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 Moon Lake

夏天的日月潭這樣玩
遠離城市喧囂，在古樸窯場氛圍下體驗捏陶樂趣，
或是走入山林，探索布農原鄉生活風貌；
炎炎夏日來到日月潭享受悠閒時光！

陶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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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新視界

不料在 2013 年 6 月 2 日，再度遭逢芮氏

開幕典禮由潭南部落社群領袖谷明順，率

規模 6.5 烈震，因長時間劇烈搖晃造成塔體外

領潭南國小學童，以 Pislahi 等傳統祭儀為活動

觀、燈光設施碎裂毀損，日管處為維護遊客安

揭序幕，另演唱布農傳統歌謠、報戰功及森巴

全，暫時封閉停止參觀，但仍開放步道及周邊

鼓表演，氣氛溫馨。

廣場，供為休憩空間。

慈恩永懷
-慈恩塔風華再現
文、圖│伊達邵管理站

過程中，日管處長張振乾強調，慈恩塔

歷經整建修繕，日管處在 2014 年 5 月 11

之修繕以尊重原貌及保持既有風格為主軸，包

日母親節當天，賦予慈恩塔新生命，邀請各地

括外牆陶磚龜裂或剝落，均依原樣重新開模複

民眾見證修建完工、開放啟用，除步道健行，

製，審慎嚴謹可見一斑。慈恩塔開放時間為上

另辦敲鐘祈福，一方面讓民眾漫步於慈恩塔步

午 9 時 至 下 午 5 時， 假 日 有 志 工 解 說， 歡 迎

道，沐浴於森林芬多精中放鬆身心及感受慈恩

民眾沿步道踏青健行、登塔欣賞日月潭美景。

塔整修工程用心，也讓參與者為普天下母親共
慈恩塔位於環湖公路上方，海拔 954 公尺

公尺，沿途古木參天，綠意盎然，即使炎炎夏

的青龍山脈二龍山頂，是蔣介石為感念母親王

日，走在步道、林蔭也不覺得燠熱，石板步道

太夫人於 1969 年興建，1971 年完工；塔體為

的設計符合人體工學原理，緩步漫遊，不致於

仿遼宋古塔八角形式，塔身九層，含塔尖約 48

感到吃力，而且每隔 100 公尺，在石階上刻有

公尺，將塔頂海拔補足超過 1000 公尺。

數字，貼心的預告還有多遠即可到達。

慈恩塔的興建是由蔣介石總統親自擇址，

沿途蟬聲唧唧，彷彿為訪客加油打氣；當

當時環湖公路尚未修築完成，建料輸運仰賴舢

您正抬頭揮汗時，一叢叢艷紅的扶桑花，在步

舨，經由潭區水面，利用流籠吊送山頂，工程

道盡頭處迎接貴客光臨，轉折處即可看見一座

相當艱鉅。

寶塔高聳入雲，塔前廣場白沙細石，讓人有著

塔頂視野遼闊，望向潭面，東北方形較寬

2

恍入仙境的錯覺。

闊似日輪；西南方較狹長如月鉤，即可明白日

該塔在 921 大地震後，因建體龜裂及周邊

月潭名稱的由來。除是蔣氏生前最鍾愛的地方，

環境嚴重受損，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成立

更是日月潭風景區主要地標與重要觀光景點。

後列為重點重建工程，包括整建塔體、及古亭、

慈恩塔步道從停車場到步道終點大約 570

同祈福。

白石廣場、夜間燈光等周邊設施，為慈恩塔景
觀注入新的活力氣象，深得遊客喜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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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拉坯、捏陶樂，
一同去陶遊─日月潭陶藝體驗

