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吾名台東區

　群集種植以「臺東」為

名的植物，如臺東龍眼、

臺東火剌木等，並栽植蕨

類、誘蝶食草植物，營造

相關生物之棲息環境。並

設置小棧橋及 12 生肖廊
道，遊客暢遊此處，可猜

猜看有哪 12種動物蹤跡在你左右？

■ 景觀步道

　全長約 426公尺，步行約
45分鐘，沿途經吾名台東區、
季風穿林區、原民之森區、

山莊、水流腳底按摩區⋯等

主要設施據點，是一條適合小朋友、

年長者行走的輕鬆步道。

園區全面禁菸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

地址：臺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320號  電話：089-510986
緊急聯絡電話／遊客服務中心服務台：089-510961分機10或20

臺東林區管理處：https://taitung.forest.gov.tw

臺灣山林悠遊網：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景觀步道 -共鳴入口意象

山羌

■ 遊客服務中心

　設有多媒體放映室每日定時播放園區簡介，原住民木雕區

展示藝術家木雕作品，販賣部（知森物語）販售輕食飲料及

紀念品等，另有集哺乳室、休憩空間等可供使用。此外，服

務台提供輪椅、娃娃車借用及園區導覽解說服務（平日須預

約申請，假日可預約申請或現場申請）。

■ 生態池

　自成一特有之生態系，多種水生植物依不同時節開花、結

果、吸引多種昆蟲，水中還有許多蝦、蟹、魚、蛙，宛如森

林的一處桃花源。

溫泉休憩小棧

嬉遊林間區 -空中棧道

遊客服務中心

■ 嬉遊林間區

   以葉脈意象設計空中棧
道讓您貼近林木樹冠層，

觀察樹冠層之生態，並設

置吊索橋體驗設施，讓你

於林間嬉遊。

1. 本遊樂區部分步道坡度較陡易滑，請小心慢走。切勿攀爬樹木，
並留意警告標示。

2. 本遊樂區禁止露營、野炊、生火、烤肉。知本溪非本處所轄，遊
客請勿入溪戲水，以免發生危險。

3. 請注意兜售藥酒者，避免花錢受騙。
4. 請尊重森林裡的野生動物，請勿接觸或干擾、餵食。

請
注
意

廣告

■ 千根榕意境館

　位於遊客服務中心

2樓的千根榕意境館，
展示「知本的森林」、

「知本溪流域」、「季

風的詩」、「星空下

的知本」等主題，透

過生動活潑的互動設

施，讓您認識知本，

愛上知本！ 千根榕意境館

吾名台東區

吊索橋

季風穿林區

原民之森區

■ 花見知本百草園

　占地廣闊的花見知本百草園，規劃有「香草廣場」、「傳

統青草茶植物區」、「藥草區」等主題區域，區內種植香草

植物、濱水植物等

50種以上植栽，更
有清澈溪澗水流，讓

您感受視覺、嗅覺、

聽覺等感官盛宴。此

外，觀景平台可欣賞

知本溪沿岸美景，雨

後更有機會眺望對岸

「時雨瀑布」。

花見知本百草園

■ 季風穿林區

   體驗以風為主題，設置
風鈴、聽風管、楓葉片，

感受風穿越林間的聲音，

打開聽覺的體驗。

■ 原民之森區　

  栽植卑南族、魯凱族、
排灣族常用之民族植物，

「森」字色彩元素展現

原住民族編織圖樣及色彩

(卑南族 -藍色、魯凱族 -
綠色、排灣族 - 紅色 )，
呈現活潑有趣且富含文化

意涵的有趣空間，並從中

認識原住民族生活與植物

之關係。另增設溫泉休憩

小棧，體驗溫泉足湯，吸

收芬多精。

好漢坡步道

■ 好漢坡步道
　因坡度陡峻而得名，長雖僅

827公尺，但落差卻有 180公
尺，是考驗體力、耐力最佳據

點。稜線上數棵巨大高聳、佔

地遼闊的 「白榕」，是陽光普
照時歇息的好地方，靠近終點

的「千根榕」，視野廣闊，得

以鳥瞰知本內溫泉及遠眺太平

洋的浩瀚。

   歡迎各路英雄好漢前來挑
戰，但請量力而為，身體不適、

或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壓或心

臟病等病史者切勿嚐試。

■ 七里香步道

　步道長 1,082公尺，步
行時間約 60分鐘。串連
花見知本百草園及森林浴

步道支線， 是一條保留自
然， 融合環境設計風格， 
採用適地適性的材料與工

法，  以手作職人精神打造

■ 森林浴步道（含支線）

　全長約 1,820公尺，輕鬆步行
時間約 90分鐘。坡度平緩、林
木繁茂，適宜健行及森林浴。途

中經大葉桃花心木林、臺灣光蠟

樹林、樟樹林等樹型優美之造林

樹種，四季各有獨特風味。漫步

林間，時時可聞各類鳥聲競相鳴

囀，喜愛賞鳥的遊客行走此步道

時，別忘了隨身攜帶一副望遠

鏡。
森林浴步道

七里香步道

■ 榕蔭步道
　全長約 2,030公尺，輕鬆
步行時間約 1.5小時。最高
