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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01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朝皇宮岔
MSTW 02 朝皇宮→保安宮岔
MSTW 03 保安宮→臺灣歷史博物館
MSTW 04 臺灣歷史博物館→新港社地方文化館
MSTW 05 新港社地方文化館→陽光電城公園
MSTW 06 陽光電城公園→茄拔天后宮

歷史文化 - 內海之路

自然生態 - 聖山之路

水利遺產 - 大圳之路

原鄉部落 - 原鄉之路

MSTW 07 茄拔天后宮岔→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售票口
MSTW 08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售票口→南湖口
MSTW 09 南湖口→西口
MSTW 10 西口→焙灶
MSTW 11 烏山嶺水利古道 ( 焙灶→東口工作站 )
MSTW 12 東口工作站→曾文水庫紀念碑 ( 警察局 )
MSTW 13 曾文水庫紀念碑 ( 警察局 ) →曾文水庫觀景樓
MSTW 14 曾文水庫觀景樓碼頭→大埔情人公園碼頭

MSTW 15 大埔情人公園碼頭→茶山部落
MSTW 16 茶山部落→新美部落
MSTW 17 新美部落→山美達娜伊谷
MSTW 18 達娜伊谷步道 ( 達娜伊谷→鄒族耕地 )
MSTW 19 里美避難步道 ( 鄒族耕地→觀景台 )
MSTW 20 巨石坂步道 ( 觀景台→登山口 )
MSTW 21 巨石坂步道入口→烏奇哈溪產業道路
MSTW 22 里佳林間步道→賞楓步道
MSTW 23 里佳部落→達邦部落
MSTW 24 特富野步道 ( 達邦部落→特富野部落 )
MSTW 25 特富野部落 ( 產業道路 ) →特富野古道
MSTW 26 特富野古道 ( 特富野→自忠 )

MSTW 27 特富野古道口→石山服務站
MSTW 28 石山服務站→鹿林山登山口
MSTW 29 鹿林山登山口→麟趾山鞍部
MSTW 30 麟趾山鞍部→玉山登山口
MSTW 31 玉山主峰線 ( 塔塔加→玉山主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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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圳國家綠道

什麼是綠道呢？
綠道是一種線型開放空間，作為一種
連結人與自然的線型空間，其呈現出
來的樣態，可能表現為步道、自行
車道、堤岸道路、水圳或鐵道沿線小
路，這些路型可能依其所在城市、鄉
野而有所不同。而作為連續性的線型
空間，將公園、自然保護區、具文化
特色或有歷史遺跡場所，以及居住區
等連接起來。

山海圳國家綠道緣起及發展
最早在西元 2007 年由地方倡議 ( 臺南市社區大學台江分校 )
發起，理念係以行走方式抵達玉山，串連布農族、鄒族、西
拉雅族及漢民族之文化圈，以及高山至海岸之流域特色。

臺南市政府於西元 2016 年完成「臺南山海圳綠道」，路線
從台江沿嘉南大圳上溯至烏山頭水庫，總長 45公里。

西元 2017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完成「建構綠道網絡之策略規
劃」研究案，行政院於西元 2018 年核定優先執行三條示範
國家級綠道，而山海圳國家綠道就是其中一條。

路線緣起

走路就是寫作，

請踏上山海圳國家綠道，去寫一篇屬於自己的故事吧！－ TaiTai LIVE WILD



6

山海圳國家綠道

整體概述
以多元運具的方式，徒步、騎單車、搭公車與遊艇，從台江內海走到東北亞
第一高峰玉山，形成一條臺灣文化綠廊，是「一條溯源風土的文化路徑」。
在空間尺度上，這條綠道在地方行政上跨越了 2 個縣市（臺南市、嘉義縣）；
於中央行政上則穿越了 3 個國家風景區（雲嘉南、西拉雅、阿里山）、2 個
國家公園（台江、玉山）、2 個林區（嘉義林管處及台大實驗林）、2 座水
庫（烏山頭、曾文），以及 4 大河川流域（鹽水溪、曾文溪、高屏溪及濁水
溪）。
在自然環境上，更包含不同類型的氣候帶林相與水域等自然生態圈。在人文
環境上，穿越台江、西拉雅、鄒、布農族四大文化生活圈，成為具有代表臺
灣地方生活、文化意象的國家級綠道。

英文名稱
路 線 從 山 到 海， 山 海 圳 國 家 綠 道 英 文 為「Mountains to Sea Greenway 
,TW」取 MSTW 為英文代碼，末兩碼為臺灣縮寫，讓人知道這是位於臺灣
的綠道。

歷史背景
在這片嘉南平原上的山海圳國家綠道，承載著史前文化、荷據、鄭氏、清領
與日治不同時期的路線與過往，四百多年的歷史記載，每一段都有它的歷史
故事，包含臺灣發展史、原民遷徙史 ( 鄒族、西拉雅族 )、登山史、林業鐵
路史與水利史等，從過去發展到現在。

山海圳國家綠道簡介

海

圳

山

鹽水溪出海口

嘉南平原與嘉南大圳

曾文水庫

麟趾山周邊群山

玉山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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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圳國家綠道

植物相
沿途植物相從海拔高到低參考
林務局分類，分為高山寒原、
亞高山針葉林、冷溫帶針葉林、
涼溫帶針闊葉混合林、暖溫帶
針闊葉林、亞熱帶闊葉林、熱
帶疏林，因淺山地區較早開發，
亞熱帶闊葉林與熱帶疏林多已
開發為果園，殘存一些次生林
與人工林。濱海處則有大面積
的溼地，有不少紅樹林。

動物資源
這條路線擁有豐富的動物資源，
從海開始，台江一帶有黑面琵
鷺、北埔蟬 ( 暗蟬 )；官田有姿
態優雅的水雉；曾文水庫偶爾
可以看見黑鳶翱翔以及稀少瀕
危的保育類山麻雀。從淺山開
始可以見到穿山甲與山羌，隨
著海拔高度增加，陸續進入黑
長尾雉、阿里山山椒魚、臺灣
水鹿、臺灣長鬃山羊、藍腹鷴
與臺灣黑熊的棲地，若有幸與
牠們巧遇，請保持適當距離不
要驚擾牠們。

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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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圳國家綠道

漢人
在山海圳國家綠道上，從臺南市安南區到嘉義縣大
埔鄉皆是漢人生活的地方，早期渡海來臺後，透過
拓墾方式建立其庄社，同時在屋內或興建小祠以供
奉原鄉帶來的神祉香火或神像，等到生活富足後，
開始建立廟宇，漢人的廟宇文化是一大特色。

西拉雅族
西拉雅族最主要是分布在臺南市境內，分為四大社
─麻豆社、蕭壠社、新港社、目加溜灣社。西拉雅
族的宗教信仰是泛靈信仰、祖靈信仰，Alid 是祖
先、祖靈的意思，有的部落稱為「阿立祖」、「阿
立母」或「太祖」，西拉雅族還有一處具有聚會、
信仰、青年會所功能的 Kuwa/Kuva（公廨），目
前主要的傳統祭典有夜祭及吉貝耍孝海祭等。

鄒族
屬於父系氏族組織及大、小社分脈聯合之政治性組
織為主，部落事務及祭儀都以男子會所為中心，稱
為「庫巴」。部落的祭儀以「戰祭」為最重要，其
中整修會所、修砍神樹、迎靈、娛靈、送靈之祭儀
過程繁複，音樂性及節奏性最為人稱道。

綠道分級
林務局目前已將適合的對象對應海拔高度、步行時間、攜帶裝備與步道難易度，將步道分為五等級，建
立步道的分級制度，最簡單為 1級，最難為 5級，除了提供徒步者步道環境特性及困難度等資訊，也讓
徒步者能先自行評估適不適合走這條步道，進而增加步道的安全性。
山海圳國家級綠道參考林務局步道分級加以分類，但因路線涉及其他類型的路；公路、產業道路 ( 含產
業道路、自行車道、水圳旁小徑與河堤路等 )、公路人行道及水路另增加為 0級，為一般大眾路線。

綠道編碼
從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0K 往玉山主峰方向依序
編碼，以 MSTW 為英文代碼，路線總共有 31 段，
編碼為 MSTW 01~MSTW 31。

綠道類型
可分為水路、山徑、產業道路、公路人行道與公路。山徑部分包含古道、步道與自然山徑；產業道路部
分包含產業道路、自行車道、水圳旁小徑與河堤路等；最後公路段則是包含省道與縣道，部分段已有設
置人行道。

族群文化 綠道類型與分級

朝皇宮

鄒族庫巴 (K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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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圳國家綠道