文│潘品璇 圖│徐嘉妤、添興窯、水里蛇窯

南投的陶窯文化歷史悠久，直至今日仍然保存著傳統窯燒技術以及古樸的窯
左圖｜親手窯入口意象

場。來到這裡，你可以盡情地像個孩子一樣赤手捏陶、恣意發揮你的創意，亦

右圖｜拉坯

或是靜謐平穩地在手拉坯機台上與陶周旋共處。本篇推薦兩條玩陶路線，邀
請遊客遠離城市喧囂，在自然的蟲鳴鳥叫聲與古樸窯場氛圍之下，與陶共舞。

親手窯－捲起衣袖，親手來做陶

台21線埔里地區/澀水窯、親手窯
澀水窯－紅茶心、陶土情，共舞新生命
來到埔里地區沿著台 21 線往南而行，可

肉桂與薄荷的香氣，飲用入喉還會留有甘醇的
餘香，獲得國內外品茗人士的一致好評。

由台 21 線往日月潭方向走，首先會看到

除了迎賓瓶，親手窯園內的建築物也別具

左側巨大的陶瓶裝置矗立在路旁，就是抵達親

特色。主建築物以磚瓦、漂流木、陶甕等媒材

手窯的標誌了。親手窯歷經 921 地震時候，震

建造而成，並在牆面上雕刻、彩繪有原住民豐

碎了大量的精美陶藝品，幾乎所有畢生的心血

富的生活景象，而主建物的橫樑則是以故事牆

於一夕之間全化為殘破的碎片。經過努力重整、

的方式雕刻出主人巫慈彬的成長歷程，獨具特

以前往位於魚池鄉大雁村的澀水社區玩陶土、

因此，來到澀水窯不僅可以在好風景中體

修建，利用損壞的陶器碎片拼製成巨型陶瓶，

別意義。一棟充滿故事與畫面的建築物，以手

品紅茶。澀水地區因擁有罕見的優質天然陶土

驗捏陶、手拉坯的樂趣，還可以在園區內看到

將破碎轉化為另一種生命的再造，如今呈現在

作的痕跡表露出質樸、溫厚的原民風情，不僅

「白仙土」，從日治時期便開始開採製陶。同

製茶作業的進行，伴隨揉捻機的嘎嘎作響，一

遊客眼前是逆境重生的迎賓瓶，佇立門口以新

富有濃厚的人情味，也表現出主人匠心獨具的

樣歷經 921 地震以及當地窯業的蕭條式微，澀

旁的新鮮茶青暗暗萎凋蒸發水分，茶香隨著熱

的面貌再次迎接訪客的到來。

藝術涵養與創作的熱情。從親手窯的建築物便

水窯為保留傳統製陶文化，興建柴燒窯以傳承

氣飄散陣陣撲鼻而來，彷彿進行著一場茶香洗

窯業文化與陶業推廣。

禮。在澀水窯質樸與恬靜的好風光裡，遠離城

另外，魚池一帶高溫多濕的氣候以及地理
環境非常適合種植阿薩姆紅茶，日治時期時由
日本人引進栽種。至今澀水地區種植紅茶面積
雖不如當時興盛，但大多以種植台茶 18 號茶
種為主，種植出來的紅茶茶湯紅艷透亮，帶有

市喧囂，不論輕鬆把陶或是專注於手拉坯機台
上的無限圈旋，手中感受的是陶土的溫厚，加
上啜飲一口當地「日月潭紅茶」的溫潤入喉，
可說是色、香、味、觸十足的感官享受一併俱
全了。

可以看出所傳達「親手」的意涵，表達凡事親

來到親手窯，不論大人小孩都捲起衣袖、

手做的溫厚情感，邀請遊客一同來到親手窯，

親手把陶，將手的溫度傳遞進陶土的厚實。在

捲起衣袖，親手來做陶。

這裡，每個人都是個小小藝術家，創造屬於自
己的想像；以溫度、力道與想像力賦予陶土新
的生命。而捏陶、塑陶可以不僅是創造，也可
以是種單純享受，享受那盡情揮灑的輕鬆快意，

澀水窯

即使滿手泥濘也不亦樂乎。

營業時間｜平日請事先預約、假日9:00~17:00
澀水窯師傅手拉坯教學

澀水窯陶藝教室
親手窯建物雕刻作品

電

話｜049-2895938

地

址｜南投縣魚池鄉大雁村大雁巷31-6號

親手窯
營業時間｜8:00∼17:00
話｜049-2898702

地

址｜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1-22號

103/6/15~9/30
憑截角至澀水窯玩陶
九折優惠

截角優惠

截角優惠

4

電

103/6/15~9/30
憑截角至親手窯玩陶
5
九折優惠

水里蛇窯陶甕裝飾巧思

水里蛇窯-柴燒窯一景

發題
主
燒旅
話趣
題

台16線集集水里地區/添興窯、水里蛇窯
添興窯 －現代陶之美，穿梭古今的陶
藝之旅
座落於美麗的集集綠色隧道中的添興窯，
在周遭大樟樹綠蔭蔽天的包圍之下，顯得特別
清幽愜意。木棚架入口處懸掛著古樸的小招牌，
為整排林蔭道路增添了些許古意，棚架下的咖

