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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台灣小檗，黃俊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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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歡山，一年四季都是驚喜。剛退去嫵媚春天，六月

的合歡山，隨處可見高山野花，彷如隨著指揮棒起落

的音符，在山壁上、在群峰步道上，此起彼落、輪番

盛開。

從清境一路到合歡群峰，花草樹木白雲山嵐都張開雙

臂，迎接著甩開城市酷熱的你。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高海拔試驗站黃俊源將帶你欣賞猶如畫布錯落的高

山野花，再走入秘境認識高山植物。之後，我們還要

去爬全台灣最容易登頂的百岳石門山，再去全台海拔

最高的咖啡廳，喝一杯標記自己足跡的咖啡。

當然，到了合歡山怎能錯過國際暗空協會認證的暗空

公園，以及和你眨眼睛的滿天星星呢。合歡山暗空公

園催生者劉志安，此行親自帶您感受無光害的合歡山

星空。

賞花、觀星、登百岳。在探索合歡山期間，我們就在

老英格蘭莊園裡，感受歐洲古堡的浪漫和清境的優

雅，從這裡前往合歡山賞花探秘。

今年六月，盡享微風徐徐的夏天，在合歡山。



→圖 / 徐嘉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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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台灣百合，黃俊源 提供



黃俊源╱特有生物保育解說員

說起合歡山，黃俊源總能侃侃而談。從台灣特有種動

物、鳥類、爬蟲類和昆蟲，到高山植物、高山野花，

及超過 300 種以上的維管束植物…，從他口中說出來，

就像呼吸空氣般理所當然。

黃俊源說，合歡山區環境絕美，生態極其豐富，想親

近一探合歡山高山之美，從動植物生態開始接觸是相

對簡單的。但也由於區域廣闊以及四季生態更迭，壯

闊山巒、翻騰雲海、星海流淌，在不同季節總有不一

樣的驚喜，光來一趟兩趟，是無法見其全貌的。

因為愛著這一切，黃俊源從 1995 開始擔任農委會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專職解說員，27 年來，不僅投

身自然環境教育解說工作，也培訓解說志工，期間還

進入國立嘉義大學林業暨自然資源研究所深造，他總

想讓更多人認識台灣山林之美。

帶著旅人及登山客，走進山林解說之餘，他也拍照，

把自己和旅人的感動拍攝下來；他也寫書，更多和山

林間的情感，在字裡行間流竄。白雲之上，青綠之間，

是我們仰望的大山，卻是黃俊源的日常。

導覽：合歡山動植物

現職：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高海拔試驗站技工

著作：
2016 年出版「白雲之上 青綠之間 - 合歡山札記」

2019 年出版「以時入山林 - 合歡山開花植物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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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黃俊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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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安╱觀星專家 

1986 年開始涉獵業餘天文，至今三十餘年業餘觀測

經驗。2012 年創立「台灣星空守護聯盟」，倡導光

害防治與星空保護理念。2015年發起台灣第一屆「天

文日」，每年招募 40~50 餘場天文活動在全台各地

舉行。

之後以倡導台灣暗空運動（Dark-sky Movement, 

Taiwan）為使命，以合歡觀星環境為起始點，串聯

清境當地之旅宿業者及地方政府，持續倡議減少光

害以保護星空。

2017 年起與「南投暗空聯盟」一起努力，開始與國

際接軌，引入國際暗空協會（International Dark-

Sky Association，簡稱 IDA）發表的照明標準、星

空品質測量基準、戶外照明原則等規範，經過兩年

努力，獲得南投縣政府支持，合歡清境地區也組成

一群友善星空的民宿業者，願意配合戶外減光、

定時照明，在星空守護聯盟與清境觀光協會的倡議

下，南投縣政府主動整合了太魯閣國家公園與林務

局東勢林管處，完成合歡國際暗空公園（Hehuan 

Mountain Dark-Sky Park，簡稱 HMDSP）的國際申

請，終於在 2019 年通過認證、成功設立。

關於：
台灣星空守護聯盟發起人、合歡山暗空公園催生者

導覽：合歡山觀星

←圖 / 劉志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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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玉山佛甲草，黃俊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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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歡山，由七座山峰串連而成「合歡群峰」，七座山