海 -圳 - 山 山 -圳 - 海

綠道標示牌
設置於綠道各段起訖點，同時呈現綠
道 編 號 (MSTW-01~31) 及 步 道 分 級
(GRADE : 0~5 級 )。
兩種顏色分別代表方向：
綠色為海到山，指往玉山主峰方向；
藍色為山到海，指往台江內海方向。

識別標示牌
利用山海圳 LOGO 強化山海圳國家綠
道行進中的辨識性。
兩種顏色分別代表方向：
綠色為海到山，指往玉山主峰方向；
藍色為山到海，指往台江內海方向。

方向指標牌
用以指示方向，牌示資訊包含前往的
方向與地點中英文名稱、里程數及概
估行走時間。

重要里程標示牌
在綠道上重要景點會有牌面，標示景
點名稱、綠道編碼、現在里程 ( 以海
為起點 ) 及總長。

山與大地  遠近錯落屋舍的意象  

土徑、溪流、水圳、阡陌蜿蜒逶迤

從山到海  先民在這塊土地互動的紋理

長達約 177 公里的山海圳國家綠道，如何知道是不是走在綠道上呢 ?
踏上綠道沿途可以看見識別標示牌、重要里程標示牌、方向指標牌，提供徒步者路途相關的資訊。

綠道識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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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圳國家綠道

1、請選擇一條符合你的技能、體能以及你預期想體驗的步道。
2、非經允許請勿進入私有宅院。行經民家村落不可大聲喧嘩。
3、拍攝他人 ( 或小孩 ) 影像或所屬財產需取得所有人的同意。
4、不可摘採沿途農作物、花草、水果或亂入農田耕作區拍照破壞作物。
5、自己的垃圾自己處理，不可任意丟棄。
6、為後來的旅客著想，請勿將標示牌誌等帶回，亦不可亂動路線指示的標示牌。
7、請注意路權共享原則，盡量靠邊且注意路上機動車輛。
8、欣賞沿途美麗的風景，拍照取景請注意安全空間。
9、請穿著顯眼或亮麗衣服，必要時在背包或衣物增加反光或閃光標示物。
10、沿途如遇見其他旅客或當地居民，請微笑致意。
11、請走在指定的道路或步道山徑上避免危險。
12、請結伴而行，勿騷擾並避開流浪狗、蜂類或野生動物。
13、建議行進間不要看手機或使用耳機聽音樂。

1、夏季應注意防曬，避免中暑，適時補充飲水。
2、進入寺 ( 宮 ) 廟應注意或遵守適當禮節。
3、騎行堤頂道路注意邊界安全以免墬落。騎車請戴安全帽。
4、變換方向應注意後方來車及手勢警示。
5、注意人行道落葉、枯枝或落果有打滑或跌倒之危險。
6、注意行道樹樹枝過低有傷及頭部或眼睛之危險。
7、欣賞沿途美麗的風景請停車或佇足，避免邊走 ( 騎 ) 邊看。
8、部分圳路銜接地方引道較為陡峻或機動車輛穿越，必要時建議下車牽行。

1、夏季應注意防曬，避免中暑，適時補充飲水。
2、進入寺 ( 宮 ) 廟應注意或遵守適當禮節。
3、騎行堤頂道路注意邊界安全以免墬落。騎車請戴安全帽。
4、變換方向應注意後方來車及手勢警示。
5、注意人行道落葉、枯枝或落果有打滑或跌倒之危險。
6、注意行道樹樹枝過低有傷及頭部或眼睛之危險。
7、欣賞沿途美麗的風景請停車或佇足，避免邊走 ( 騎 ) 邊看。
8、部分圳路銜接地方引道較為陡峻或機動車輛穿越，必要時建議下車牽行。

1、請依規定申請山屋住宿及入山入園手續。
2、請注意氣象預報或颱風消息。
3、欣賞沿途美麗的風景請佇足，避免邊走邊看。
4、行進時遠離上邊坡，注意邊坡落石、枯樹及下邊坡山徑隱蔽處缺口。
5、請與野生動物保持距離並勿餵食。
6、注意防風、防雨及保暖，冬天下雪結冰需要冰攀輔助工具及技能。
7、野外活動必有風險，請注意並負責自身安全。

1、家屋、庫巴或私人集會所非請勿入，並注意相關禮節。
2、請注意氣象預報或颱風消息。
3、欣賞沿途美麗的風景請佇足，避免邊走邊看。
4、行進時遠離上邊坡，注意邊坡落石、枯樹及下邊坡山徑隱蔽處缺口。
5、請與野生動物保持距離並勿餵食。
6、野外活動必有風險，請注意並負責自身安全。

綠道安全守則

內
海
之
路
注
意
事
項

原
鄉
之
路
注
意
事
項

大
圳
之
路
注
意
事
項

聖
山
之
路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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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圳國家綠道

路線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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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圳國家綠道

里佳資訊站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臺灣歷史博物館 曾文水庫觀景樓

走在山海圳國家綠道上，想要休息一下，或是更深入瞭解嗎 ?
沿線服務據點，除了提供廁所、補水或充電等服務項目。也可以獲得更多山海
圳國家綠道以及周邊景點的旅遊資訊哦！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 遊客中心 )
709 臺南市安南區四草大道 118 號
23.002583, 120.138722
服務時間：09:00-17:00 周一休館
連絡電話：06-2842600

台江文化中心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一段 205、207 號
23.045833, 120.187975
服務時間：周一、周三至周日 0800-1730，
                    周二休館
連絡電話：06-2558136

海尾寮朝皇宮
709 臺南市安南區海中街 101 巷 10 號
23.040444, 120.183972
服務時間：05:30-21:30

溪頂寮保安宮
23.031583, 120.214306
709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 220 巷 52 號
服務時間：06:00-21:00 

臺灣歷史博物館
709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 250 號
23.058472, 120.234833
服務時間：09:00-17:00 周一休館

新港社地方文化館
744 臺南市新市區道爺路 3 號
23.091806, 120.267611
服務時間：09:00-17:00 周一休館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3.100803, 120.283708
744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 10 號
服務時間：09:00~17:00 周一休館

茄拔天后宮
741 臺南市善化區嘉南里 80 號
23.135278, 120.326833
服務時間：06:00-20:00

官田遊客中心
720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里福田路 99 號
23.188420, 120.336176
服務時間：9:00-17:00
連絡電話：06-6900399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 ( 付費進入 )
720 臺南市官田區烏山頭里嘉南 68-2 號
23.207922, 120.363019
服務時間：08:00-17:30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 付費進入 )
23.213499, 120.364875
服務時間：09:00-17:30( 週三休館 )

六甲鎮南宮仙公廟
734 臺南市六甲區工研路 2 號
23.220667, 120.365909
服務時間：8:00-17:00

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西口工作站
733 臺南市東山區南勢里下南勢 71 號
23.231922, 120.447723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逢假日除外 )

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東口工作站
715 臺南市楠西區照興里興北 6 號
23.220151, 120.492067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逢假日除外 )

曾文之眼遊客服務中心
733 臺南市東山區南勢里大洋 41-30 號
23.241528, 120.519528
服務時間：08:00-17:00 
連絡電話：06-5753251#6228

曾文水庫觀景樓
607 嘉義縣大埔鄉西興村潭坪 7 號 2F
23.241639, 120.544083
餐廳服務時間：09:00-17:00( 平日 )
                            08:30-17:00( 假日 ) 阿里山轉運站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山村 1 鄰南阿里山 55 號
23.508389, 120.801528
服務時間：08:00-17:00 

排雲登山服務中心
556 南投縣信義鄉太平巷 151 號
23.481833, 120.886972
服務時間：06:30-16:30 
連絡電話：04-92702228

塔塔加遊客中心
556 南投縣信義鄉同富村太平巷 118 號
23.487516, 120.891722
服務時間：09:00-16:30 農曆除夕及每月第二個星
期二休館，遇例假日則順延一天。
連絡電話：04-92702200

東埔山莊
605 南投縣信義鄉中山村自忠 77 號
23.484372, 120.886043
連絡電話：04-92702213

服務據點

內海之路

大圳之路

原鄉之路

聖山之路

大埔旅遊資訊站
607 嘉義縣大埔鄉和平村雙溪 100 號
23.301833, 120.589750
服務時間：09:00-17:00 
連絡電話：05-2521368

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 3 鄰 60 號
23.299009, 120.665984
服務時間：09:00-17:00 週六、日休息

新美尼亞后薩獵人營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村 5 鄰 88 號
23.332889, 120.681778
服務時間：08:00-17:00 週六休息

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 ( 付費進入 )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 3 鄰 51 號
23.378917, 120.677917
服務時間：08:00-17:00 ( 周三休息 )

里佳資訊站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佳村 2 鄰 31 號
23.405222, 120.721056
服務時間：09:00-17:00 
連絡電話：05-2511906