水里蛇窯 －永續傳承的窯場文化，燒

啡座更是許多遊客乘涼、歇腳以及觀賞集集線

出記憶好滋味

水里蛇窯至今已傳承到第四代手中，在保
存與發揚傳統製陶文化之餘，第四代傳人將小

彩繪火車通過的好據點。

時後的窯場記憶融合進水里蛇窯，讓一般民眾

位於頂崁村的水里蛇窯，因當地特產優質
入口旁以手印陶板、押葉陶板砌成的 921
陶藝教室體驗捏陶樂趣

震災紀念牆，由當時協助重建的居民一同創作

兒時放學時聚集在「甘味里」巷內，等待硘仔

更保有現存最古老、傳統的柴燒窯，是具代表

完成，也是添興窯獨具紀念意義的正字招牌，

室，歡迎民眾前往認識、體驗陶藝文化之外，

標記著年近一甲子的添興窯的歷史痕跡。歷經

園內的陶源巷也展示出從古至今添興窯生產之

九二一地震的添興窯，經過努力修復過後，至

產品以及陶的發展。窯史館則展示著製陶工業

今仍保存著傳統柴燒蛇窯，成為台灣地區現存

的老照片與老作品，以及歷年來添興窯發展過

歷史悠久的水里蛇窯成立於昭和 2 年 ( 西

保存完整的老蛇窯之一。老蛇窯除每年燒窯三

程中較具代表性的陶藝作品。添興窯園區內大

元 1927 年 )，歷經近 90 年頭的產業興衰發展，

到六次外，沒燒窯時間可供遊客走入窯中欣賞

部分的建築均保留台灣 50 年代本島式建築，

水里蛇窯成為國內產業成功轉型觀光工廠的首

內部 50 多年燒窯的痕跡，宛如走入時空隧道。

而新建之窯史館、展示場、藝廊等建築則保留

例，於民國 82 年成立「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

老蛇窯不僅持續創造自然、率真、樸實、雅緻

了原本的風格設計。走訪一趟添興窯，除了能

區」。歷經 10 年的老窯場改革計畫，讓老窯

的現代柴燒陶，卻也肩負著傳承製陶文化活歷

夠欣賞、體驗陶藝之美外，宛如踏進了一場台

場不僅持續生產傳統陶瓷，更將窯場最珍貴的

史的重要使命。

灣製陶文化的歷史巡禮。

文化與歷史價值，經過產業包裝，完整呈現給
保存完整的老蛇
窯

嬸利用蛇窯燒窯時烤出美味的點心來吃，那是

性之南投燒技藝的窯場。因其窯身攏長，遠望

兒時在「甘味里」才有的好滋味。

猶如蛇一般故稱作蛇窯。

打著「甘味里」的兒時好滋味，第四代將
傳統燒陶的柴燒轉而用來烤麵糰，特製了柴燒
麵包窯用來製作天然酵母窯烤麵包。以龍眼樹、
荔枝樹窯烤出來的麵包散發出淡淡的龍眼木材
香氣，外酥內嫩有嚼勁，更重要的是找回那甘
味里的古早味道。另外，窯場也推出窯烤布蕾，
以小陶罐盛裝窯烤布蕾，將陶與生活飲食相結
合，讓民眾在生活中享用美食之餘，也能玩賞、

後世人學習及觀摩，讓傳統製陶文化永續流傳

隨著產業發展的提升，添興窯也將生產重

下去。園區內設有遊客中心、陶藝教室、師傅

心轉向生活陶藝系列，園區內除了規畫陶藝教

工作區、文物館及藝廊等完善觀光場域，除了

龍吐甘泉．生生不息造景意象

也能感受到以窯場為家的真切情感。第四代將

黏土，雜質少可塑性強，燒製成品堅固耐用，

發現陶器之美。

添興窯陶藝村

捏陶、手拉坯體驗和製陶工作觀摩之外，文物

營業時間｜8:30∼17:30

館裡保存著許多台灣百年陶製生活用品以及製
陶工具供民眾參觀，深入探索古老的生活與智
慧，體驗台灣之常民生活文化。

話｜049-2781-130

地

址｜南投縣集集鎮田寮里楓林巷十號

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
柴燒窯烤麵包

營業時間｜8：00∼ 17：30
電

話｜049-2770967

地

址｜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水信路一段512巷21號

103/6/15~9/30
憑截角至水里蛇窯
個人購票可享團體票價優惠

截角優惠

截角優惠

6

電

103/6/15~9/30
憑截角至添興窯購物
九折優惠 7
(不含門票、餐飲、燒窯費、特價品及寄售品）

發題
主
燒旅
話趣
題

山林之境，翻閱那亙古布農傳說
─雙龍部落

原鄉情，布農文化巡禮
─部落探索

隔著濁水溪與對岸地利部落遙遙相望的雙
龍村，位於濁水溪上游南岸遺世獨立，擁有得

文│潘品璇、圖│鄧相揚、簡史朗

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部落景觀相當豐富，有瀑
布、峽谷與濁水溪的曲流美景。走進部落，隨

日月潭原住民文化多元豐富，其中又以位於日月潭風景區轄區內的潭南、地

處可見色彩強烈的彩繪故事牆，彷彿像是走進

利、雙龍三村為布農族特色聚落。除了熱鬧的豐收慶典與天籟合音之外，循

了布農族的傳說圖畫故事中。社區牆面彩繪生
動活潑，紀念著布農族祖先的生活情景，如祭

著鄉間古道走進山林、走進部落，親身感受布農原鄉生活文化，你會發現身
布農族雙龍社區工藝師米萬吉

在這高山民族中的樸實與美麗。
代了解傳統原民生活，也讓整個社區生動活潑起

潭水之南，災後重生的原鄉樂土

反映出在地特色；玻璃帷幕讓內部格局能夠接

─潭南部落

受四面採光，讓外頭無盡的鳥語花香與青山綠

潭南部落因位處日月潭以南，故以此為命
名，潭南部落舊稱 Malavi 或 Ualavi，意即此地
生長許多蕨類。其地理位置上有多條溪流貫穿，

成為全台最幸福的國小學生。

地利村，布農原鄉情伴溪永流傳

蟲出沒季節，讓潭南部落成為賞螢活動的熱門據

─達瑪巒部落

位於濁水溪上游山腹斜坡上的潭南部落，
現今仍保存著布農族獨特的石板屋建築景觀。
石板屋為布農族人就地取材所具有的建築特色，
除了居住起來冬暖夏涼，並具有儲藏功用之外，

進步，石板屋建築特色也融合進新式的建築裡，
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屬九二一災後重建的潭南
國小了。以原住民意象將布農族家屋概念融入
設計當中，使用在地石板與檳榔樹幹作為建材，
潭南國小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在此地設有「地利
遊客中心」，提供遊客旅遊資訊，包括布農風情
與自然資源之各項旅遊資訊，定時放映導覽解說
影片外，並有布農族手工藝及文創產品之展示。
自今年 7 月起，達瑪巒文化藝術團將定期於此