海拔約 421公尺，可從各
個角度遠眺知本溫泉區。

全步道自然蜿蜒於天然林

間，樟樹、無患子、澀葉

榕、筆筒樹⋯等各式林木

混生其間。沿途有數棵長

著鬍鬚的大白榕提供遊客

涼爽遮蔭。
榕蔭步道

■ 水流腳底按摩區

　引入知本山區

的山泉水，提供

遊客有益健康的

按摩步道。當踩

踏在砌石按摩的

圓卵石上，一旁

清涼舒爽的水氣

迎面而來，令人

忘卻夏日的煩熱。
水流腳底按摩區

的步道 。 除了順應地形， 還採取節能減碳概念， 就地取材
（塊石及倒木）設置砌石階梯與護坡， 導流橫木及會呼吸的
木格框集水井等排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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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Forest Recreation Area Guide Map

Jhihben Herb Garden

Thousand-root Banyan Exhibition Room
千根榕意境館

Taitung Namesakes Area
吾名臺東區

Hot Spring Rest Pavilion
溫泉休憩小棧

Ticket Office
售票亭

The Samber Deer Family
水鹿家族

Accessible viewing platform
無障礙景觀平台

Entrance / Exit
出入口

Aboriginal Forest Area
原民之森區

Monsoon Forest Area
季風穿林區

the Thousand-root Banyan tree
千根榕

Intersection
十字路口

Forest Fun Area
嬉遊林間區

Ecological Pond
生態池

Forest Trail branch line

 Banyan Tree
榕樹

Suspension Bridge
吊索橋

Forest Experience
Classroom

森林體驗教室

Camping Activity Area (Campsites)
野營活動場

國家森林遊樂區導覽圖

Ext. 10 or Ext. 20
Ext. 10 or Ext. 20

餵食、干擾及接觸

194

▲ 聯外道路路線圖

■ 解說服務申請

一、 預約申請：20人以上、120
人以下之團體，可於 15天
前電話洽詢（089-510961）或
逕至臺灣山林悠遊網（https://
recreation.forest.gov.tw）申請。 

二、 定點解說：僅例假星期六、日提供現場定點解說服務（地點請洽
遊客服務中心服務台）。定點解說服務時間：星期六、日 08：
00~12：00； 13：00~16：00。

■ 開放時間

開放時間：07：30~17：00（7月及 8月開放至 18：00）

■ 交通指南

開車： 臺東→省道 11號→知本→縣道
194號→循「知本內溫泉」或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指標

即可到達。

客運： 臺東市搭乘鼎東客運 8129號班
次（山線）至「內溫泉站」下

車，前行300公尺即可抵達（每
日去程及回程各約 15班次）。

鼎東客運查詢電話：089-328269 ，    
網址： http://ett333023.com.tw/page3_14.htm

備註： 遊客亦可搭乘台鐵南迴線至知
本火車站下車，再租騎摩托車

至遊樂區（約 15分鐘）。

■ 門票說明

全            票：100元
一般優待票：80元（適用於非假日入園、20人以上團體等）
半            票：50元（適用於軍警、7-12歲兒童、持學生證者）
優    待    票：10元（適用於 65歲以上者、3-6歲兒童）
免 購 門 票： 持有「志願服務榮譽卡」者、身心障礙

易辨或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及其必要之

陪伴者 1人、0-2歲兒童（需由購票大人陪
同）。

＊�民國 2004 年 6 月通過 ISO�9001 國際標準品質認證。並於 2018 年
11 月 5 日通過 ISO9001：2015 改版稽核輔導及 2021 年 9 月 23 日
通過續評驗證。

鼎東客運時刻表

七里香步道

好漢坡步道

森林浴步道（含支線）

景觀步道

榕蔭步道

進入園區健行仍請考量體力及

評估身體狀況後量力而為， 身
體不適或有心血管疾病、高血

壓或心臟病者切勿嘗試坡度較

陡之好漢坡步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