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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高雄已經下了超過一個
星期的大雨，民宿訂了，7 月 16 日不
得不的宣布我們兩家要出發去花東，
沒想到想落跑的伙伴們都回心轉意、
一同出發！而更幸運的是：西南部仍
持續大雨，而花東天氣則好得不得
了，住宿或行車時下大雨、玩樂時則
毛毛雨或陰天或出點太陽，完全不會
曬傷！
17 日一早出發！第一站直接殺到
成功漁港，主因除了某人想吃海產
外，還要拜訪海產店的盟友、支持者。
接著，我們到了東河橋去看看溪裡美
麗的石頭和舊橋。

約好反美麗灣和花東的 NGO 團體在美
麗灣談談花東的議題，順便反「不美
麗灣飯店」的離譜開發案。來到美麗
灣，當然受不了美景和海水的呼喚，
尤其是小朋友，快速的退去衣裳就往
水裡衝！可惜的是，沒人和我一起
游，怕死的我也只好在岸邊游游，反
正「留得生命在、不怕沒泳游」！而
這片美麗的海灣，未來可能會成為財
團的賺錢工具，玩水的遊客必須付
錢！我想，若要付錢，該付給誰？

遊客在美麗灣戲水，未來都需付費！（後為不美麗灣
飯店）

東河舊橋上游的美麗景致。

東河舊橋沒停留多久，因為根政

天色漸暗，住宿地點在關山和池
上的交接處，下起小雨時我們到了民
宿。用完晚餐，雨停後來個夜遊鄉間
小路也不錯。

幾個家庭的旅遊型式，通常是睡
到自然醒、約好 9 點出門卻常 10 點才
集合完畢。18 日早上，預定帶孩子們
到關山的親水公園玩水，到達時卻休
館，本來想說星期一休館是自己考慮
不周，結果其工作人員卻說不定期想
整理場地就休，聽了才令人火大！但
大家沒玩到水就不罷休，於是想到了
溪流的源頭--新武呂溪。
從海端進入南橫東段，經過下
馬、霧鹿等地名時，就想起布農族拉
荷阿雷、拉馬達仙仙等英雄和布農抗
日歷史，這段讓日本人最難征服、抗
爭 18 年、最終日本也只以懷柔手段才
結束的抗日行動，此事件比起目前超
級精采大戲「Seediq Bale」毫不遜色、
卻少為台灣人所知，令人不勝唏噓！
但進入新武呂溪谷，就能讓人心曠神
怡，我們選定一處安全的溪床，就下
去玩水囉！

在車內睡到「東倒西歪」了！
午餐結束後，我們前往池上有名
的特產-「米蛋糕」
、
「米冰淇淋」商店，
吃完冰淇淋，我們拋棄了要回高雄的
珮晴益村一家人，回到民宿小睡一
番。住民宿、送溫泉卷！黃昏時，前
往安通溫泉泡湯去。從池上到安通溫
泉只要三十分鐘，溫泉池如遊樂區水
池般，大家在冷熱池中盡情玩耍，反
而是個人池太無聊沒人去。晚上到玉
里吃完玉里麵後，回到民宿繼續未完
的遊戲和話題。

溫泉池玩水。

19 日早上，毛毛細雨，民宿前的
山景很美。10 點出發往羅山瀑布。不
到半個小時就到達羅山瀑布區，先是
玩了一下清澈的溪水，11 點準時到達
要 DIY 自製「火山豆腐」。
新武呂溪的水，讚啦！

來東部，就是要玩水，不管是溪
水、海水還是溫泉水，總能讓大家忘
情的玩耍！尤其今年玩性最堅強的根
政，泥巴浴、打水仗，都玩得盡興。
當然，孩子們有水玩、有同伴陪就滿
足啦！玩水結束時，心想來到霧鹿
了，當然天龍吊橋就不得不去，因為
其深谷、彎流和原始植被都是令人驚
艷之處！14：00 我們才到達池上吃午
餐，而玩時精力充沛的孩子們，早已

民宿主人的「火山豆腐」相當特
別。首先是當地泥火山的水源，沈澱
後富含特別成分，加上自己栽種的有
機黃豆，因為他的田位於瀑布下的最
上方，所以不會被其他慣行農法或人
為環境污染水源。我們輪流從用古法
「磨黃豆」開始，磨完煮豆漿，豆漿
沸騰後把渣濾掉，此時少許的「豆漿
鍋粑」引起我們第一次搶食，味道蠻
香的。濾完的豆漿我們也人人嘗鮮一
些，果然好喝！接著，把要做成豆腐