地利村布農語稱 Tamaluan（達瑪巒），布

展演布農族的歌舞。另外，也可造訪村中 50 多

農族音譯有二種意思：一是「舂米的地方」、一

年歷史的優美教堂─地利天主堂；磚紅色的平

是「大公雞」。地利村位於濁水溪畔，從進入部

房坐落於青草皮上，即使看似簡樸，位於四面

落開始，沿路上可見穿著傳統布農族服飾的原

環山的優美景緻當中，仍透露莊嚴雅致的氛圍，

民塑像佇立在旁，有的手持獵槍、彎刀，有的

成為旅人們來到部落洗滌心靈、休閒小憩的絕佳

背柴、扛狩獵物、擣米、織布等，描述原民純

據點。

樸生活栩栩如生。街道岩壁上的部落泥雕故事
牆可以一覽豐富的原民生活樣貌，祭典、舞蹈、
生活與狩獵器具以及原始生態景觀等主題牆面，
不僅活化地利村布農部落文化風情，讓遊客及後

個轉彎處，都可以找到一頁頁美麗的傳說故事。
充滿優美自然景觀與絢麗色彩的雙龍社區，

達瑪巒文化藝術團的布農樂舞

其工藝之美也不惶多讓。部落的迪克斯布農工
藝坊，是由藝術家米萬吉所成立的個人工作室。
其作品種類豐富，以木雕、石雕、編織等作品，
將原住民美麗的傳說與傳統生活樣貌，融入精
緻手工藝品中，讓原住民藝術更加生活化地呈
現給大眾。迪克斯工坊的迷你石板屋作品，精
巧的擺設與栩栩如生的人物，刻劃出部落生活
的舊時樣貌；透過米萬吉的木雕作品不僅能一
探布農成年禮與傳統布農婦女生活情景，工藝
坊內濃濃的布農風情，猶如是一場集歷史、生
活與藝術於一身的布農文化縮影。

交通指引

還兼具早期安全、防禦敵人的觀念。隨著時代

88

讓山區學童享受在大自然的環抱中學習、成長，

部落街道述說著那亙古流傳的布農文化；在每

布農族文化精神。

水紛紛透進教室內；襯著後山綠意的潭南國小，

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如每年四、五月螢火

點。

來，更提醒族人們不忘祖先的辛勤開墾以及傳承

祀、野生動物、農耕、打獵的傳統生活，沿著

由日月潭伊達邵商圈沿著投63線，經潭南、至地
利、雙龍布農部落；或從水里行駛省道臺16 線直行
前往地利村，亦可在水里搭豐榮客運班車，往返於
水里市街至地利、雙龍部落，沿線為「布農人文生
態廊道」，可深度體驗布農文化及生態之旅。

潭南村的布農壁畫

9

樂活產業

6

14

投7

3

眉

溪

愛蘭交流道

6

港 溪

埔里隧道

21

投 75

南

廣興紙寮
投 73

14

14
21

埔里酒廠

14
21

愛蘭橋

玉門關瀑布

牛耳藝術渡假村
木生昆蟲館

埔里

投 77

打鐵街

中路坑溼地
結合遊客中心、商城、地方特色館及景觀餐廳的休閒好去處

桃米坑

桃源國小
桃米生態休閒農村
文、圖│徐嘉妤、日光湖畔－王君堯
茅埔坑生態公園
紙教堂
64
投

投

投 65

白葉山
853

力的觀光商圈，來到日月潭遊玩的旅

後壁坑溼地
為滿足遊客「吃喝玩樂」的多樣化需求，
大雁隧道
澀水社區
客可在此獲得旅遊資訊、規劃行程，蓮華池 並推廣在地特色產品拓展商機，一座結合「服
鹿蒿
澀水窯
務」、「文創」、「美食」、「購物」的觀光
大雁
亦可享受用餐、逛街購物的便利樂趣。

且商圈位置緊鄰風光優美的水社碼頭，

投 66

來此可在岸邊景觀餐廳品嚐飲品、輕
食，感受日管處新完工的碼頭燈飾帶
來的悠閒氣氛外，也可由碼頭搭船至
147

玄光寺及伊達邵，暢遊潭中欣賞不同
車坪崙

投 64

角度的美麗景致。
五城

鹿蒿紅茶園區

留念，或是在二、三樓戶外座位區悠閒品嚐飲品

梅荷園店位於日月

小吃，眺望熱鬧的水社商圈景象，保證不虛此行。

潭 水 社 碼 頭 旁，

投

67

一棟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設置的「中台灣 OTOP
館」，這裡展售有許多臺灣地方特色伴手禮及工

65
投

地優質的農特產與工藝品外，也能欣賞認識臺灣
獨有的最新精緻文化和技藝。為了協助地方特色
產業及產品的推廣，中小企業處積極推動以「一

行銷概念，透過系統整合行銷通路，讓地方特色

孔明廟
親手窯
日月潭量身訂做、食材在地化，還有溪頭妖怪

產品行銷全國與國際。

營業時間｜ am8:00~pm10:00
電
話｜049-2855353 地

21
69
投

1

茶業改良場
竹石園

店品嚐咖啡及 茶飲，搭配特色手工餅干與輕食蛋
糕，享受度假氛圍的悠閒午後時光。夜幕低垂時
分，梅荷園店打上慵懶繽紛的燈光，搖身一變成
為雅緻高貴的酒吧，遊客可以在此點杯美酒小酌，
細細品味與白天不同氛圍的日月潭夜色，觀看日
管處新完工的碼頭燈飾營造出的靜謐夜景，體驗
視覺與味覺的全新感受！梅荷園店以特色美食料
理結合日月潭天然的宜人景色，是遊客一飽日月
潭眼福及品嚐美食佳釀的優質選擇。

