十八

洞），位於霹靂山（雙子山之一）山腹

間，整座山皆由岩塊造成，巨石表面光滑

平坦，林蔭清幽，可想像四下無人時，山

中仙人坐此笑談之貌。由於新生代的造山

運動，導致此處四分五裂，呈現10餘處

曲折迷離，迂迴奇妙的地穴，有飛龍洞、

雲光洞、心洞無底等，人入其中如置身迷

宮，在龐大的巨石陣下，有數道洞穴相

通，洞內需側身而行，或攀爬慢移，如臨

深淵般刺激，如此天然奇景，鬼斧神工，

可謂全台灣絕無僅有。

由十八羅漢洞下去，經過一片轎篙竹

林，便可到達大凍山精華景觀的流星崖。

走在斷崖狹窄的步道上，僅容一人屈身通

過，左側是萬丈深淵，岩壁呈長條層狀節

理，其勢峻險宛如流星滑落天際。

接鄰的明月窟，整座石頭山如天神般

拔地而起，崖底凹陷離開地面，斜斜地呈

一個角度，如流星般一瀉而下，岩壁經長

年的風化侵蝕，呈千變萬化的各種異狀，

黃白色略帶粉質的奇異外觀，其底部向內

凹進，形成狹長的洞窟狀，或以岩壁色澤

最能與皎潔月色相映，那種玉石的乳白，

潔淨的水紋，柔媚奇麗的天然雕刻，讓人

驚嘆不已！

海拔1,976公尺的大凍山觀日峰，是

大凍山森林國家步道風景區的最高點，原

為奮起湖工作站之防火瞭望台所在地，現

地約一公頃之平台地形，有360度的遼闊

視野，被中南部山友們譽為觀賞日出視界

最美的山峰，尤其以日出時間最長，可達3

分20秒，最為吸引遊客，且黃昏時，亦可

欣賞到絢麗的晚霞與雲海美景。

從大凍山觀日峰的展望台，眺望四

周美景，由於位置奇佳無比，令人心曠神

怡。向東方眺望，可以觀賞玉山群峰之

日出，若是在冬天，因太陽偏向南半球，

日出位置在玉山南峰，如果是夏天，則可

發現日出位置，已向左挪後至玉山北峰附

近，是一年四季之旅中，奇妙的天文景

觀。向西南方遠眺，只見層次分明的山

巒，依序綿延，頗為壯觀，嘉南平原、曾

文水庫、大關山等景物盡入眼簾，大地景

觀視野遼闊，讓人嘆為觀止。

大凍山日出之奇特，在於日出之前

後，周圍景觀千變萬化，令人目不暇給，

光影互動所產生的魅力四射，是到阿里山

看日出，難以感覺到的特色。平台附近巨

岩散佈，錯落有致，林務局已在峰頂興建

觀景坪，並加強在周邊環境，廣植花卉樹

木綠美化。另於觀日峰的東北面，有片人

工栽植的楓樹林，每年一到了秋冬，樹葉

轉黃變紅之際，景象醉艷迷人。

山珍野味最天然

在石桌地區海拔1,300至1,500公尺

山區的林蔭下，生長一種類似野薑花的植

物，名叫蘘荷：，每年入夏後，便開始結

長出花苞，隨後開放出粉黃色的小花。若

找尋採摘鮮嫩的花苞作為食材，經過一番

料理後，色香味俱全，是很受歡迎的當地

▲ 石桌的雲海景觀。

▲ 明月窟柔媚奇麗的天然雕刻。 ▲ 蘘荷粉黃色的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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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菜餚。

