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地區蘊藏著非常豐富的溫泉資源，除已經

開發利用的溫泉，還有很多饒富野趣的野溪溫泉。

以高山、峽谷、雲海、古木、溫泉、吊橋，還

有花海、飛瀑、楓紅、瑞雪等四季不同景觀著名的

南橫公路來說，從西段的荖濃溪，到東段的新武呂

溪，是台灣擁有溫泉資源，最為豐富的河流，吸引

許多愛好野溪溫泉的「溫泉族」，跋山涉水找尋、

享受野溪溫泉的樂趣，尤其享有「美麗野溪溫泉」

之譽的「栗松溫泉」，最吸引遊人一探她迷人的奧

妙。

車子從台東市區出發，一路上沿著台9號（花東

縱谷）公路北上，經鹿野、關山德高里後，循右側

的台20號公路，即可銜接上南橫公路。

海拔713公尺的霧鹿峽谷，是南橫公路全程的精

華，峽谷係因關山連峰在此形成大斷崖，加上長期

遭受山谷溪流不斷沖擊，而形成這段山壁陡峭幽深

的斷崖，氣勢十分宏偉。沿線有鐵砲古蹟、新武路

峽等美景，公路下的新武呂溪，溪水潺潺，水流清

澈，這一段公路的景觀，很像中橫公路的太魯閣峽

谷，高昂的峽谷、峭壁，頗有鬼斧神工之勢！

坐落在海端鄉的霧鹿村，地如其名，長年薄

「霧」籠罩，野「鹿」優遊山林間，且部落居高臨

下，可以俯瞰新武呂溪壯麗的峽谷景觀。日據時

期，警方迫於南橫古道上的警力薄弱，而在現今霧

鹿國小裡，安置兩座古砲，為當地原住民的心裡，

烙下不可抹滅的傷痕，以致在民國21、22年間，發

東段好徜徉
■ 文、攝影／鄭子全

▲ 南橫公路東段霧鹿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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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檜谷事件」、「逢坂事件」等襲擊日