九族文化村站

孔雀園
21
水社親水步道
涵碧親水步道
水社碼頭
梅荷園 中臺灣OTOP館
水社壩 日光湖畔梅荷園店 日 月 潭 水蛙頭步道

址｜南投縣魚池鄉中山路163號

中臺灣OTOP館

7

文武廟
朝霧碼頭

龍鳳宮

投6

13

置。白天可以在梅荷園

日月潭晶喜城

山

水社遊客中心(晶喜城)

新年莊

欣賞日月潭優美

來到熱鬧的日月潭水社碼頭旁，可以看到

村的創意空間等，以及三樓的臺灣特色主題館，

武聖廟

這裡居高臨下是

「一鄉一特產」行銷概念的臺灣地方特
色產品館 - 中臺灣 OTOP 館

鄉一特產」（OTOP，One Town One Product）的

山步道

視覺與味覺的質感享受－日光湖畔梅荷園店
日光湖畔飲食館 -

廠商業者，如二樓的紙箱王、蜜蜂故事館等文 1
31
131
投
66
創概念的置入，引進日系餐飲品牌摩斯漢堡為
魚池

石觀音

推廣到全世界，為地方創造源源不絕的成長動力。

7

藝品，遊客來此除了可以很便利的購買到臺灣各

1020

方特色、臺灣製造的優質伴手禮及工藝品，從在地

禮，也可在文創品牌店家設置的特色佈景區拍照

工具或自行開車前來日月潭的遊客作為休憩與
新城山
規劃旅遊行程的第一站；除了遊客服務功能外，
三育書院
商城二、三樓匯集中彰投特色產業及各式文創品
金田窯
牌進駐，有農特產、文創、餐飲等數十多家品牌

景點路線圖

心，再度於中臺灣地區成立 OTOP 館，包含臺中烏

湖光山色的絕佳位

新地標─「日月潭晶喜城」誕生了。商城一樓
古龍窯
為水社遊客中心與客運站，方便搭乘大眾交通
708

65

驗。遊客來到日月潭，可以到「晶喜城」稍做休
息，在寬敞明亮的空間品嚐特色美食、購買伴手
2

提供美食、購物、文創商品的國際級商
水上瀑布
場－日月潭晶喜城

水社商圈是日月潭地區樂鬧又具活

供來日月潭遊玩的遊客便捷又豐富的旅遊購物體
131

21

「晶喜城」位於交通便利的水社商圈，提
1

水社商圈多元樂遊－

589
培亭山

這裡是繼高雄夢時代廣場、台北 101 購物中

日高鐵站及日月潭 2 個展售點，期望能將具有地

造紙龍手創館

投7

草湳溼地

67

投

暨南大學

773
桃米坑山

成功沼澤園

投

遊客可以在此舒適明亮空間挑選特色伴手禮，不
中興大學
實驗林
用擔心日曬雨淋。

營業時間｜ am9:00~pm9:30
電
話｜049-285-6535
地
址｜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名勝街24號(水社碼頭前)

甲

10

天龍
明湖水庫
天檢
大觀發電廠

21

向山自行車專用道

玄光寺碼頭

日月潭纜車站

日光湖畔梅荷園店
營業時間｜周一~四 am9:00~ pm11:00 \ 周五~日am10:00~pm12:00
電
話｜049-2856515
地
址｜南投縣日月潭中興路名勝街口

11

主人
發
小
題物
燒
旅大
話
趣故事
題

世界亞軍咖啡在魚池
－大山水晶咖啡
文│潘品璇 圖│沈揮勝
魚池鄉大林村咖啡豆品質佳

水社大山蘊含有特殊礦物質地
世界終極咖啡裁判長雪莉．瓊斯審視生豆品質大加讚揚

質，孕育出純淨香醇的魚池水晶咖
啡，在 2011 年世界虹吸咖啡大賽中

大山水晶咖啡不僅在國際賽事中表現亮眼，

勇奪冠世界亞軍聞名國際。台灣原鄉

更讓有精品咖啡教母之稱的 Erna Knutsen 在品嚐

堅持有機法耕種 永續經營打造魚池咖
啡品牌

後為之驚艷。甚至連世界咖啡杯測比賽裁判長

余芳霞回想種植咖啡的過程，因為堅持有

雪莉．瓊斯 (Mrs.Sherri Johns) 也為此迷人風味，

而故事背後除了魚池鄉的天時地利背

機法栽種，像是鋤草、製作有機肥等都必須付

跨洋來台一探究竟這原鄉的魔豆傳奇。

出大量的時間與人力，且由於咖啡園位處較陡

景之外，是一個台灣小農對於理想的

魚池在地孕育出世界級咖啡的不凡風味

的山坡，採收極為不易，高額的成本讓咖啡園

咖啡豆躍上國際舞台令人為之驚艷，

堅持與不懈，才能造就這番令國內外
為之著迷的獨特風味。

孕育出世界級咖啡不凡風味的余芳霞，其
實一開始並非專業的咖啡農，而曾是身價達千
萬的台北貿易公司董事長。2008 年時由於事業

原鄉魔豆傳奇躍上國際舞台

咖啡教母到日月潭訪余芳霞合影留念

2011 年 世 界 風 壺 咖 啡 大 賽 WSC(world

到南投魚池娘家來生活。喜愛喝咖啡的余芳霞

siphonist championship) 中，台灣選手楊潔儒顛

發現魚池鄉種出來的咖啡風味特殊，便決定自

覆以往傳統，以單一品種咖啡勇奪世界第二名，

己來栽種無毒咖啡。

而使用的豆子正是魚池鄉農友余芳霞所種植的
大山水晶咖啡豆，不僅讓 100% 臺灣原生咖啡豆
在世界揚名立萬，也讓大家看到魚池在地發展精
品咖啡的硬實力，成為臺灣農產近年揚名國際的
後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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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莉．瓊斯與余芳霞杯測