這種原產於日本群馬縣、千葉縣，

名為「蘘荷」的香辛料作物，俗稱「咪歐

嘎」（mioga），也有人稱為「妙芽（唸

ㄇㄧㄠヽ ㄍㄚ ）」，屬蘘荷科多年生宿

根草本植物。從外觀上來看，植株類似生

薑，在5至8月的夏秋季節裡，從地下的橫

走莖，冒出地面萌長出狀似野薑花的鮮嫩

花蕾，隨而在花蕾頂端的苞片間，吐露出

花苞，再綻放為花朵。

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蘘荷花苞，稱得

上是最自然、最健康的有機食材。負責料

理餐餚的廚娘，將採摘回來的新鮮蘘荷花

苞，經清洗處理後，蘸裹雞蛋麵糊油炸，

或切半炒香菇肉絲，或稍加川燙作生菜沙

拉，或與味噌、豆腐煮湯，都是很營養、

很可口的美食佳餚。

自古一直流傳著「山珍猴頭，海味

燕窩」就是對猴頭菇的美譽。在明代，猴

頭菇已是常見的食用菌，味道鮮美，營養

豐富，在我國傳統名菜裡，是八大山珍之

一，與燕窩、熊掌、魚翅並稱為「中國四

大菜」。在現代中國菜譜中的紅燒猴頭、

三鮮猴扒、金錢猴頭等，都是以猴頭菇為

材料，精心烹調出來的絕佳名菜。

猴頭菇係台灣引進栽培的食用菇，因

外型酷似猴頭而得名。它原本是一種野生

的菌類，以中國黑龍江的小興安嶺和安達

山出產最多。現在的猴頭菇，是採用培養

基將菌絲培養成熟後，接種於太空包，以

人工培養而成。新鮮的猴頭菇，外貌呈白

色，乾燥後，變為黃色或淡茶色，除柄部

外，均密佈柔軟的針狀或絨毛狀物。

外觀像似芒果的愛玉子，是一種高效

益的經濟作物，其果實成熟經採收後，將

果實削去表皮、曬軟外翻、曬乾後，以種

籽加水攪拌搓揉，所產生之凝結膠凍，即

為食用之愛玉凍。

在搓洗製作愛玉凍時，先要將曬乾並

刮下來的愛玉籽，放進乾淨的紗布袋或女

用的玻璃絲襪內，浸在冷開水中搓揉，這

個動作有點像在搓揉洗衣服，故稱為「洗

愛玉」。愛玉子含有豐富的果膠，夏日炎

熱時，加上冰塊、蜂蜜、檸檬汁食用，有

消暑退火、生津止渴、清涼解熱等功效，

為夏季的消暑聖品。

夏夜蛙類嘉年華

蛙類在幾千年來，一直激發著人類的

想像力，童話、寓言故事裡，也有很多以

青蛙或蟾蜍為主角，只不過牠們不是被寫

成愛吹牛的虛偽傢伙，要不就是沒人愛的

醜男，大家耳熟能詳的「青蛙王子」，便

是最好的例子。

台灣是個賞蛙的好地方，就單位面

積、種類密度而言，台灣在世界的排名，

是數一數二。尤其夏天是蛙類活動最頻

繁的季節，不論溫度與濕度的條件，都非

常適合牠們，整個夏夜幾乎跟夜市一樣熱

鬧。在清澈的溪流岸邊，最常聽見斯文豪

氏赤蛙呼朋引伴的鳥鳴聲，以及褐樹蛙相

互追逐的身影。如果遇上一場大雨，更使

涼爽的夏夜蛙聲鼎沸，盛大的場面，一如

蛙類嘉年華會。

為了保護這片自然生態，當地人士

默默地復育蛙類，現在已經有多種蛙類住

紮，他們在清淨山溝中，培植姑婆芋、蕨

類等植物，讓蛙類有個易於遮蔽又安全的

親水環境，不久，各種蛙類紛紛搬遷來此

住居下來，進行傳宗接代的神聖任務。目

前，在這片生態復育區內，已經可以見到

莫氏樹蛙、艾氏樹蛙、白頷樹蛙、斯文豪

氏赤蛙、拉都希氏赤蛙等多種蛙類棲息活

動。

晝伏夜出的蛙類，在白天並不容易

見到，到了天黑昏晚時刻，則會出現蛙鳴

大合唱的熱鬧畫面。夜晚常見三五好友就

著夜景，品茗喝咖啡納涼，或談天說地，

觀星望斗，好不愜意。夜間趨光前來的昆

蟲，是小朋友的最愛，不論是獨角仙、鍬

形蟲、各種蛾類，都是最好的自然生態活

教材。若是熄了燈光，仰望滿天星斗，也

是不錯的活動，大熊星座、獵戶星座、織

女星座，還有一閃一閃亮晶晶的火金姑，

飛來飛去，數著數著，蛙鳴「呱！呱！

呱！」，陪伴著進入甜蜜的夢鄉。

奮起湖訪巨木群

奮起湖，一個古老與現代的山城，

是自然與人文薈萃，令人沈醉的自然生態

之旅。老街、鐵道、鐵路便當、火車博物

館、四方竹及奮起湖十六景，加上午後雲

霧縹緲，令人盡忘塵世之煩囂。

    高山湖泊總是詩情畫意，令人著

▲ 莫氏樹蛙。 ▲ 拉都希氏赤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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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嚮往，但是，位於石桌地區阿里山森林