達邦鄒族自然與文化中心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一鄰 21 號
23.453972, 120.749361
服務時間：09:00-17:00 周一、二及國定假日休館
連絡電話：05-2511982

特富野社區發展協會
605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特富野 196 號
23.462306, 120.757333
服務時間：週一到週五；週六、日休息



內海之路

概述：
古台江內海為臺灣西南沿海由沙洲及本島陸地所圍成的水
域，數百年來因洪水氾濫、曾文溪改道，內海逐漸淤積成
浮覆地。不同族群在此留下歷史的痕跡，台江內海記載著
精彩的歷史文化演變。
昔日台江內海如今已多淤積為濕地，或被作為魚塭使用，
出海口可見海灘沙地、濕地、蚵棚、水鳥與紅樹林豐富的
自然生態，近海處沿途多為魚塭，聚落中仍有保留一些傳
統建築與廟宇文化，亦有不少歷史故事流傳其中，除此之
外，此段也是嘉南大圳灌溉範圍內，沿途還可看見魚塭及
鹽田等產業景觀。 

住宿：
此段經過人口密集與發展較早的城鎮，具有較多歷史建
築，建議以臺南老屋、特色民宿或背包客棧為主。

地方特產：
安南區 - 鹽、草蝦、虱目魚、石斑魚、甘蔗、玉米、洋香瓜、
聖女小番茄
新市區 - 白蓮霧、水稻、鳳梨、甘籃及西瓜
善化區 - 毛豆、胡麻、草莓

路段：
MSTW 01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朝皇宮岔
MSTW 02  朝皇宮→保安宮岔
MSTW 03  保安宮→臺灣歷史博物館
MSTW 04  臺灣歷史博物館→新港社地方文化館
MSTW 05  新港社地方文化館→陽光電城公園
MSTW 06  陽光電城公園→茄拔天后宮

內海之路

內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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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01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朝皇宮岔

從台江內海而來
聽著海潮之聲，遙想當年不同族群，揚起帆乘風破浪而來，只為踏上臺灣這塊寶地。

長度： 
水路 0.3KM ( 目前無固定船班 )
產業道路 5.6 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1 小時 10 分鐘

起訖點：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朝皇宮岔

餐飲： 
建議自備或至朝皇宮前方店家

周邊景點：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鹽水溪口
濕地

路線：
起點為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位於嘉南大圳排水線與鹽水溪交會
處，可眺望四草大橋，在海埔新生地尚未形成前，此點位在台江
內海中。自起點至鹽水溪出海口需渡河，再沿著嘉南大圳排水線
而行，沿途可見魚塭與大排景色，經過安南水資源回收中心，再
過濱海橋後走堤岸上的自行車道至朝皇宮岔路。

特色：
魚塭景色以及出海口生態為最大的特色，不時還可見高蹺鴴、反
嘴鴴等水鳥，十月至隔年三月可見黑面琵鷺，行道樹可見欖仁、
水黃皮與小葉欖仁。

注意：
目前渡河路線無固定船班，建議從鹽水溪出海口 ( 山海圳綠道
0K) 開始。

MSTW 02 朝皇宮→保安宮岔

海尾寮《大廟興學》孕育台江文化
先民搭草寮興學堂，漁火書香傳家，開創台江文化。大廟興學，發揚海尾寮朝皇宮大道公濟世行善傳統
信仰文化，在地學習，學習在地。

長度： 
產業道路 5.0 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1 小時

起訖點： 
海尾寮朝皇宮／保安宮岔

餐飲： 
朝皇宮前方店家、海佃路二段及
安和路一段

周邊景點： 
海尾寮朝皇宮、台江文化中心、
飛虎將軍廟

路線：
海尾寮朝皇宮在光緒 4年將草寮公館重建為公厝，廟宇目前已
重建，自古以來為安南區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自海尾寮朝皇
宮經過住宅區，再走魚塭旁產業道路可接回嘉南大圳排水線，最
後可至保安宮岔路。

特色：
有漁塭景色以及進入漢人聚落，欣賞廟宇文化，每年三月苦楝樹
紫花盛開，行道樹則有苦楝、菩提與大葉欖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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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03 保安宮→臺灣歷史博物館

記憶中的臨海聚落溪頂寮
溪頂寮，原為台江內海內曾文溪改道堆積出的海埔新生地，先民前來拓墾，蓋茅寮為公厝，奉祀膜拜
保生大帝兼私塾學堂。

長度： 
產業道路 3.7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50分鐘

起訖點： 
溪頂寮保安宮／臺灣歷史博物館

餐飲： 
臺灣歷史博物館周邊

周邊景點： 
溪頂寮保安宮、臺灣歷史博物館

路線：
溪頂寮保安宮是徐群在咸豐年間捐出廟地，居民日眾，乃在本址
塔蓋茅寮，號稱公厝，一度遷址，直到西元1923年才重新遷回，
並重建磚造廟宇。自溪頂寮保安宮開始，走過住宅區道路接至鹽
水溪大排旁自行車道，經過和順工業區以及白色拱型跨橋，最後
抵達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特色：
路線中段為嘉南大圳排水線與鹽水溪最接近處，途中經過白色拱
橋，以及烏桕四季變化明顯，夏末秋季結果，果實外殼為黑色，
十分可愛。

養殖魚塭

海尾寮朝皇宮

白色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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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海之路導覽地圖
M S T W  0 1 -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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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04 臺灣歷史博物館→新港社地方文化館

濃縮不同從海而來的人與臺灣故事
臺灣歷史故事，發展從史前文化、原住民、荷據時期、明鄭時期、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直到今日生
活的樣貌。

長度： 
產業道路 6.1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1小時 15分鐘

起訖點： 
臺灣歷史博物館／新港社地方文
化館

餐飲： 
臺灣歷史博物館周邊

周邊景點： 
臺灣歷史博物館、堤塘湖、新港
社地方文化館

路線：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於西元 2011 年開幕，展示著重於臺灣歷
史，包含不同民族與臺灣自然環境互動的歷史。路線自臺史博開
始，沿著大排過和鼎橋後，可見對岸有畜牧養殖，接著到國道一
號與八號交匯處高架下的綠地，再陸續經過芝麻、甘蔗與芒果農
地，最後至新港社地方文化館。

特色：
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展示，讓人走上綠道，更能深入瞭解臺灣歷史
脈絡，途中還可見栽種芒果、芝麻與甘蔗的農田，而國道高架橋
下的景色別有一番風味。

MSTW 05 新港社地方文化館→陽光電城公園

探訪靠海維生的史前先民文化與科技園區
幾千年前南科是一片汪洋，先民捕魚維生，不同時期史前文化交疊，加上西拉雅文化，至今日臺南
科技工業區，豐富了這片土地。

長度： 
人行道 5.3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1小時 10分鐘

起訖點： 
新港社地方文化館／陽光電城公
園

餐飲： 
南科園區便利商店及餐廳

周邊景點： 
堤塘湖、新港社地方文化館、道
爺古墓遺址、臺灣史前博物館
( 南科分館 )、陽光電城公園

路線：
新港社地方文化館常態展示區以平埔西拉雅文化及史前考古
相關史料為主，特展區邀請知名藝術家展出作品，館外有堤
塘湖。經過道爺古墓遺址，沿著人行道走，有不同的行道樹
的變化，進入南科範圍，路線經過史博館南科館，展示南科
考古出土的史前文物。繼續沿著西拉雅大道旁人行道上橋，
橋下方為南科火車站，最後抵達陽光電城公園。

特色：
以南科出土的史前文化與平埔族西拉雅文化為特色，當時在
開發南科時發現史前文物，可分為六個文化與十一個分期，
現在還可看到遺址，且臺灣史前博物館 ( 南科分館 )，是極佳
的教育及展示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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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06 陽光電城公園→茄拔天后宮

隨鄭軍渡海來臺的天上聖母
茄拔早期為西拉雅族目加溜灣社下之茄拔社，先民隨鄭軍渡海來臺，輾轉至茄拔定居，建草茅廟宇供
奉媽祖。

長度： 
產業道路 5.1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1小時 10分鐘

起訖點： 
陽光電城公園／茄拔天后宮

餐飲： 
陽光電城周邊、臺 1線與縣 178
路口、茄拔街區

周邊景點： 
陽光電城公園、茄拔工作站水閘
門、茄拔天后宮

路線：
自陽光電城公園繼續向東行，沿西拉雅大道旁人行道，穿越台 1
進入小路，接上嘉南大圳南幹支線旁的路徑，可看到南幹支線有
兩水道、水閘門以及農田美景，青翠嫩綠的菜園、白花盛開的芝
麻園、金黃波浪的稻田與筆直的蔗田，經過茄拔工作站，最後接
至茄拔天后宮。