受到金融風暴衝擊，毅然決然選擇離開台北回

半路出師的余芳霞、歷經各種嘗試，採用
無毒農法種植出獨特風味的水晶咖啡。入喉淺
嚐，帶有陣陣純淨的果酸香，在口中迴繞一圈，
浮現出的是杏仁與巧克力的堅果香，冷卻後的
尾韻是淡淡花香與回甘的甜美，使喉中餘韻悠

而大山水晶咖啡能夠一舉躍上國際舞台，幕

遠。飲用時不加糖和奶，甘醇沒有澀味，能夠

後有一雙重要的推手，也就是台灣精緻咖啡協會

體驗到咖啡最純粹的原味。即使生產過程繁複、

執行長吳儉文。吳儉文初次在台北湛盧咖啡品嘗

需要耗費大量人力心力，但為了堅持無毒栽種

到那種從未接觸過、口感溫潤獨特的大山水晶咖

以及確保咖啡的風味品質，余芳霞夫婦相信這

啡，覺得相當驚奇；幾經詢問之下，特地前往拜訪、

樣的用心是值得的。果然，對於種出好咖啡的

探詢種出如此迷人風味的水晶咖啡秘密。透過吳

理想堅持不懈，再加上魚池鄉的好山好水灌溉，

儉文的關係，台灣選手楊潔儒在 2011 年世界風壺

孕育出水晶咖啡的不凡風味。

咖啡大賽中，一舉將大山水晶咖啡推上國際舞台。

的經營面臨困難，她笑著說：「幸好因為得獎
的關係，讓魚池鄉的水晶咖啡打出知名度，許
多客人品嚐後也對水晶咖啡的品質讚不絕口，
因此願意出好的價錢來購買咖啡，讓我們可以
繼續堅持自然農法的無毒理念。」
雖然堅持有機農法是件辛苦的事，但是看
到原本消失的動物蹤跡，像是小鳥、穿山甲等
動物開始出現在咖啡園裡，重回大自然溫暖的
懷抱，余芳霞說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談到
未來的願景，她說：「未來，將會以永續經營
的方式堅持有機栽種的理念，不使用農藥和化
學肥料栽培，打造出具有品質與口碑、深獲顧
客信任的魚池咖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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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氏石櫟

黃槿

化而生的白色蝴蝶在野地裡翩翩起舞。
步行至涼亭不遠處，可以看見直立穗狀花
序有如白色煙火綻放在一遍翠綠中，這是台灣特

拈花惹草，涵碧步道的美麗邂逅！
文、圖│日管處

位於日月潭邊依山傍水的涵碧步

的玫瑰香氣，故又名「香果」。隨風擺動時候會

道，為一深富多元生態與自然景觀的沿

發出「空隆、空隆」聲音，有如農家篩穀子用的

山環湖自然步道。不僅具有豐富的生態

風鼓，因此台語又稱作「風鼓」。蒲桃的花也相

或佇足欣賞日月潭美景之絕佳地點。涵

碼頭、船舶等設施一路連結梅荷園、耶

靠近潭邊的是「月橘」，其白色小花簇生，在遠

來，輪番上演大自然的精彩變裝秀。
來到涵
碧步道入口
附近，可以
看到一球球
有如粉撲般
的淡黃色毛
球，在一片
翠綠中隨風搖曳，那就是蒲桃花了。皮薄而中
空的蒲桃果實，形狀與蓮霧相似，並帶有淡淡

14

粉撲一般，隨風搖曳的嬌姿特別動人呢。
沿著步道至梅荷園，兩側的綠籬翠綠油亮，

四季不同植物景觀樣貌，隨著夏季的到

蒲桃

當地特別，白色的雄蕊包圍著雌蕊，蓬鬆地好像

碧步道沿線蓊鬱花木綿延不絕，經由

穌堂與育樂亭等豐富觀光資源，呈現出

幹經常分蘗成小枝。小西氏石櫟成熟的果實呈殼
斗淺碗狀，碗內半包覆著成熟的堅果，是當地松

炎炎夏日何處去？遊湖、漫步、賞花草

資源，步道沿線景觀優美，是漫步留連

有種小西氏石櫟，其樹幹有明顯的白斑氣孔，主

處即可聞到那濃郁的香氣，為著名的「七里香」。
沿著梅荷園外邊同樣為綠籬的金露花，因為美麗
的金黃色果實，在陽光下有如串在一起的金色露
珠；其淡紫色的小花與葉對生，清新優雅。行至
耶穌堂外，靠近潭邊可看見多年生草本植物穗花