方警員的事件。至民國68年，由當時任海

端鄉長的胡金娘出面，把古砲要回來，安

置在霧鹿國小校園的後方，讓布農族原住

民的下一代，瞭解布農族的抗日歷史。

布農生活植物步道

橫跨於霧鹿峽谷上方，全部漆刷深紅

色的天龍吊橋，氣勢壯麗如虹，堪稱是南

橫公路霧鹿、利稻間的第一美景。

從公路上，就可以看到天龍吊橋的身

影。沿著公路局道班房新闢的道路下來，

走過吊橋，順著登山步道往上前行，即是

南橫公路東段上著名的「南橫古道」，為

昔日布農族原住民出入利稻的捷徑，現今

已成為遊人嚮往「南橫古道之旅」的旅遊

路線。

負責吊橋周邊環境清潔維護的業者

指出，南橫古道是屬於關山越嶺古道的一

支，在日據時期，日本人為了鎮壓布農族

抗日英雄「拉馬達星星」（「霧鹿事件」

領導人）及其他族人的抗日活動，徵調漢

人與阿美族原住民等民伕，日夜趕工闢

建，用來作為拖運火砲等武器的道路，完

工後，除成為霧鹿部落通往利稻部的捷徑

外，更為日本人侵襲布農族原住民，大開

方便之門，這條古道也就是今天南橫公路

的前身。

台灣光復後，關山越嶺古道在軍事

用途上的功能消失，進而轉換成為霧鹿地

區布農族原住民出入部落、山林間的交通

要道，於是，許多取材於大自然山林間，

然後運用到日常生活上的各類植物採集工

作，便在越嶺古道上進行，因此，關山越

嶺古道與當地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可說

是息息相關。但是，隨著南橫公路的闢建

與交通的發達，布農族原住民也不再行走

此處，越嶺古道的功能日漸式微，讓新一

代的布農族原住民，與大自然接觸的機會

逐漸疏遠。

為了喚回布農族人及一般遊客對南

橫古道的記憶，海端鄉公所與當地業者配

合，特別將越嶺古道規劃成布農族生活植

物步道，並在沿途設立解說牌，詳細介紹

各類植物在布農族生活文化中所扮演的角

色，頗能發人思古幽情，並進而體驗生活

在高山的布農族原住民，早期原始的求生

技巧。

台灣的布農族原住民是天生的獵人，

隨身只要帶一把刀子，或一根竹竿、木棒

在手，赤腳走在山林裡，一如人猿泰山，

就可以辨識各種植物。走一趟南橫布農族

生活植物步道，就會發現原住民古老的智

慧，才是真正和大自然融合的族群。

這條生活植物步道，全長約1.5公里，

從海拔780公尺的天龍吊橋，一直攀升到

900公尺的南橫公路，沿途有豐富的植物

景觀，也可以鳥瞰霧鹿峽谷，不但自然景

觀優美，在解說員導覽解說下，可以認識

植物及布農族文化。

南橫古道上的植物資源相當豐富，很

多更是布農族原住民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取

材對象，如族人專門用來綁小米的貼地百

合「布呼魯」、當作味精的「土肉桂」、

▲ 天龍吊橋是霧鹿的第一美景。

▲ 昔日布農族人進出利稻的南橫古道。

▲ 南橫古道沿途有豐富植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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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高級家具的「雞油樹」、可以用來製