特色：
沿途經過各種農作物的田地，十分有變化，後段臺灣欒樹秋季十
分漂亮，茄拔天后宮則是地方信仰中心，有大榕樹與精緻的廟
宇，樹下則有不少人聚集，愜意地聊天。

臺灣歷史博物館

休耕地 芝麻田

茄拔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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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海之路導覽地圖
M S T W  0 4 - 0 6



概述：
嘉南平原從看天田，藉著八田與一嘉南大圳偉大的水利工程，
變成富饒之地，平原上充滿著各種結實累累的農作物，嘉南大
圳訴說著臺灣農民的生活。此段是水利工程的精華段，最著名
為日治時期八田與一所建造的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路線沿
著嘉南大圳行走，自小水圳接南幹線至引水道，經過曾文溪、
渡仔頭與官田溪三大渡槽橋，續接烏山頭水庫與東西口引水
道，最後是西元 1973 年完工全臺最大的曾文水庫。

住宿：
近為丘陵地，多果園、農村與自然山林，建議以渡假村與露營
區為住宿點。

地方特產：
官田區 - 菱角
六甲區 - 桂竹、刺竹、稻米、洋菇、柳丁、龍眼、筍殼魚
楠西區 - 楊桃、梅子、龍眼、芒果、荔枝、蜜棗
大埔鄉 - 麻竹筍、破布子、香蕉、木瓜、荔枝、龍眼、芒果

路段：
MSTW 07 茄拔天后宮岔→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售票口
MSTW 08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售票口→南湖口
MSTW 09 南湖口→西口
MSTW 10 西口→焙灶
MSTW 11 烏山嶺水利古道 ( 焙灶→東口工作站 )
MSTW 12 東口工作站→曾文水庫紀念碑 ( 警察局 )
MSTW 13 曾文水庫紀念碑 ( 警察局 ) →曾文水庫觀景樓
MSTW 14 曾文水庫觀景樓碼頭→大埔情人公園碼頭

大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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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07 茄拔天后宮岔→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售票口

親臨嘉南大圳水利工程歷史三大渡槽橋
嘉南大圳南幹線三大渡槽橋，日治時期以桁架鋼樑鑄成輸水槽，並採用鉚釘工法接合，提供人們交通
使用與輸水功能。

長度： 
產業道路6.2KM；公路3.6KM；
人行道 0.39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2小時 20分鐘

起訖點： 
茄拔天后宮岔／烏山頭水庫風景
區售票口

餐飲： 
茄拔街區、臺 1線

周邊景點： 
曾文溪渡槽、渡仔頭溪渡槽、官
田溪渡槽

路線：
自茄拔天后宮岔開始，沿嘉南大圳南幹線而行，與臺一線平行，
途中有乳牛牛舍，至曾文溪可見曾文橋、新舊渡槽，續行於堤岸
上，旁邊為農田，再經過渡仔頭溪渡槽與官田溪渡槽，三大渡槽
橋為日治時期八田與一所建，具歷史與文化價值，為重要古蹟。
接八田路前農作物為龍眼與芒果，八田路為市道 171，路旁農田
多種稻米與菱角，最後經過導水路可至烏山頭水庫。

特色：
除了兩側麵包樹的綠道美景，三大渡槽更是具有代表性，兼具交
通道路與輸水管路的複合功能，其工法屬於稀有之工法。

MSTW 08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售票口→南湖口

遊覽珊瑚潭認識八田與一技師
日治時期八田與一所建的烏山頭水庫，將看天灌溉之地成富饒之田，施行三年輪灌制度，使嘉南平
原上佈滿豐富又不同的色彩。

長度： 
人行道 0.59KM；公路 2.8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50分鐘

起訖點：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售票口／南湖
口

餐飲： 
建議自備或至六甲市區

周邊景點： 
導水路、烏山頭水庫風景區、鎮
南宮

路線：
烏山頭水庫於西元 1930 年完工，屬於嘉南大圳水利工程重要
項目之一，因水庫形狀似珊瑚，故有珊瑚潭之雅名，也是目
前僅存之半水力沖淤式土石壩結構，主要功能除供應嘉南地
區農田之灌溉用水外，更肩負大台南地區公共給水原水及工
業用水調配之責。自烏山頭水庫風景區售票口沿八田路向北
行，經過八田與一紀念園區，接工研路經過鎮南宮至南湖口，
旁邊以果樹居多。

特色：
烏山頭水庫的形狀優美，景色秀麗；欲了解八田技師銅像與
相關歷史，請至烏山頭水庫；欲參觀八田技師故居請至八田
與一紀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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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溪渡槽

渡仔頭溪渡槽

官田溪渡槽

嘉南大圳南幹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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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09 南湖口→西口

進入涵養水源的淺山地區探訪林間小廟
走在自然的林木與竹叢所形成的綠色廊道上，想像著一滴一滴的雨水落下，順著地形流入烏山頭水
庫，大地一片綠意盎然，探訪隱身在林間的小廟。

長度： 
產業道路 0.63KM；公路
10.5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2小時 30分鐘

起訖點： 
南湖口／西口

餐飲： 
建議自備或至西口小瑞士

周邊景點： 
石碑 ( 修建嘉南大圳記 )、西口
小瑞士豎井

路線：
自南湖口開始，沿著市道 174 而行，途中可發現兩三間小廟，
大多為百姓廟，且無供奉神像，經過南元休閒農場、真武殿至坪
園子岔路，這條路上有公車可以搭乘，但班次不多。接著走產業
道路經過聚落，最後可至西口小瑞士，目前有西口工作站、西口
水力發電廠、豎井等。

特色：
沿途為中低海拔自然雜木林樣貌，蓊鬱茂盛，林間小廟為臺灣南
部常見之形式，是否與西拉雅族有關有待考究。至西口工作站可
見石碑修建嘉南大圳記，還可見水利工程之豎井，水面高度超過
水口時，會從豎井圓盤中心流下去，再從壩堤下圳口噴出。

MSTW 10 西口→焙灶

一覽天井漩渦奇景與西口小瑞士的湖光山色
西口風景秀麗，為了將曾文溪溪水注入水庫，因落差大溪水快速由豎井圓形的洞口中快速旋轉而
下，水利工程形成天井漩渦奇景。

長度： 
產業道路 3.0KM；公路 0.9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1小時 10分鐘

起訖點： 
西口／焙灶 ( 市道 175)
餐飲： 
建議自備或至西口小瑞士

周邊景點： 
石碑 ( 修建嘉南大圳記 )、西口
小瑞士豎井、焙灶

路線：
西口是日治時期八田與一興建嘉南大圳時，為增加烏山頭水庫
水源，於是在烏山嶺開鑿東西口引水道，引曾文溪經東口流入
烏山嶺引水道，歷經七年才完工。西口小瑞士位於烏山頭水庫
的上游，曾是知名觀光景點，當時河道旁有高大的樹木，綠草
如茵，後來發電廠興建。自西口走產業道路，經龍眼園與芒果
園，最後可接至市道 175。

特色：
西口小瑞士除了豎井還有壩堤，景色十分優美，沿途還可見芒
果與龍眼等果樹，夏季與秋季結實纍纍，以及傳統烘焙龍眼乾
的焙灶。

注意：
此段產業道路坡度較陡，建議多預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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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11 烏山嶺水利古道

翻越烏山嶺探訪東西口引水道
八田與一為增加烏山頭水庫水源，於是在烏山嶺開鑿東西口引水道，過程十分艱辛，最後終於將曾文
溪溪水引入。

長度： 
山徑 2.5KM；產業道路 1.6KM

分級：
3 級

所需時間： 
西口→東口 -步行 4小時
東口→西口 -步行 5小時

起訖點： 
焙灶 ( 市道 175) ／東口工作站

餐飲： 
需自備餐飲

周邊景點： 
第 50號曾文水庫水準點

路線：
日治時期八田與一在興建嘉南大圳時，為防烏山頭水庫缺水，開
鑿一條約 3.2 公里的引水道，兩端分別為東口與西口。早期可由
西口越過烏山嶺抵曾文水庫，在登山界稱作「東西口健行」，後
來因天災等因素使地形地貌改變，路線逐漸沒落，目前持續以手
作步道方式修繕。此路線自市道 175 上切，走產業道路坡度陡，
經過龍眼園，最後進入山徑，沿途經過第 50 號曾文水庫水準點、
電塔與羊蹄甲林，林下景色十分優美，接著至一處大崩壁，最後
於東口工作站外出山徑。

特色：
為自然山徑，可見淺山林相及生態，景觀視覺從果園轉變為自然
山林，多為林蔭下景色，偶有幾處可眺望丘陵地形；植被則有相
思樹、芒草、竹叢與羊蹄甲林。

注意：
此段產業道路坡度較陡，建議多預留時間，山徑較為自然原始，
需評估自身體力並做好事前準備。

西口小瑞士豎井

沿途果園市道174旁小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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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12 東口工作站→曾文水庫紀念碑