斑葉月桃

鼠的美食呢。來到涵碧樓外圍，有植栽一片攀緣

接著蜿蜒步入木棧道中，可見到生命力旺盛的常

植物，這是三角葉西番蓮，其葉片為特殊的三角

綠中喬木黃槿，其葉子呈心形，加熱後可散發出特殊的

形狀，葉腋處有捲鬚以纏繞他物；每當 4-8 月開

香味，是漁村阿嬤炊粿的襯墊材料，因此有人管它叫

花時，其有如特小號的鐘面綠色花朵非常奇特，

「粿葉樹」或「糕仔樹」。黃槿幾乎全年開花，鐘形的

常吸引步道過客的目光。

黃花點綴著紅褐色花心，顏色鮮艷，遠遠就能吸引人

涵碧步道上經常可看到山月桃，開著白色花

們的目光。在距離杏壇劇場不遠處，看到翠綠高聳的

朵，帶有兩條紅斑紋點綴其間；在結果期，陸續

灌木群，可能就是被認為是整年都保持綠意盎然「長

可看到由綠色，到中期的綠黃色，到最後的紅通

春不老」的春不老樹喔。春夏期間會開出如鈴鐺般粉

色果實，大自然的變裝秀為翠綠的步道增添繽紛

紅色或白色小花，叮叮噹噹隨風搖曳著。當扁球形的

的色彩。進入了石步道後，沿線植栽許多蜜源植

漿果成熟時由紅轉黑，就成為鳥兒們最愛的食物呢。

物，其中以大花咸豐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四季

走一趟日月潭環湖涵碧步道，不僅可以欣賞日

都開花。白色舌狀花辦不僅利於昆蟲吸食花蜜，

月潭湖光美景，映襯著湖面波光粼粼的是沿線豐富特

其綠色的果實成熟後轉變為黑褐色，呈放射狀於

色的植物景觀；同時享受遊湖、漫步、賞花草的優

頂端帶有 2-3 支細鉤刺，經由接觸依附於人畜身

閒雅趣，炎炎夏日不知道去哪嗎？不妨規劃一趟涵

上散播果實，因此台語又被稱為「恰查某」。

碧步道避暑尋芳之旅，相信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喔！

山奈，喜生長於低海拔的平野水岸邊，其白色花
朵有如飛舞中的蝴蝶，所
以 俗 稱「 野 薑 花 」 或
「 蝴 蝶 花 」。 野 薑
花由大型綠色花萼
筒包裹，於 5-11 月
之間花朵才慢慢伸展
出來，像極了一隻隻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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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香
穗花山奈

春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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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族新年祖靈祭
lus’an

文、圖｜鄧相揚
俗，祭祀祖靈的五位女祭師
負責邵族歲時祭儀及生命禮

歷史上，邵族分佈於水沙連一帶，即是以

邵族的新年祖靈祭稱為 lus'an，是邵族歲時

日月潭為中心及毗鄰的廣濶地域，目前僅分佈於

祭儀當中最盛大的祭儀，若在農曆 8 月 2 日以

魚池鄉日月潭日月村的伊達邵聚落、及水里鄉頂

前，推舉出 pariqaz（展演者），則這一年舉行

崁村的大平林聚落，人口數約八百人，是台灣人

長達近月的新年祖靈祭活動，是為大祭，俗稱

口規模極袖珍的原住民族群。邵族的人口雖然

「大過年」；若沒有推舉出 pariqaz（展演者）

不及千人，卻保有獨特的祖靈信仰與歲時祭儀，
包括完整的祭祀體系與氏族職務分工。
現今日月潭伊達邵的邵族，大都不再從事
農事和狩獵生產，但保留完整的歲時祭儀；重
要的農事祭儀有墾田祭、整田鋤土祭、小孩試
種、播種前祭、盪鞦韆、水田整田祭、水田祈安
祭；七月則有頭目家的狩獵前祭，八月有盛大的
lus'an 的祖靈祭，也是邵族的新年祭典。
邵族的祭祀體系相當龐雜，涉及歷史遷徙、
族群變遷等因素，因而產生氏族祭祀分工制度，
除了 shinshii（先生媽）是族中歲時祭儀及生命
禮俗最主要的職能角色外，在舉行 lus'an 期間，
不同的氏族擔任特定的職務，這包括主導祭典