作蓆子編織的「月桃」等，由於解說內容

生動有趣，很容易引起遊客共鳴，不僅將

布農族傳統生活技藝延續傳承重現，更能

夠讓遊客深入瞭解布農族原住民的文化，

對生活在高科技時代的現代人來說，值得

用心實地走訪一趟，確實是相當難得的體

會！

海拔1,068公尺的利稻，屬於布農族

原住民聚居的部落，為南橫公路沿途上最

大的河階平原，也是南橫公路東段上，人

文氣息最濃厚的地方。

利稻村的地形，是一片廣闊的河階

地，地形非常平坦，適合居住和耕種，同

時，夾雜在群山間，格外顯露出其世外桃

源的寧靜氣氛。村落中，設有多家農特產

品展售商店，以介紹利稻及布農族特產為

主，和當地原住民文化相結合，讓一般遊

客對布農族原住民，有更深入的認識。

摩 天 ， 昔 稱 「 馬 典 古 魯 」

（matengulu），因當地著生許多紅色的

matengulu樹而得名。這片海拔1546公尺

的翠綠山嶺，原始森林蓊鬱蒼翠，峰巒巍

然獨立，且經常是雲封霧鎖的天氣，峰頂

正好浮現在雲霧的上端，遠遠望去似與天

齊，故稱此地為「摩天」。近年來，摩天

的景觀逐漸改變中，原始森林伐墾為高冷

蔬菜園，也開墾栽種新興的高山茶，是南

橫公路上，重要的高冷蔬菜和高山茶產

地，所生產的高山烏龍茶，價格直逼阿里

山、杉林溪、梨山等著名茶區，茶湯滋味

有其獨特的風格。

美哉栗松野溪溫泉

在南橫公路摩天段169公里一家雜貨

店處，右轉進一條產業道路，下坡前行約

10分鐘，在一轉彎較寬闊處，設有鐵柵門

把守，車子便在此停妥後，揹帶著必需用

的裝備與飲水，循著產業道路繼續徒步前

行，見一處工寮，即可抵達栗松溫泉的登

山口。

當地布農族原住民稱為「達大」（即

「溫泉」意思）的栗松溫泉，位於南橫公

路摩天、栗園之間，海拔約1,075公尺的新

武呂溪北源支流上游溪谷中。

從小菜園旁不明顯的登山口，一直下

切到溪谷，正常腳程時間約需50分鐘，就

可抵達新武呂溪上游的溪畔，再來回溯溪

上行約10分鐘，栗松溫泉壯麗的景觀，就

出現在眼前。

由登山口下行，走到新武呂溪上游的

溪谷，對一般上班族腳力差的「肉腳」來

說，在體力、毅力上是一大挑戰，因為穿

梭走在林蔭蔽天的樹林下，上下落差300

多公尺的登山小徑，沿途是彎曲呈「之」

字形或直線下降，地形頗為陡峭，且都是

地質較為鬆散的片頁岩，間雜樹木掉落下

來堆積的枯葉，所以，在下坡時，只能側

著身體下切，特別小心看清楚，仔細尋覓

每一步的落腳點，若稍有差錯，包準會連

摔帶滑，摔個四腳朝天。

在沿路途中，有幾處較為陡峭的崖

壁，以及走到溪谷前最後200公尺的「好

漢坡」，地質格外鬆散難行，因此，好心

的山友設置繩索，供藉拉助攀附，小心翼

翼地通過前進。

手腳應用連滾帶爬，好不容易下行

到溪谷，只見清澈見底的溪水，溪底游魚

可數。在溪畔略作休息後，便捲起衣袖褲

管，準備涉水過溪，往上游溯行。鬼斧神

工的新武呂溪谷兩旁，盡是纍纍巨石，小

心慢步涉水後，緊接著又是攀石、溯溪，

真是驚險萬分，稍一不注意到，可能就

會滑倒成落湯雞。當爬上峽谷旁的巨岩高

處，眺望峽谷對岸峭壁煙霧裊裊的栗松溫

泉，瞬時被眼前壯觀的美景所震懾。

栗松溫泉分佈於岩壁上，溫泉的水量

▲ 南橫古道沿途有豐富植物資源。

利稻是南橫公路人文氣息最濃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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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但分佈多處從岩壁上傾瀉，或由縫

隙噴灑而出，渲染形成絢麗多彩的溫泉瀑

布。這些含有豐富礦物質的泉水，泉質屬

於鹼性碳酸泉，溫度約45~65℃，泉水經

年累月淋灑岩壁，沖刷形成的結晶，將整

片溫泉崖壁，彩繪成五彩繽紛的圖案，宛

若一幅仙人揮灑彩筆的潑墨畫，加上瀰漫

裊裊氤氳的溫泉霧氣，把栗松溫泉點綴得

如同童話般的仙境，讓人有置身於世外桃

源之感。

在歷經將近一個鐘頭的下坡與溯溪攀

岩後，終於「苦盡甘來」得償宿願，一睹

栗松溫泉的盛景。有人就地掘池泡湯，享

受野溪溫泉的洗禮。

向陽檜木林木棧道

南橫公路沿線的「向陽」，海拔約

2,312公尺，為攀登向陽山、三叉山的主要

登山口，也是林務局向陽國家森林遊樂區

所在。

這一帶的公路，沿著山勢峰迴路轉，

可見波波雲海在山谷間翻湧，此即著名的

「向陽雲海」，路途中的「觀海橋」，是

欣賞向陽雲海景觀的最佳處所。

目前，在森林遊樂區內，設有遊客

服務中心與生態文化展示館，並整理出接

往嘉明湖登山步道的紅檜林森林浴步道，

以及沿途散生15株百年紅檜與一株二葉松

老樹的檜木林木棧道，是國人深入中、高

海拔山區，接觸另類自然的最佳生態遊憩

區。

向陽步道的起點，就在南橫公路的停

車場旁，長度約931公尺，為森林遊樂區

入口至遊客服務中心，並聯結區內各主要

步道的主要幹線。一路上地勢平緩好走，

來回走一趟約需30分鐘，是一條輕鬆的健

行路線。步道旁的台灣紅榨楓，是中海拔

山區林木變裝，彩繪大自然火燄的重要角

色，還有白耳畫眉、冠羽畫眉、青背山雀

等穿梭其中，為山林增添美妙的悅音。

最受遊客歡迎的檜木林棧道，長度

雖然只有785公尺，看起來不長，但從步

道入口開始，順著木製階梯直下溪谷，再

沿著階梯一步步往上爬升，走回到銜接向

陽步道，落差高達85公尺，若緩步走完全

程，大約需要60分鐘，適合平時有運動習

慣，且安排時間充裕的遊客。

步道沿途散生著多棵高大的千年紅

檜，在常年雲霧繚繞，空氣中飽含大量水

氣的環境下，木棧道週圍林木的枝幹間，

孕育出豐富多樣的蕨類植物，成為理想的

賞蕨地點。

這條木棧道的最大優點，是可以讓遊

客能夠在近距離處，欣賞到難得的紅檜巨

木。從木棧道的起點，就可以看到高大的

「老壽星」紅檜，伸展著粗壯的枝幹，歡

迎遊客的到來。紅檜是中高海拔森林中，

相當常見的巨木，當來到這裡，馬上就

會被它高大粗壯的身軀所吸引。這棵「老

壽星」紅檜，胸徑粗大，樹齡估計超過千

年，尤其在中午過後，山谷裡經常籠罩雲

霧，增添森林無限的神秘感。

木棧道沿著坡勢一路下坡，到了途中

的溪谷路段，這裡是木棧道的最低點，架

設一座木橋連接溪谷兩岸，在朦朧薄霧中

忽隱忽現，走來別有一番風味，接下來的

▲ 美麗的栗松野溪溫泉。

向陽木棧道起點的「老壽星」紅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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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棧道，幾乎全是一路上坡，尤其一小路