的豆漿再下鍋煮沸，此時加入泥火山
的水，慢慢的就開始結成豆花狀，再
將之放入豆腐模具中，大家開始用力
壓出水來，火山豆腐即將完成，不到
五分鐘豆腐成形，然後切塊分而食
之。經過眾人的努力、念力，加上好
的食材，火山豆腐果然好滋味！
吃完午餐，下午的行程是逛池上
大坡池和稻米原鄉館。到大坡池時，
太陽大到沒人想出外散步，於是大夥
兒在大坡池邊喝咖啡、聊是非。只有
阿斌滿腦子想破壞大家感情而繼續製
造「董事嗆員工 HD」歪邪影片事件的
後續發展。
19 日下午，花妹一家人準備回高
雄，卉荀一家則要住在玉里的招待
所，根政和我們二家人本來也打算住
玉里，但怡賢想著晚餐絕不能再吃玉
里麵，而想到乾脆住在羅山做火山豆
腐的民宿！這個完美的決定，在參觀
完「稻米原鄉館」和花妹家道別後，
卉荀家也決定和我們一起在一天內再
度光臨羅山瀑布、好好的玩水！位於
陡峭海岸山脈的羅山瀑布，植被似乎
沒受到破壞而保持自然樣貌，玩水時
還看到會潛水的螳螂勒！晚餐相當豐
盛、環境清幽、星空也美得很，住在
此地～幸福！（又是美好的意外）

羅山瀑布下玩水的地方。

20 日早上，和卉荀家約在玉山國
家公園的瓦拉米（蕨）步道入口-「山
風」集合。細雨下，我們開始走入「蕨
之路」
，沒幾分鐘雨停了，走在森林中
相當舒適。望見深邃的山谷，踏在日
據八通關越嶺道上，想起拉荷阿雷等
英雄的故鄉就在這條「蕨之路」的深
處-大分！當然，我們只是走一小段體
驗國家公園保護下，越來越好的自然
生態。（餘請見 copyboy 報報七）
午餐後，開始駛往花蓮，因玉里
位在南北狹長花蓮的南邊，這 100 多
公里的路途，孩子們應該能好好養足
精神。下午四點到達花蓮後，首站就
是近來火熱、引發爭議的七星潭開發
案議題地點-七星潭。好久沒來七星潭
了，除了看看美麗的礫石海灘外，當
然不能偏離花東之旅的主題-玩水
啦！我們三個男人和小朋友快快的換
上泳具，直接殺往海灘玩水！可是-可是--奇怪，都沒人換泳裝下水，我
們不管三七二十八-就往海水衝。沒想
到這時，海巡單位的人來跟我們說：
這裡危險、不能靠海太近，而且還錄
影存證ㄟ！哇勒？！00XX 勒！我們也
太扯了，搞不清楚狀況、還不先問問
花蓮的朋友。我心想：那麼多人看到
我們換泳衣來海灘的模樣，應該會覺
得我們是頭殼壞掉吧！糗ㄚ！

糗大的我們，只能玩玩石頭啦！（武就太奸詐了，還
故意穿上衣服呢！）

晚上我和根政住在朋友介紹的超
有想法美麗民宿，但卉荀一家被我們
拐來花蓮、住宿還沒搞定！求救了半
天，沒能找到好地方，住汽車旅館又
要離開我們，很依依不捨，於是我們
祈求民宿老闆就讓卉荀一家和我們家
擠一擠吧、孩子們分開很可憐ㄟ。我
們的請求，酷帥的老闆終於因為朋友
的關係答應了！最高興的當然是小朋
友啦，只是晚上睡覺時，最ㄍ一ㄥ又
龜毛的蒔恩因為有外人（我和美杏）
而睡不著！
搞定住宿後，根政和斐悅、怡蒨
跟關心花東的朋友、NGO 開會，我們則
準備吃晚餐。根政建議我們去他心儀
已久的日本料理店，好不容易達成共
識，又有人想去花蓮夜市吃，最後決
定去夜市吃時，到了夜市完全沒胃
口，因為有人覺得高雄瑞豐夜市都不
想去了，還來這裡？我們轉往根政建
議的店，好不容易繞了一圈找到時、
店休！我勒 00XX---一群人整個不
順，唯一的好處就是：肚子餓扁了，
隨意找家店，孩子們都不必大人餵
食、甚至催食，吃得好快ㄚ！
21 日早自然醒後，民宿老闆-「冠
羽」
（畫眉鳥？？）準備美味無敵、超
健康的早餐，連沙拉醬都自己做的，
這就是我最愛的早餐！年輕的老闆很
有自己的想法和品質的堅持，更難得
的是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想讓花蓮維
持好山好水、好品質的環境。超級建
議大家到花蓮時，有機會都該住住這
裡、和老闆聊聊天！
早上的行程，先到美崙山日治時
期興建的「松園別館」
。這裡的松樹相
當高大、姿態也美麗，可惜的是因為
外來種松材線蟲的危害，松樹的數量