有愛無礙．敢動感動－日月潭無障礙旅遊
文、圖│徐嘉妤、遊憩課

「感動日月潭」－無障礙水、陸活動圓
夢之旅

上手搖自行車，非常感恩可以有機會來到這麼美

者，則舉行僅有三天的小祭，俗稱「小過年」。

民國 103 年 4 月 12 日於日月潭舉辦全國首

行道寬敞且坡度平緩，可以輕鬆的一邊騎行一邊

無論舉行大過年或是小過年，族人皆以嚴謹慎

創的「水、陸無障礙活動」。由立法委員楊玉

欣賞美景，是很難忘的回憶！呂靜瑛女士來自台

重的態度來舉行各項祭儀。所謂 pariqaz（展演

欣率領 60 位重度、極重度的肢障者「用手追風

北市，因重度肢障、長久萎縮輪椅上，很久沒有

者）是自願出來總攬承擔 lus'an 祭程間大小事務

趣、生命無殘缺」，運用日月潭首見的手搖「特

到戶外運動，第一次騎上手搖自行車時，她說：

的人，通常是自己發心或還願的情形下擔任，但

殊自行車」及無障礙遊艇、獨木舟，幫助重度身

真不敢置信，還有機會體會，一輪一轉追逐健康。

都必須經由部落會議認同後始能擔任。大年的祭

障朋友同時完成「無障礙水、陸運動」，參與這

參加者阿山苦於脊髓損傷，無法離開電動輪椅，

儀相當繁雜，被視為邵族文化的精髓，小年雖然

場「感動日月潭」的圓夢之旅盛會。立委楊玉

這次為了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克服萬難，好

較為精簡，亦蘊涵著邵族的文化底蘊。

欣在活動中考察日月潭自行車道的無障礙設施，

不容易找到一位願意清晨 5 點載他到集合地點

並親身體驗她大力倡導的身心障礙者親水運動，

的司機，幫助他踏上「日月潭無障礙水陸活動之

包含無障礙遊艇以及獨木舟，楊委員表示：「日

旅」！他說：「自行車及獨木舟」是最時尚、最

月潭自行車道經 CNN 旅遊網評選為『全球 10 大

環保的運動，他很感恩有機會在台灣最美的山水

最美單車道』，國際馳名，現在又加上無障礙遊

中，啟動熱忱與活力，留下精彩騎跡。

艇與獨木舟水上活動，湖光山色，真適合全家老

日月潭無礙最好行－貼心無障礙設施暢
遊日月潭湖光山色

新年期間，每一戶人家竭盡所能地準備豐盛
的酒食，來饗宴族人，在祖靈的靈力下，族人藉由
酒食的邀宴和歡飲，達到了敦睦族誼的功能，這種
社會功能提供人與人之間，亦或人與族群之間，唇
齒與共的機制，進而建立起合作與祥和的社會。

幼、親子同樂。」

的日月潭風景區享受追風騎乘的樂趣，這裡的自

的袁姓及石姓頭人，擔任拂手除穢的毛姓氏族，

邵族 lus'an 新年祖靈祭的內涵，涉及了倫理

以及擔任鑿牙的高姓和陳姓氏族。另外自願或

道德、生活、技能、宗教、信仰儀式、智慧等內容，

被推舉出來擔任 pariqaz（意思為展演給人看者、

從儀式、舞蹈、歌謠裡可以發現到這些內涵與脈

做給人看）者，亦扮演著重要角色，而最主要是

絡，因此邵族的先人將這些豐美的文化傳統傳繼

設施，串連水社及向山遊客中心的自行車、步道

要全體族聚的共同參與，始能完成。

下來，透過無數次的儀式，用以告誡子孫，甚至

坡度平緩提供無障礙通行，日月潭纜車全站亦符

是對子孫的

合無障礙設施標準，希望供銀髮族及身心障礙

殷切期望。

的朋友們一個友善、暢行無阻的旅遊路線，詳

這次活動來自各地充滿「生命勵」的身障勇

日月潭風景區管理處近年來對無障礙設施

士現身驗證，參加的黃蕙蓉女士說：長久依賴輪

的積極建設，包括完成水社地區及向山遊客中心

椅活動，很久沒有到戶外運動，這是我第一次騎

等景點地區之公廁及碼頭無障礙電梯等無障礙

細無障礙旅遊資訊可上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網站 >
觀光導覽 > 無障礙景點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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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旅遊地圖
QR-code
農曆8月1日女祭師挨家挨戶
祭所轄之公媽籃

族眾逐戶會飲，獻酒給女祭師

敢動、感動日月潭無障礙體驗活動短片
QR-code

2014年6-9月 日月潭觀光旅遊活動行事曆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洽詢(報名)專線

6/10

松柏崙自行車道暨銀
髮族樂活旅遊活動

松柏崙步道

6/7、6/8、
6/14、6/15

大林休閒農業區行
銷活動－君知菇香
來

南投縣魚池鄉大林 魚池鄉公所、魚池鄉民
049-2895371#52
休閒農業區
代表會

6/11

103年全國划船錦
標賽暨2014亞洲青
年划船錦標賽國手
選拔

南投縣政府、日月潭國
月牙灣水上訓練中 家風景區管理處、中華
0918-680878
心
民國划船協會、南投縣
體育會划船委員會

7/26

2014日月潭國際鐵
人三項暨水陸兩項
錦標賽

日月潭及環潭道路
(台21及台21甲省
道)

南投縣政府、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中華民國鐵人三項運
動協會、中華民國鐵
人兩項運動協會

7月~8月間

日月潭埔里蝴蝶輕旅
行活動

南投縣埔里桃米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新故鄉文 049-2855668
教基金會

7月~9月

藝廊展訊

向山遊客中心日昇
月恆藝廊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頭社
文史采風發展協會

049-2855668

7/13~8/17

南投火車好多節

鐵路集集支線（名
間、水里、集集）

南投縣政府

049-2243971

7/19~8/17

103年水里玩水節暨水
資源宣導活動

南投縣水里親水公園

南投縣水里鄉公所

049-2870434

8/30、8/31

2014日月潭國際萬
人泳渡活動

朝霧碼頭至伊達邵
碼頭

南投縣政府、埔里四
季早泳會

報名網址：
http://pulifourswim.com/
洽詢專線：049-2992017
報名日期：6月23日起受理報名

南投縣埔里桃米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
協會

049-2855668

9月

筍香筍節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049-2855668

02-87723350

2014日月潭國際花火音樂暨自行車節嘉年華活動預告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地點

10/18、10/19

The North Face 日月潭山野音樂花火節

伊達邵碼頭

10/25

台灣大哥大花火音樂會

水社中興停車場

10/26

迪士尼奇幻世界

水社中興停車場

11/1

butterfly交響樂團/虹谷樂團

埔里紙教堂/水社碼頭

11/8

復興實驗中小學弦樂團

伊達邵廣場

11/9

2014臺灣自行車節-日月潭Come！Bikeday單車活動

向山遊客中心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