群中就有五座名列「台灣百岳」，冬季能欣賞雪白世

界，春夏之際一路從合歡東峰及小奇萊沿途可見美麗

的花朵，尤其六月初夏，高山野花在群峰步道間競相

爭豔，也因為很多野花是向陽的，就連馬路邊都讓人

目不暇給。

除了高山野花秀，合歡山的高山植物也像一本活生生

的森林字典，小風口週邊有夠多的高山植物可看，如

果走進森林裡面也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植物。其他諸如

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山管理站後方，有一片平坦小山

丘，竟可以看到漂亮的阿里山龍膽和高山薔薇及小巧

野生蘭 ...，這些，都等著你來探秘。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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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台灣鐵杉，

黃俊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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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自四月下旬開始，高山野花接力賽就在合歡山展

開。從石門山、合歡主峰、合歡東峰及合歡北峰的玉

山杜鵑揭開序幕；緊接著五月底至六月初合歡北峰的

台灣高山杜鵑接力盛放；六月中至七月中則是台灣百

合大力放送；一直到九月，從沒停止過的高山野花綻

放秀，在林緣、路旁、岩壁及山坡上，有紅色、黃色、

藍色、白色…，唯有親臨其境，才能感受到上天給了

我們如此美麗的禮物。

圖 / 黑斑龍膽 ，黃俊源 提供



石門山  

輕鬆收下一座百岳  

百岳排名 66，高度 3237 公尺

石門山步道入口位於台 14 甲線上，從入口起登到石

門山頂僅 784 公尺，天然岩與石木階梯平易近人，約

1 小時輕鬆往返，山徑和緩，是高山步道及百岳中最

易親近的，也是許多百岳新手第一座入手的山頭。

天晴時石門山峰頂，展望視野佳，在峰頂高處遠望台

14 甲線，蜿蜓的公路景觀視野美麗，遠眺奇萊山與

合歡山群峰，則彷彿置身在台灣屋脊中央山脈之上，

有股獨占山頭千山獨行的曠野感。

石門山步道植物以玉山箭竹為主，箭竹廣布在台灣中

高海拔山區，所以來到合歡山區時，眼前會看到翠綠

色的低矮竹林。箭竹環繞的步道隨著季節時序來到

4、5 月高山杜鵑花季，常見玉山杜鵑、紅毛杜鵑和

台灣高山杜鵑等花種錯落其間，當杜鵑花開滿整個合

歡山區時，石門山峰頂下方坡處，大片的「玉山杜鵑」

花開，是合歡山群峰中最易親近的杜鵑花群。

14 15 

圖 / 石門山，黃俊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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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山步道  緣起

為什麼叫石門？台14線道路開闢可追溯到日本時代，

當時為開通台灣中部東西道路，於是修築「合歡越嶺

道」，沿途挖路炸山鑿壁，道路經過此山決定開鑿隧

道形成「石門」，後來又修整成平路，取名「克難

關」，代表此路段當時工程艱難，修建不易。開通後

因地理位置位於山峰之間，長年風勢強勁氣候多變，

又有「小風口」之稱。

石門山步道  資訊

步行時間：30-60 分鐘

步道長度：784 公尺

步道海拔：3237 公尺

步道難度：低

步道類型：石木棧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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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8 咖啡廳 

全台海拔最高的咖啡廳

這裡是全台海拔最高的咖啡廳，

店名 3158 就是以所在位置的海拔

高度命名。車子抵達合歡山，遠

遠即可看到在藍天白雲、群山環

繞下的這座木造房子；春天時節，

合歡山上氣溫仍低，在美麗群山

環繞下喝杯熱咖啡，手上的溫暖、

咖啡的香氣，伴著身邊偶爾飄過

來的山嵐，以及遠眺天邊的白雲

環繞著青山隱隱，是高山旅程中

的小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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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峰  台大山地實驗農場  