段幾乎成60度的陡坡，讓人喘得上氣不接

下氣，是體力與耐力的一大考驗。

木棧道在接近終點前，設有一座觀

景平台，可供遊客歇腳休息或觀賞樹木之

用。當爬到木棧道終點，與向陽步道銜接

處，在木梯旁簇生成群的南湖山蘭，為雲

霧林下的景觀，再加添驚喜與新奇。

最高點大關山隧道

大關山隧道為南橫公路全線的最高

點，隧道口海拔2,722公尺，隧道長度615

公尺，為全台灣高山中最長的隧道。當穿

過大關山隧道時，驚覺隧道中有個大轉

彎，以致光線無法透過，通過隧道後，眼

前景觀大變，視野豁然開朗，映著刺目的

陽光，和進隧道之前完全不同。遠望蒼勁

挺拔的老松，隱現出壯觀的雲海景色，宛

若國畫中山水的意境。

大關山隧道也是南橫公路高度的分

野，台東縣和高雄市的分界。這個隧道穿

過中央山脈的主脊，將山脈東翼與西翼的

景觀相互連接。西翼為高雄市境內，天氣

較不穩定，山脈終年雲霧繚繞，為霧林中

的檜谷景觀；東翼的台東縣境內，藍天晴

空開朗，面對向陽大斷崖、雲海、雲瀑的

景觀，是南橫公路著名的「關山雲海」勝

景所在。

上山狩獵（出草）的能力，一個擁有「武

功」的布農族男子，在誇耀功績的宴會

上，是會感到無比的光榮與驕傲，尤其酒

後在酒精的催化下，闊談自己的豐功偉

業，族人都會為他神勇的事蹟，豎起大拇

指稱讚不已。

八部合音

八部合音，就是布農族原住民的祈禱

小米豐收歌，此曲的由來，是最自然的物

象之伸延，緣起說法有2種，第1種說法是

來自於蜜蜂群的聲音，第2種說法則是來自

於瀑布的聲音。

布農族天韻「八部合音」的最大特

點，是只有旋律，沒有歌詞。演唱時，歌

唱者站立圍成圓圈，伸開雙手，放在背後

生態＆布農文化物語

台灣百合

台灣百合是台灣特有品種的百合，分

布範圍極廣，且適應力強，從海邊到海拔 

3,500 公尺高山，都有她的蹤跡，花季是

從4月延續到9月，但各地開花時間不同，

單頂花序或數朵在莖頂排列成總狀花序。

花冠呈喇叭狀，好像樂器中的「嗩吶」，

所以，鄉下人又稱為「古吹花」（閩南語

發音）。整朵花富有香味，白色而有紫褐

色條紋，更能顯現出高貴的氣質。

毛地黃

毛地黃屬於玄參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原產於西歐國家，別名「毒藥草」、「指

頭花」，花穗上著生許多朝下綻放的鐘型

花，原本是歐美園藝上常用栽培的花卉。

日據時代，由鹽野義大藥廠引進，作為強

心劑原料，後來馴化於台灣1,500公尺以

上的高山。植株高可達2公尺，每年3月萌

芽，由根際抽出單枝或數枝花莖，在5~6

月開花，長穗狀花序猶似燭光，顏色有

紅、粉白或白色，花瓣具有濃紫斑點，迎

風搖曳的模樣，極為美麗。

報戰功

高山原住族群的布農族人，非常在

乎男子的武功，所謂的「武功」，即是指

腰際間，穿叉與左右同伴相攜扶持，以逆

時鐘的方向，緩緩移動步伐繞行。當領唱

者起音後，眾男子分成數部，輕噘嘴唇，

發出「嗚⋯」聲，聲音細微，眼睛微閉，

隨著嗚聲慢慢抬頭，音量慢慢增大，聲音

自微而漸大，大至響亮，充塞整個青山翠

谷，久久縈繞迴旋，音波一波一波的傳

送，好似從地上唱回天上似的，祈求天神

讓族人精誠團結，賜福人間，趨吉避邪。

南橫東段的景色、地形、植物生態及

濃烈的原住民特色，徜徉期間享受自然之

美景，呼吸清新的空氣，沈浸在天然的溫

泉之鄉，耳邊還有悠揚的八部合音繚繞，

生命中的享受如是也。遊走一段南橫東段

之旅，放鬆身心，也學習和大自然和平共

處。

❶ 台灣百合。
❷	毛地黃。
❸	布農族獵人向族人報
戰功。

❶

❷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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