鐵路中點站的奮起湖，卻是有山林，而無

湖泊，讓很多外地來的遊客，大感奇哉怪

哉。

奮起湖原名「畚箕湖」、「糞箕

湖」，在早期的文獻記載，相傳清嘉慶年

間，有一位林梓的平地人，當初在安姓鄒

族的山區打獵，而發現了奮起湖，林梓認

為奮起湖東、西、北三面環繞青山，中間

低平的山谷宛如湖泊，很適合居家營生的

好地方，所以，帶著家人親友在此定居開

墾，形成阿里山區最早的部落。「湖」為

閩南語中「低窪地」之意，而並非真的有

湖泊，後來因其名不雅，而改以諧音稱為

「奮起湖」。

奮起湖火車站下方，有一條從日據時

代遺留至今，長約500公尺的老街，早年

並沒有街名，當地人僅以「街仔」稱之，

是奮起湖商家最早聚集的地方，為台灣早

期高山最繁華的街道，最主要因素是奮起

湖為阿里山森林鐵道最大的中繼站，民國

元年正式通車的森林鐵道初期，主要以載

運木材及伐木工人為主，後來考量開放阿

里山區給遊客參觀來增加收入，同時也兼

顧山上物資運補，在民國8年開始加入客貨

運，鐵道最大中繼站的奮起湖，也成為最

大貨物集散中心，當初附近石桌、太和、

瑞里等聚落居民，紛紛長途跋涉來奮起湖

做市集買賣，而形成繁榮熱鬧的街道。

在老街的巷道兩旁，商店分佈整齊，

多數至今仍保持昔日古早風貌。遊客逛走

在老街中，彷彿進入時光隧道，尤其老街

聯外道路，全是石階舖設的步道，一層接

著一層，上上下下，像極北台灣瑞芳九份

的縮小版，更因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有點

類似九份，因此，也有人稱它是「阿里山

的九份」，或「阿里山的悲情城市」。

到奮起湖，一定要到火車站旁，觀

賞四方竹，此竹原產於四川峨嵋山，於一

甲子前移植至奮起湖，因竹桿形四方而得

名。四方竹對生長氣候，多有選擇性，平

地不易栽培，在台灣高山僅此獨有，十分

珍貴。

光崙山的糕仔崁古道，傳說於清朝年

間，有緊鄰的梅山鄉太和山區農民，挑著

竹筍前往奮起湖販賣，這位農民因生性好

賭，將販賣竹筍所得輸光後，偷吃當地百

姓售賣的糕仔餅被捉，當時糕餅舖老闆見

他可憐，不忍將他送官，但為懲罰他偷竊

行為，於是要他必須修築一條步道，當地

人便將它取名為「偷吃糕仔崁」，但因名

稱不雅，後來才改名為「糕仔崁」。

奮起湖風景區當地人為重振「便當

王國」的雄風，不斷探勘開發新的風景據

點，以吸引遊客舊地重遊。當地居民林

金坤憑著一股意志力，在奮起湖的「後

山」－光崙山，發現一大片闊葉巨木林。

在一般人所熟知的巨木，多為檜木、

扁柏等高級樹種，而在奮起湖光崙山上所

發現的巨木群，則是中、低海拔森林常見

的柯仔樹、九芎、槐樹等樹木，只因樹齡

老久，每株均高大粗壯，枝繁葉茂，在枝

幹上還長滿寄生蕨類，且有的長得奇形怪

狀，酷似某種動物，或盤根錯節，或虯曲

盤纏，各具姿態，極具觀賞價值。

積極推動「探訪奮起湖闊葉巨木群」

的地方人士表示，這些闊葉巨木群，由於

散落在光崙山的林木間，不容易被人們發

現，但他曾經聽過當地耆老談起巨木群的

事，只是一直沒有機會一一探訪，直到不

久前，配合林務局的整理山林作業，花了

好幾天的時間，才目睹躲藏在柳杉林間闊

葉巨木群的真面目。

奮起湖的光崙山，可說是一處匯集自

然人文的「寶山」，遊客來此，除可探彷

隱居山林中的闊葉神木群，還可走訪附近

的糕仔崁古道、日本神社遺址、燜柴窯等

先民遺跡，是週休二日假期，提供自然、

人文、休閒的絕佳行程。

▲ 奮起湖環湖木棧道。

▲ 阿里山森林鐵路奮起湖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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