設立於 1937 年日治時期，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山區。

總面積約 1092 公頃，場域跨 900 至 2700 公尺，場

區內氣候變化差異極大，四季鮮明遞嬗，生態資源多

元豐富，長期以來致力於高冷地園藝的教學研究及示

範經營，近年來著手進行場區自然資源的調查研究、

造林復育及原生植物標本之蒐集保存。

這裡鄰近太魯閣國家公園，具有完好獨特且豐富的山

地自然海拔、氣候環境、動植物資源。例如梅峰稀有

鳥類包括：台灣山鷓鴣、藍腹鷴、白頭鶇、白喉噪鶥、

棕噪鶥、大赤啄木、綠啄木、林鵰、熊鷹、灰林鴞、

鵂鶹、小杜鵑、黃喉鵐等。具有蘭、蕨、苔蘚、水生

及生態園等主題園區，進行臺灣原生品種收集、保存

與育種工作，藉由保育與研究工作，維護生物多樣性

的永續性。

梅峰本場海拔 2100 公尺，以溫帶園藝作物之教學研

究和示範經營、環境教育及生態旅遊為重點，設有一

葉蘭展示室、溫帶果樹區、溫帶花卉區、蘭蕨園和有

機蔬菜栽培生產區等。

圖 / 臺大山地實驗農場 提供



23 22 

圖 / 合歡山主峰星流跡，劉志安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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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空公園  

國際暗空協會認證  

亞洲第三座

暗空保護運動發源於 1980 年代的美

國亞歷桑納州土桑市，國際暗空協會

（IDA）成立三十多年來，全球已經有

一百多個暗空公園與社區完成認證。

臺灣的暗空保護主要由觀星社群為首提

出倡議，經過兩年多與 IDA 的交流與各

方籌備，2019 年合歡山成為亞洲第三座

暗空公園，臺灣暗空協會也於 2020 年

底成立，成為 IDA 亞洲的分會之一。

合歡暗空公園主要為台 14 甲線高海拔

沿線兩側各 500 公尺，園區外有清境、

梅峰與翠峰3個聚集點，園內則以鳶峰、

昆陽、武嶺、松雪樓一帶為主要活動區，

觀星活動應盡量集中有支援設施的特定

地點，並以園外的清境，翠峰作為園內

觀星活動的支援。

圖╲

薔
薇
星
雲
，
劉
志
安 

攝
影

圖 / 劉志安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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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

圖 / 取自老英格蘭莊園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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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英格蘭  

Small Luxury Hotels of the World 世界小型豪華 
酒店 (SLH) 組織會員 全球頂級豪華酒店之一
  

「老英格蘭」的古典與華麗，堪稱清境傳奇，一直以

來也是清境地標。它有著歐洲百年老旅店才具備的典

雅，這是主人羅介鴻堅持了九年的夢想實現，他就像

追風的人，追逐一個只存在於歐洲的百年旅店夢。

「老英格蘭」外觀像極了英國的古堡。古老的鐘樓和

都鐸式建築，觸眼所及的各式石雕藝術和傢俱精品，

將建築群襯托得英國味十足，加上處於山間，讓人感

覺彷如置身歐洲古堡旅館。

這是羅介鴻的古典英國夢。很難相信，軍旅出身的

他，一無建築背景，無師自通，當年親自帶領工人一

步步完成一棟棟的英國古典建築。他希望「老英格

蘭」能代代相傳，成為百年飯店，因此，在鐘樓上鐫

刻著 LO 字樣的家徽，代表莊園主人的羅氏姓氏，兩

個捧著徽飾的小天使象徵莊園主人的兩位公子，也代

表百年傳承的信心與用心。

圖 / 取自老英格蘭莊園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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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取自老英格蘭莊園官網 圖 / 取自老英格蘭莊園官網