隱藏在曾文水庫山林間的夢幻之眼
路途中經過曾文之眼遊客服務中心，玻璃倒映著綠意盎然的林木，和諧的與自然環境融合，館內有著
水庫發展的故事。

長度： 
產業道路 1.5KM；公路 4.8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1小時 20分鐘

起訖點： 
東口工作站／曾文水庫紀念碑
( 警察局 )

餐飲： 
建議自備或至曾文之眼遊客服務
中心

周邊景點： 
曾文之眼遊客服務中心、曾文水
庫紀念碑 ( 警察局 )、壩頂

路線：
自東口工作站開始，走產業道路往北，兩旁有平坦的草地，早期
為東口露營區，道路可接至曾庫公路，途經曾文之眼遊客中心，
建築造型十分特別，外觀為玻璃帷幕，內部除了提供諮詢與旅遊
建議，以及提供簡餐，例假日簡報室定時播放觀光及鳥類生態影
片，最後走至曾文水庫紀念碑 ( 警察局 )。

特色：
曾文之眼遊客服務中心，玻璃外觀映著青翠的綠樹，融合且優
美；走於曾庫公路上，可遠眺曾文水庫壯觀的壩堤與溢洪道。

MSTW 13 曾文水庫紀念碑→曾文水庫觀景樓

佇立於雄偉的壩頂遠望
費盡千辛萬苦抵達曾文大壩，遠望曾文水庫湖光山色，湖景壯麗讓人讚嘆不已。

長度： 
公路 2.2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30分鐘

起訖點： 
曾文水庫紀念碑 ( 警察局 ) ／曾
文水庫觀景樓

餐飲： 
建議自備或至觀景樓

周邊景點： 
曾文水庫紀念碑 ( 警察局 )、壩
頂、觀景樓、觀景樓碼頭

路線：
自曾文水庫紀念碑 ( 警察局 )，可見壯觀的壩頂、曾文大壩溢
洪道閘門與溢洪道，接著曾庫公路經過壩頂後，沿曾文水庫而
行，可見造型十分有設計感的觀景樓，可上樓眺望曾文水庫美
景，樓上亦有餐飲販售，最後至湖畔旁景觀樓碼頭乘船。

特色：
在壩頂向下眺望，以不同角度欣賞大壩，沿途可看曾文水庫的
水色風光，至觀景樓除了欣賞建築，樓上賞景更是美麗，可將
曾文水庫盡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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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14 曾文水庫觀景樓碼頭→大埔情人公園碼頭

乘著船遊覽全臺灣最大的水庫
微風輕輕吹拂，黑鳶盤旋，乘船欣賞曾文煙波美景，山巒疊翠，彷彿置身於畫中。

長度： 
水路 8.5KM  無固定航班
( 或走公路 20.4KM )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搭船 1 小時 10 分鐘

起訖點： 
曾文水庫觀景樓碼頭／大埔情人
公園碼頭

餐飲： 
建議自備或至觀景樓、大埔市區
( 大埔路 )

周邊景點： 
觀景樓、觀景樓碼頭、山豬島、
飛鷹峽谷、曾文水庫情人碼頭、
大埔情人公園

路線：
曾文水庫位於嘉義縣與臺南市交界，自西元 1967 年建造，於西
元 1973 年完工，主要以提供嘉南地區灌溉用水為興建目的，另
外又具有發電、防洪和觀光功能，為臺灣面積最大的水庫。此段
路線為水路，自觀景樓碼頭搭乘遊艇，沿途可停留山豬島與進入
黑鳶峽谷，最後至大埔情人公園碼頭上岸。

特色：
水庫遊艇讓旅者能夠飽覽水庫的水天一色，從嘉南大圳一路溯源
至曾文水庫，遊覽水庫更能認識水利工程，水庫周邊也有豐富的
生態資源，運氣好可見黑鳶盤旋。

注意：
曾文水庫觀景樓碼頭至大埔情人公園碼頭目前尚無固定航班，
需團體預訂客製化行程，且冬季枯水期，水量不足遊艇將停駛。
若路線不通，可走臺 3線來替代 ( 公路 20.4KM)，目前公車 ( 綠
25) 會從臺 3線風吹嶺站牌開至大埔街上，一天僅有四班。

曾文水庫

曾文之眼遊客服務中心遠眺曾文水庫壩堤



© 魯地圖 Taiwan TOPO

52

大圳之路

大圳之路導覽地圖
M S T W  1 2 - 1 4



概述：
沿途經過茶山、新美、山美、里佳、達邦與特富野鄒族部落，
感受鄒族的日常與文化，其中達邦與特富野仍保留著「庫巴
KUBA」，是鄒族男子集會所，也有幾處天主堂與教會，部落
內常有鄒族紋飾及壁畫，周邊則多為果園、茶園、咖啡園、檳
榔園與竹林，此段也進入地形變化較大且自然原始的山區，沿
途幾處可見曾文溪溪谷。從特富野至自忠保留著早期林鐵水山
線鐵軌，周邊林相為柳杉人造林。

住宿：
建議以原鄉部落民宿與露營區為主。

地方特產：
阿里山鄉 - 茶葉、山葵、竹筍、愛玉子、苦茶油、咖啡

路段：
MSTW 15 大埔情人公園碼頭→茶山部落
MSTW 16 茶山部落→新美部落
MSTW 17 新美部落→山美達娜伊谷
MSTW 18 達娜伊谷步道 ( 達娜伊谷→鄒族耕地 )
MSTW 19 里美避難步道 ( 鄒族耕地→觀景台 )
MSTW 20 巨石坂步道 ( 觀景台→登山口 )
MSTW 21 巨石坂步道入口→烏奇哈溪產業道路
MSTW 22 里佳林間步道→賞楓步道
MSTW 23 里佳部落→達邦部落
MSTW 24 特富野步道 ( 達邦部落→特富野部落 )
MSTW 25 特富野部落 ( 產業道路 ) →特富野古道
MSTW 26 特富野古道 ( 特富野→自忠 )

原鄉之路

內海之路原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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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15 大埔情人公園碼頭→茶山部落

踏上鄒族文化探索之旅
由漢人聚落緩步進入鄒族茶山部落，循著曾文溪而上，景色轉變為自然山林，環顧四周綿延不絕的山
巒，途經壯觀的青雲瀑布，我們朝著茶山部落走去。

長度： 
產業道路 1.2KM；公路 10.6 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2 小時 40 分鐘

起訖點： 
曾文水庫情人碼頭／茶山部落

餐飲： 
大埔市區 ( 大埔路 )、茶山部落
雜貨店與社區廚房 ( 建議先預訂 )

周邊景點： 
大埔情人公園、情人瀑布、內翅
葉吊橋、屯阿巴娜步道

路線：
在臺灣史前時期，大埔地區已有人類活動，目前已發掘嘉義農場
遺址及大埔遺址，屬新石器時代晚期，後來為鄒族人居住地，直
到清領時期才有漢人入墾。西元 1967 年為興建曾文水庫，使居
民遷村搬離家園，如今因位於水源地，避免了過度的開發，大埔
保留下自然優美與純樸的環境。路線自大埔情人公園碼頭開始，
經過大埔旅遊資訊站，走公園路續接臺 3線，過大埔橋後接青
山產業道路，途經青雲瀑布與茶山大橋，最後抵達茶山部落。

特色：
大埔情人公園內有裝置藝術可以欣賞，此段從漢人聚落進入鄒族
部落，可以感受不同文化的轉變。青雲瀑布又名情人瀑布，名稱
由來是因瀑布為兩條水道順流而下進入潭底，有著彼此深愛的情
人一同牽手朝向未來之意。周邊的內葉翅吊橋則有著「溪流有悠
遊的鯝魚，天上有飛翔的老鷹」之意。

注意：
瀑布深潭水深十米以上且有暗流，不適合戲水。

MSTW 16 茶山部落→新美部落

Aveoveoyu ！感受茶山部落分享的HUFU涼亭文化
茶山部落，山腰上的平原，鄒族、布農族與漢人一起生活，家家戶戶前都有涼亭，各具特色，共同
傳達「分享」的精神。

長度： 
公路 8.7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2 小時 10 分鐘

起訖點： 
茶山部落／新美部落

餐飲： 
茶山部落雜貨店、部落廚房 ( 建
議先預訂 ) 與新美部落街上

周邊景點： 
屯阿巴娜步道、觀溪亭步道公
園、達谷布雅努賞魚步道、新美
尼亞后薩獵人營、新美香樟林步
道、長老教會 ( 浴火重生館 ) 