越來越少。上到二樓，視野相當好，
可以看到美崙溪、花蓮港出口和太平
洋，景致宜人，相傳日治時期的神風
特攻隊出征前會來此接受天皇賞賜的
「御前酒」呢！離開松園，來到斐悅
的舊家，看著美麗的庭院和舊建築，
想到竟然為了 30 年前失敗的計畫要開
路而拆掉就令人生氣。

松園別館可看見的視野。

接著我們參觀台灣保存最完整的
日本寺院-「慶修院」
。從非假日的眾
多人潮來看，就知道多麼值得大家來
參觀。到花蓮的時間不到一整天就要
離開，實在可惜，但也沒辦法多留，
於是出發往馬太鞍部落出發！中午到
馬太鞍用餐時下起了大雨，餐廳的菜
色很有特色，尤其是讓怡賢夫婦讚不
絕口的「鹽烤吳郭魚」
，據說 2 個巴掌
大的吳郭魚他 2 老吃都不夠呢！而其
中最有趣的當屬「石頭火鍋湯」！（忘
了名字啦）作法是用椰子葉前端做成
鍋子，內放了水、魚等食材，最後放
入已經燒到數百℃的石頭，讓整鍋食
材煮到熟為止。整個湯的滋味相當特
別，看得大家瞪大眼睛！

加入滾燙的石頭時，冒出大量的水蒸氣。

吃完餐點，雨勢漸小，無法好好
逛溼地，但小朋友看到清澈的水就吵
著下水去玩，此時，美麗的「兔姊姊」
就下水陪他們啦！不過，並非我們不
願下水，而是武就教出來的兒子就只
願牽兔姊姊的手而已，其他女--人，
不管年紀太大、還是不夠美的，momo
一律甩手拂袖而去，現實得緊ㄚ！
結束馬太鞍的行程，我們往南回
程和斐悅、怡蒨分道揚鑣！（據說 momo
還用電話跟兔姊姊演出淚眼相別的劇
碼--有圖為證）卉荀和我 2 家不想走
太遠直接回高雄而決定再留台東一
天，賢慧優雅的怡賢因為想家而與根
政坐台鐵回高雄。行經玉里車站時，
還幸運的買到僅存有座位的自強號列
車。只是離別戲碼差得可多了，momo
根本不想和怡賢道別，就這樣 2 老孤
寂的身影、愉快的神情和我們分離。
只剩 2 家的我們仍玩性堅強，又
到安通溫泉玩水去（還剩的溫泉卷）
，
小孩們真是玩瘋了！卉荀找了家很不
錯的民宿，位於台東市西邊利嘉林道
的山上，晚上八點上林道，路小車少，
若不習慣跑野外的人，晚上應該不會
上這山吧！民宿可以眺望美麗的台東
市夜景，我就和武就「以酒代茶」促
膝長談，沒想到長舌的我們，在這次
旅程的第五夜，還能不小心聊到半夜 2
點，真是夠了！

22 日早上，看看利嘉林道是這次
最後一個行程。林道周邊的植被大多
被開墾為檳榔園，少數非開墾區的植
被也都已陽性樹種為主，顯示此區開
發嚴重。林道對面的山區也開墾嚴
重，但有些陡峭地區還有較為自然的
森林。走到林道 6.5K 處，看見檳榔樹
上空三公尺、距離我們約 20 公尺的地
方，出現一隻黑色大老鷹，望遠鏡看
去，是較為稀有的林鵰，運氣真好！
可能利嘉林道深處為動物重要棲息
區，這隻林鵰逛到這裡來吧。
林道路小，一直到 10.5K 處才有
大的停車空間。這裡剛好是「長尾尖
櫧採種園」，除認識這個殼斗科植物
外，展望也不錯，而且接下來的路段
看起來生態較好，於是停車打算好好
享受自然。才走 100 公尺，小蒔恩哭
鬧要爸媽抱抱，而且這次相當堅持，
不達目的、絕不輕言放棄的信念固然
令我等佩服，但他要人抱的行為似乎
也對「阿斌」----等人幾天來都炫耀
自己抱到小蒔恩的人當頭棒喝！我們
大人都以為自己抱到小蒔恩就是勝了
別人的想法，真是幼稚、又讓小孩養
成不好習慣的行為！這次的旅程，就
這樣結束，結局很令人意外吧？！
本次糜爛之行參加人員：
日期

0717～0718

0718～0719

0719～0721

台東市夜景讓人忘了時間。

0721～0722

家庭成員
1.益村、珮晴、小芮芮
2. 卉 荀 、 武 就 、 momo 、 蒔 恩
3.花妹、阿斌、小霧
4.美杏、copyboy、yoyo
5.怡賢、根政
1.卉荀、武就、momo、蒔恩
2.花妹、阿斌、小霧
3.美杏、copyboy、yoyo
4.怡賢、根政
1.卉荀、武就、momo、蒔恩
2.美杏、copyboy、yoyo
3.怡賢、根政
1.卉荀、武就、momo、蒔恩
2.美杏、copyboy、yoy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