32 33 

來福居  

在青山白雲間

享用美味料理

隱身街邊小巷的歐式建築，剛走過

一絲靜謐氛圍，進入室內，馬上被

眼前坐擁奇萊合歡的壯闊山勢所震

撼。夢幻玻璃屋和半露天平台，身

邊盡是自然綠意，室內植栽都是女

主人親自種植的；而遠方的清境山

景，環視 180 度奇萊群峰、合歡群

峰的連綿山勢，隨時間及季節變化

萬千，這裡，是我們用餐的地方。

這裡的蔬果食材都是餐廳主人和附

近農家契作的，每一樣入口的美味

都來自南投埔里等好山好水的農家

作物，料理香氣搭配清新山風，就

在青山白雲間，享用純粹美好的味

道，這是何等的幸福啊。

美

食

←圖 / 取自來福居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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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福居 

圖 / 取自來福居官網 圖 / 來福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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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年前的雲南蒙自傳說

相傳清朝時，有個楊秀才在雲南蒙自縣南湖的湖心亭

內勤奮苦讀，因為經常讀得忘我而把妻子送來的飯菜

放涼才吃，以致身體日差。妻子改用砂鍋燉母雞給他

送去，待她去收拾碗筷時，發現原封不動的雞湯在砂

鍋內仍是熱乎乎的，原來雞湯面的油和陶製砂

鍋保持了整鍋雞湯的溫度。於是妻子便

想到將生的肉片、蔬菜和米線現場

放入砂鍋裡燙熟給丈夫食用。

其後這種吃法流傳開來，

成為很受歡迎的美食。

由於從楊秀才家到

湖心亭要經過一

座 小 橋， 這 種

食 法 就 稱 之

為「 過 橋 米

線」。

雲香園餐坊

清境「雲香園餐坊」，即是以「過橋米線」為主題的

餐廳，送上桌的過橋米線是百年前的妻子柔情，也是

店主人溫暖遊人的貼心。

此外，這裡的雲南擺夷料理，道道具有在地特色。餐

廳四周的玻璃窗外是隨著季節及晨昏變化的高山美

景。溫暖的胃，遼闊的山景，滿足的味蕾，開啟合歡

山之旅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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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早上 9：00 台中高鐵站出發→原汁原味滇緬料理午餐

→台大山地實驗農場梅峰→老英格蘭莊園內晚餐→老

英格蘭莊園二連泊

第二天

老英格蘭莊園早餐→合歡山群峰攬勝→小風口周邊賞

高山野花植物→輕食餐盒→全台海拔最高的咖啡廳

3158 咖啡→輕鬆收下一座百岳 / 石門山→暗空公園

→老英格蘭莊園內晚餐→梅峰園內觀星→老英格蘭莊

園二連泊

第三天

放鬆睡飽飽 / 老英格蘭莊園內自在吃早餐→在青山白

雲間享用美味午餐 & 無敵山景→台中高鐵站→賦歸

每  日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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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訊

■費用：49,800 元，限額 24 名。

■繳款帳號：
銀行：臺灣銀行松山分行（銀行代碼 004/ 分行代碼 0646）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費用包含：期間導覽、參訪、餐食、住宿、

   交通、保險、小費等。

■費用不含：高鐵來回票、因不可抗力因素而衍生之費用。

■補充說明：
1.  團費為兩人一房。

2. 行程第一天及第三天，搭乘大遊覽車往返台中清境；行

程第二天清境往返合歡山之台 14 甲線公路，禁駛甲類遊

覽車，換乘八人座保母車。

3. 為確保疫情期間所有出團旅客的健康安全，我們會要求

旅客繳交疫苗接種小黃卡證明及健康聲明書，若無法提

交，請於報名前告知旅程服務專員，主辦單位保有拒絕

報名的權利。

■洽詢專線：
(02) 8643-3926、(02)8643-3543、(02)8643-3581、

(02)8643-3517、(02)8643-3905

傳真：(02)8643-3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