路線：
茶山，是進入鄒族部落的第一站，屬於鄒族南三村之一，位
於曾文溪旁，原名為珈雅瑪，意思是「山腰上的平原」，是
阿里山鄉最南的村落，相傳最早定居者是已消失的「達古布
亞努族」，目前為鄒族、布農族與漢人混居之部落。近年來
以涼亭文化聞名，在部落可見各式各樣的涼亭，此外屯阿巴
娜生態步道可觀察到豐富的自然生態。綠道路線自茶山部落，
走產業道路經過茶山村 1鄰、觀溪亭步道公園與達谷布雅努
賞魚步道入口，再經過新美大橋與新美尼亞后薩獵人營至新
美部落。

特色：
茶山近年來以涼亭文化聞名，部落內可見觀日亭、觀溪亭等
各種涼亭，每年 11 月都會舉辦「茶山HUFU 涼亭節」，吸
引遊客體驗鄒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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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17 新美部落→山美達娜伊谷

追隨新美獵人的腳步認識鄒族獵人文化
鄒語「追追鄒呢」，代表去山裡走一走，是獵人上山前跟家人說的話，進入新美部落，跟著鄒族獵人
一起向大自然學習吧！

長度： 
公路 7.9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1小時 50分鐘

起訖點： 
新美部落／山美達娜伊谷

餐飲： 
新美部落街上、達娜伊谷生態園
區

景點： 
新美尼亞后薩獵人營、新美香
樟林步道、長老教會 ( 浴火重生
館 )、傳統建築、鄒族壁畫、福
美吊橋

路線：
新美部落，位於曾文溪上游，亦屬於鄒族南三村，相傳鄭成功擊
退荷蘭人後，有荷蘭士兵逃經過此處，取用山泉水，後來將其命
名為荷蘭水 ( 位在古阿娜瀑布 )，在日治時期新美則屬於農場用
地，居民多半來自達邦與里佳等部落，因水源缺乏無法耕作，目
前產業以造林與林下經濟為主。綠道路線自新美部落開始，經過
新美天主堂、榮三商店等，走產業道路沿途幾處可見綿延不絕的
山巒，展望極佳，接著進入山美部落，路旁一處可見鄒族壁畫，
再經過福美吊橋，最後至達娜伊谷入口。

特色：
新美部落則可看到浴火重生的教會，還可去達谷布亞努賞魚步道
與新美香樟林步道健行，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另有新美尼亞
后薩獵人營讓人深入瞭解鄒族獵人文化。

MSTW 18 達娜伊谷步道

進入鄒族聖地山美「達娜伊谷」，數一數溪裡的鯝魚吧！
鄒語「Dannayiku」( 達娜伊谷 )，鄒族的聖地，有忘憂谷之美稱，山美部落致力於生態保育，溪
水清澈，魚群清晰可見。

長度： 
山徑 1.1KM

分級：
2 級

所需時間： 
達娜伊谷→鄒族耕地 
步行 1小時 10分鐘
鄒族耕地→達娜伊谷 
步行 50分鐘

起訖點： 
達娜伊谷／鄒族耕地

餐飲： 
建議自備或至達娜伊谷生態園區

周邊景點： 
達娜伊谷生態公園、達娜伊谷吊
橋、涼亭、眺望點

路線：
達娜伊谷，鄒語為「Dannayik」意為忘記憂愁的地方，位於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鄒族境內，亦是臺灣第一處以社區力
量保育成功的生態公園。位於曾文溪上游，風景優美，吸引
不少觀光客，後來因莫拉克颱風等多次天然災害而沉寂，後
來村民們全體動員，整修達娜伊谷，才有今日美麗的風貌，
園內以鯝魚生態保育聞名。達娜伊谷步道在園內，經過達娜
伊谷吊橋，最後可至鄒族耕地。

特色：
達娜伊谷吊橋可欣賞曾文溪河谷美景，溪流中還有悠游的鯝
魚閃爍著，山徑兩側植物有次生林、竹林、山棕與香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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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19 里美避難步道

聯繫山美與里佳部落的森林小徑
從開闊的鄒族耕地進入闊葉林中，看到亞熱帶叢林的自然景色，挑戰山溝上一座座刺激的單索式吊
橋，最後抵達高處，鳥瞰曾文溪溪谷。

長度： 
山徑 1.6KM

分級：
4 級

所需時間： 
鄒族耕地→觀景台
步行 2小時
觀景台→鄒族耕地
步行 1小時 40分鐘

起訖點： 
鄒族耕地／觀景台

餐飲： 
沿途無補給，需要自備。

景點： 
單索式吊橋、木製獵寮 (涼亭 )、
觀景台

路線：
里美避難步道昔日為鄒族里佳與山美部落遷徙及往來之古道，日
治時期因里美步道開闢，古道逐漸荒廢，直到西元 2009 年八八
風災重創里美步道，中斷部落往來之路，後來村民意識到古道可
做為避難用途，向林務局提議修復，整修後命名為「里美避難步
道」，為林務局區域級步道，具有避難與觀光價值。路線連接巨
石坂步道與達娜伊谷步道，無法直接開車到達，自鄒族耕地接上
里美避難步道，經過三座單索式吊橋與木製獵寮 ( 涼亭 )，一路
陡上最後接至 0K觀景台。

特色：
山徑進入亞熱帶闊葉林，彷彿進入叢林探險，還可看到麻竹，生
態資源豐富，在觀景台可眺望曾文溪溪谷與雙吊橋。

注意：
坡度較陡，海拔落差約 500 公尺，需自行評估體力狀況。

MSTW 20 巨石坂步道

一覽鬼斧神工的里佳巨石坂
從隱密的山徑走出，出現一大片傾斜石坂，光滑平坦，上面有幾處差別侵蝕的壺穴，再往巨石坂
頂而行，景色越來越令人嘆為觀止。

長度： 
山徑 0.72KM

分級：
3 級

所需時間： 
觀景台→登山口 -步行 50分鐘
登山口→觀景台 -步行 40分鐘

起訖點： 
觀景台／巨石坂步道登山口停車
場

餐飲： 
沿途無補給，需要自備。

周邊景點： 
觀景台、木棧拱橋

路線：
原是溪流河道與茂密森林，因西元 1996 年賀伯颱風沖刷出
長約 700 公尺、寬約 30 公尺、15 度斜坡的傾斜峭壁，看起
來十分平坦且壯觀，此外，岩石上有許多自然形成的壺穴，
冬天枯水期時，可在大石坂上慢步行走。步道自觀景台旁 0K
開始，經過樹林與竹林至巨石坂，有一岔路，一路沿著巨石
坂往高處走，可經巨石坂頂再至出口，景色較佳；另一路則
經過竹林接回停車場，路線不必多繞路，為本計畫之定線。

特色：
巨石坂因是一大片斜面石坂，走在上面視覺十分獨特，有向
上下延伸的視覺感，山徑兩側可見阿里山特產轎篙竹。

注意：
坡度較陡，海拔落差約 130 公尺，需自行評估體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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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21 巨石坂步道入口→烏奇哈溪產業道路

重返里佳歷史路線遠望象山
穿梭在轎篙竹竹林中，忽然視野開闊，可見對面的象山與隙頂，日治時期堡圖路線，如今已成為族人
採筍的生活道路。

長度： 
產業道路 6.9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1小時 40分鐘

起訖點： 
巨石坂步道登山口停車場／林間
步道登山口

餐飲： 
沿途無補給，需要自備。

周邊景點： 
里美步道 ( 原路往返 )、眺望點

路線：
自巨石坂步道入口往里佳部落方向而行，沿途可見不少竹林以及
雜木林，中間有兩三處有極佳的眺望點，可以看到象山與隙頂街
區，接著經過里美步道入口，目前里美步道為原路往返之路線，
再順著烏奇哈溪溪畔旁產業道路而行，兩側可見芒草與山芙蓉，
最後經過有夠遠露營區過橋，抵達林間步道入口。

特色：
有幾處可以遠眺象山以及綿延不斷的山脈，十分壯觀。

注意：
坡度較陡，且有高低起伏，海拔落差約 320 公尺，需自行評估
體力狀況。

達娜伊谷步道一景

達娜伊谷鄒族壁畫

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觀景台眺望達娜伊谷與曾文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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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22 里佳林間步道→賞楓步道

探訪隱身於深山的瑰寶 -里佳藍色部落
白天有湛藍天空，晚上佈滿星斗，夜空因此藍得發亮，因而獲得藍色部落美名，夏夜還可見點點光芒
的螢火蟲。

長度： 
山徑0.52KM；產業道路0.31KM

分級：
2 級

所需時間： 
產業道路→里佳賞楓步道
步行 40分鐘
里佳賞楓步道→產業道路
步行 30分鐘

起訖點： 
林間步道登山口／賞楓步道登山
口

餐飲： 
建議自備或至里佳部落

景點： 
里佳資訊站、風洞流步道

路線：
里佳屬於達邦大社部落群之一，白日山清水藍，夜間星光閃爍，
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又得「藍色部落」美名，相傳是溫家兄弟
打獵發現此地。路線走林間步道自烏奇哈溪溪畔開始，步道為木
棧道，經竹林與大樟樹，至里佳部落，走於街道上可見部落風
情，續接賞楓步道。相傳古時代，哈莫天神降臨玉山山頂，用手
搖動楓樹，而楓樹果實落地後變成人，即是鄒人祖先，因此鄒族
喜歡種楓樹緬懷祖先。

特色：
有秋季走於賞楓步道中，可見兩側楓香與青楓葉片變黃變紅，景
緻如畫，里佳部落也十分吸引人，偶爾可見曬愛玉的場景。

MSTW 23 里佳部落→達邦部落

遠望神奇的里佳茶園大石與群山
秋季楓香轉為金黃色，隨風搖曳，路兩側是綠油油的茶樹，茶園坐落於群山之間，赫然發現有顆大
石佇立在茶園中，屹立不搖。

長度： 
公路 16.3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3小時 50分鐘

起訖點： 
賞楓步道登山口／達邦部落

餐飲： 
建議自備或至達邦部落

周邊景點： 
茶園大石、日警官舍、達邦鄒族
自然與文化中心、達邦庫巴

路線：
自賞楓步道口開始走縣道 169，途經里佳製茶場與竹筍加工
廠，在西元 2009 年八八風災時，阿里山農業損失慘重，於是
臺積電陸續捐贈興建這兩棟。這一路上可見楓香與茶園，其
中以茶園大石最具特色，途中也有眺望點可見綿延不絕的山
巒與茶園美景，最後至達邦部落。早在 300 多年前，達邦部
落設立，其附屬部落為新美、茶山與山美等，位於曾文溪上
游長谷川西及伊斯基安娜溪匯流處附近，與特富野部落相望，
各擁有一庫巴(KUBA)，只有部落內成年男子准予從正門進入，
是鄒族人心目中的神聖之地，維繫著鄒族的文化精神和信仰。

特色：
沿途可見部落製筍與茶產業，此外，還擁有茶園風光與秋季
金黃楓香美景，而達邦部落的庫巴，也是鄒族文化一大特色，
在舉辦戰祭時，場面非常壯觀。

注意：
此段公路較長，徒步需注意時間。進入部落請尊重鄒族文化，
勿進入庫巴 (K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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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24 特富野步道

聯繫達邦與特富野鄒族兩大社的傳統路線
從達邦部落跨越曾文溪，穿梭在轎篙竹竹林中，看到參天的樟樹巨木，走到特富野部落，從古至今一
直是兩大社重要的往來路徑。

長度： 
山徑 1.6KM；產業道路 0.2KM

分級：
1 級

所需時間： 
達邦部落→特富野部落
步行 1小時 10分鐘
特富野部落→達邦部落
步行 50分鐘

起訖點： 
達邦部落／特富野部落

餐飲： 
建議自備或至達邦部落

景點： 
達邦吊橋、特富野庫巴

路線：
自達邦涼亭旁進入，經過達邦吊橋可看伊斯基安娜溪溪谷與紅色
拱橋，接著進入森林開始出現竹林與大樟樹，還可見「貢禮之
石」，在通往部落的路上，族人會選擇一塊大石頭，供奉社神(土
地神 ) 的地方，祈求社神庇佑，步道最後走到特富野部落。步道
中一區樟樹巨木林，樟樹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因可製
成樟腦，在當時為臺灣重要的輸出產物，而阿里山山區早期為獲
得樟樹的重要山區。

特色：
可在達邦吊橋眺望曾文溪溪谷景觀，山徑中有竹林美景以及巨大
樟樹，令人讚嘆。

注意：
請尊重鄒族文化，勿進入庫巴 (KUBA)。

MSTW 25 特富野部落 (產業道路 ) →特富野古道

鄒族人穿梭在竹林間摘採著新鮮的轎篙筍
蜿蜒小路連接著特富野部落與竹林，每逢筍季，鄒族人與時間賽跑，轎篙筍不斷地從土裡冒出，鄒
族人必須迅速地將竹筍割下，載回筍寮煮筍。

長度： 
產業道路 6.1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2小時 30分鐘

起訖點： 
特富野部落／特富野古道口 ( 特
富野端 )

餐飲： 
建議自備或至特富野部落

周邊景點： 
特富野庫巴

路線：
相傳遠古天神，將高山踩踏出兩處平坦區域，一為達邦社，
另一為特富野社，是鄒族起源的兩大社，大社皆有庫巴，代
表具有完整社會、政治與文化組織，相較於達邦，特富野是
一個安靜而淳樸的大村落。路線自特富野庫巴開始，從特富
野部落走產業道路，經過雜木林與竹林，最後可以抵達特富
野古道口。

特色：
漫步特富野部落中可見庫巴、鄒族神花金草蘭與神樹雀榕，
筍季可見採轎篙筍盛況。

注意：
請尊重鄒族文化，勿進入庫巴 (KUBA)。此段產業道路路況較
差，僅有四輪傳動車輛能通行，亦可預約社區車隊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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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26 特富野古道

重返鄒族舊獵徑與森林鐵路水山線歷史現場
想像著鄒族人走在獵徑上狩獵與征戰，一眨眼時空轉換為日治時期，日本人利用森林鐵路水山線，獲
取阿里山森林資源。

長度： 
山徑 6.4KM

分級：
2 級

所需時間： 
特富野→自忠 
步行 3小時 40分鐘
自忠→特富野 
步行 2小時 30分鐘

起訖點： 
特富野古道口／自忠

餐飲： 
沿途無補給，需要自備。

周邊景點： 
涼亭、水山線舊鐵道、木棧橋

路線：
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早期為鄒族之舊獵徑，日治時期，日本人
為伐運阿里山地區的紅檜與扁柏，便沿此古道闢築鐵道 ( 舊水山
線鐵道 )，為以前東埔線運材鐵道支線，後來因伐木時代結束於
西元 1971 年間拆除，遺留下鐵軌與木構橋樑，西元 2001 年嘉
義林區管理處將古道重新整建，並保留部分舊鐵道及棧橋。路
線自特富野端開始，陡上經過原始針闊葉混合林至梯子板山岔路
後，古道坡度轉為平緩，沿途可見鐵道遺構與柳杉林，最後抵達
臺 18自忠。

特色：
除了高聳的柳杉環繞與舊水山線鐵道景觀，至今仍可見遺留的檜
木樹頭，以及生態豐富的原始林，是賞鳥極佳的地點。

注意：
特富野端至梯子板山岔路坡度較陡，需自行評估體力狀況。

里佳 -達邦部落途中眺望點

里佳藍色部落

達邦庫巴 KUBA

特富野步道樟樹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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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玉山，臺灣最高峰，百岳之首，亦是鄒族與布農族的聖山，從
古至今一直是臺灣的精神象徵，不少勇者費盡心思，只為登上
臺灣最高峰。無論是原住民或是不同族群，皆景仰著玉山，早
期的探索可回溯至西元 1860 年開港通商，漢人懼怕原住民因
此只敢遠望，而來臺西人則是夢想著前往玉山，直到日治時期
玉山的生態調查及登山活動開始發展。此段地形變化大且具有
豐富的自然生態，也可見不同林相變化，動物會驚喜般的出現，
最後登上臺灣最高峰－玉山主峰，看見臺灣山岳令人讚嘆的美
景。

住宿：
建議以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為主，塔塔加地區目前僅有東埔
山莊，玉山主峰線上的排雲山莊需事先抽籤。

自然資源：
植物 - 二葉松、五葉松、雲杉、鐵杉、冷杉、玉山圓柏、玉山
           杜鵑、玉山薔薇、高山白珠樹、巒大花楸等。
動物 - 臺灣獼猴、臺灣黑熊、水鹿、臺灣長鬃山羊、臺灣野豬等。
鳥類 - 藍腹鷴、帝雉、冠羽畫眉、金翼白眉等 135 種。

路段：
MSTW 27 特富野古道口→石山服務站
MSTW 28 石山服務站→鹿林山登山口
MSTW 29 鹿林山登山口→麟趾山鞍部
MSTW 30 麟趾山鞍部→玉山登山口
MSTW 31 玉山主峰線 ( 塔塔加→玉山主峰 )

聖山之路

內海之路聖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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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27 特富野古道口→石山服務站

回到昔日登玉山的徒步起點－新高口
日治時期，起初只能從沼平辛苦地步行，經自忠至新高口登玉山，隨著森林鐵路建置，登山者可直接
搭火車至新高口，行程縮短使登山人數大增，現在我們再次回到現場探訪新高口吧！

長度： 
公路 8.2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2小時

起訖點： 
特富野古道口 ( 自忠 ) ／石山服
務站

餐飲： 
沿途無補給，需要自備。
( 若前一晚住宿於阿里山國家森
林遊樂區可先準備 )

景點： 
新高口、鹿林神木、玉山國家公
園界碑、石山服務站

路線：
自忠在日治時期稱為兒玉，位於祝山與兒玉山間的鞍部，曾是阿
里山伐木鐵道水山線與兒玉線的岔路口。路線從自忠走臺 18 線
至石山服務站，景色轉為高山公路景觀，有幾處眺望點，路旁較
無腹地可行走，經過新高口，再經鹿林神木最後可至石山服務
站。新高口是現今所指的玉山口，亦為戰前日本攀登新高山的登
山之入口，也是當時伐木鐵道東埔線、霞山線、石水山線的交叉
口。

特色：
有幾處可以遠眺綿延不斷的山巒，欣賞高山公路景觀。

MSTW 28 石山服務站→鹿林山登山口

從森林鐵路到獼猴天橋的演變
從最早日本人建置森林鐵路，到國民政府來台鋪設公路，近十幾年來，生態保育觀念的發展，玉管
處設置獼猴天橋，可以看得出我們越來越珍惜這塊土地上的自然萬物。

長度： 
公路 2.0KM

分級：
0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30分鐘

起訖點： 
石山服務站／鹿林登山口

餐飲： 
沿途無補給，需要自備。

周邊景點： 
石山服務站、獼猴天橋

路線：
在日治時期，這段也是森林鐵路東埔線的一段。路線從石山服
務站出發，繼續走臺 18 線，沿途可見針葉林以及楓香、臺灣
紅榨槭等植物，山坡上也有芒草出現，經過獼猴天橋，最後可
抵達鹿林登山口。這座獼猴天橋是玉山公園管理處特別興建，
為顧及生態保育及行車安全，時常可以在臺 18 看到臺灣獼猴
猴群出現。

特色：
運氣好可以看到獼猴利用天橋通行，秋季可見樹葉變紅遍黃，
景色十分美麗。

注意：
請勿餵食臺灣獼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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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29 鹿林山登山口→麟趾山鞍部

穿越綠色隧道與佈滿松針的小徑，尋找鹿林山莊！
西元 1926 年，日本人完成阿里山玉山登山道路，沿途也設立三個休泊所，鹿林山莊是其中一棟，由
阿里山紅檜建造而成，為當時登山者提供遮風避雨的場所。

長度： 
山徑 3.1KM

分級：
3 級

所需時間： 
鹿林山登山口→麟趾山鞍部
步行 3小時
麟趾山鞍部→鹿林山登山口
步行 2小時

起訖點： 
鹿林登山口／麟趾山鞍部

餐飲： 
沿途無補給，需要自備。

景點： 
鹿林山莊、麟趾山鞍部、鹿林山

路線：
本計畫路線自臺 18 線旁鹿林山登山口進入，先抵達鹿林山莊再
至鹿林山山頂，最後至麟趾山鞍部。日治時代早期，登玉山路線
有 3條，其中一條由阿里山沼平車站沿水山、石山、鹿林山稜
線步行至塔塔加鞍部，再登玉山，路途遙遠。中期因木料開採以
及鼓勵大眾登山，不但修築兒玉 ( 自忠 ) 經鹿林山至東埔 ( 塔塔
加鞍部 ) 的鐵道，也於西元 1926 年鋪設完玉山新步道，同時也
建造了三間「休泊所」，其中之一為鹿林山莊。鹿林山，海拔高
度 2845 公尺，向南眺望中央山脈南段與金字塔般的關山，往東
北東看向玉山山脈。

特色：
為竹林與松樹下林間景觀，彷彿走在綠色隧道中，步道上鋪滿松
針或竹葉，整體感覺十分幽靜。

注意：
此段山徑為緩坡與階梯，需評估自身體力並做好事前準備。

MSTW 30 麟趾山鞍部→玉山登山口

登玉山主峰前的小試煉－麟趾山步道
在這短短路程中，可欣賞高海拔各式各樣的植物，運氣好可見黃喉貂身影，放眼望去群山環繞展望
極佳，還可跟玉山主峰先打聲招呼。

長度： 
山徑 1.8KM

分級：
3 級

所需時間： 
步行 2小時

起訖點： 
麟趾山鞍部／玉山登山口

餐飲： 
沿途無補給，需要自備。

周邊景點： 
鹿林山莊、麟趾山鞍部、高山水
池、麟趾山、塔塔加鞍部、玉山
登山口

路線：
路線自麟趾山鞍部至塔塔加鞍部玉山登山口，而塔塔加鞍部位
於阿里山山脈與玉山山脈的交接點。塔塔加在鄒族人語意是
指寬闊、平台草原的地方，舊稱哆哆咖，是鄒族與布農族的
傳統獵場。麟趾山，海拔高度 2854 公尺，雖沒有三角點，但
有極佳的展望，天氣好時可見玉山主峰、西峰與阿里山山脈，
步道輕鬆好走，沿途可欣賞高山植物，發現高山動物的蹤跡。

特色：
麟趾山步道沿途皆有極佳的展望，可看鹿林山、玉山主峰、
西峰與阿里山山脈，並欣賞沿途高山景觀。

注意：
此段山徑為緩坡與階梯，需評估自身體力並做好事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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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W 31 玉山主峰線

登上臺灣百岳之首－玉山主峰海拔 3952 Ｍ
臺灣景色秀麗，地貌多變，是一個多山的島嶼，而玉山主峰，海拔高度3952Ｍ，是全臺灣第一高峰，
登玉山更是被列入臺灣人一生中必做的夢想清單中。

長度： 
山徑 10.9KM

分級：
5 級

所需時間： 
兩天一夜

起訖點： 
玉山登山口 ( 原路往返 )

餐飲： 
沿途無補給，需要自備，排雲山
莊可訂餐。

周邊景點： 
玉山登山口、孟祿亭、白木林觀
景臺、大峭壁、排雲山莊、玉山
主峰

路線：
自塔塔加玉山登山口起登，途經孟祿亭、白木林觀景臺與大峭
壁，至排雲山莊 (8.5K) 住一宿，隔日需走完剩下的 2.4 公里陡上
路線，路面逐漸轉變為碎石路，最後 200 公尺為碎石陡坡，可
登上玉山主峰。沿途可見雲杉、鐵杉與冷杉林，以及高山草花植
物在不同季節綻放，還有極佳的展望，可以眺望楠梓仙溪溪谷、
周邊群山，玉山主峰高聳雲霄，登頂玉山更是一望無際，天氣好
還可看到讓人讚嘆的日出大景。

特色：
著名的玉山日出，和不同海拔高度的林相及豐富的動植物資源。

注意：
◆ 攀登玉山有一定的難度，建議具備登山經驗，評估自身體力 
    並做好事前準備與鍛鍊。
◆ 請依規定向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辦理入山入園申請，排雲山莊
    床位需要事先抽籤。
    入山入園線上申請服務網  https://npm.cpami.gov.tw/index.aspx

◆ 建議登玉山前一晚住東埔山莊做高度適應，並保持充足睡眠，
    以降低高山症發生的機率。

於玉山主峰欣賞日出

鹿林山步道一景 玉山主峰石碑

臺灣獼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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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委辦單位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手冊設計單位 /大凡整合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台灣山林悠遊網 - 山海圳官方網站 

臺灣好行
https://www.taiwantrip.com.tw/line/1
大臺南公車
https://2384.tainan.gov.tw/NewTNBusWeb/
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
https://bus.cyhg.gov.tw/Default.aspx
曾文水庫觀光遊艇
http://www.godapu.com/

臺灣國家公園入園入山線上申請服務網
https://npm.cpami.gov.tw/index.aspx

119 救護專線
110 警察局
112 緊急救難專線 ( 山區收訊不佳處 )

台灣山林優遊網 -山海圳官方網站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Topic/MSTW
台江國家公園
https://www.tjnp.gov.tw/
玉山國家公園
https://www.ysnp.gov.tw/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https://swcoast-nsa.travel/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https://www.siraya-nsa.gov.tw/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https://www.ali-nsa.net/zh-tw
臺南旅遊網
https://www.twtainan.net/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https://www.tbocc.gov.tw/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
https://wusanto.magicnet.com.tw/
曾文水庫風景區
https://www.wrasb.gov.tw/TSENGWEN/

交通資訊

其他資訊

緊急聯絡

旅遊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