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劍 井 ─ 插劍誓天  源源不絕  

鐵砧山因有「劍井」而使小山聞名於世。

碑紀

在鐵砧南邊山腰處，有一直徑約三尺的古井，井水不

深約僅一尺左右，卻源源不絕，清澈見底，此即為眾所周

知的地標－「劍井」（標高180公尺）。為清朝光緒十八

年(1892年)大甲地方人士所修築，光緒19年，鑄刻「國姓

井」，後屏壁上嵌著方碑，上鐫刻《國姓井紀》，為這神

奇的古井揭露它的傳奇。

故事

相傳的說法是：明永

歷十六年（清康熙元年，

1662年）農曆五月初五，

鄭成功率領眾兵，自台南

而北上，轉戰行經鐵砧山

時，被當地土番圍堵，糧

食短缺，水源斷絕，全軍

兵疲馬困鄭成功叫部下到

後湖抓田螺充饑，並要求

只吃尾部，讓頭部繼續存

活繁衍，以為食物來源。

接著兵士發生水土不服，一個個的倒下，在束手無策之

下，為鼓勵軍心，鄭成功拔劍插地，跪地虔誠祈求上天，

禱告：天若助我鄭軍部隊，平安歸去，此寶劍插地，必得

甘泉。只見地面裂開，寶劍下沈，甘泉隨之湧出，士氣大

振，歡聲雷動，土番見鄭軍有如神助，驚駭之餘，紛紛棄

甲而逃，鄭軍終一舉突圍 而去，但鄭成功的寶劍卻隨之

沉入井裏，失劍的他身患重病，三天後回到台南便與世長

辭。有傳說稱鄭成功是鯉魚精轉世，而鐵砧山是寶山，魚

在砧板上焉有不死的道理。

人們為感念神蹟，就稱這口水井為國姓井或劍井。泉

水涓涓長湧，更多傳說請見背面灰面鵟鷹介紹。

週邊   

劍井邊有一【劍入泉湧】水泥浮雕牆，是名雕塑家陳

松老師的作品，此面浮雕訴說的是鄭軍昔日「祈天求水，

劍入泉湧」和「田螺斷尾能活」的故事，歷久彌新而又雋

永感人。浮雕石壁的上方之台地，立有一座【劍井碑】，

此碑之猶如一把寶劍奮力插入大地，只留劍把，見此劍把

使人憶起當年「插劍雄風」。碑上勒有【劍井】兩字為于

右任院長所親題，立石為誌，為名家傳世之珍貴墨寶。碑

陰刻有賈景德院長所撰「鐵砧山劍井記」。
FUN遊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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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鐵砧山  

有人說：「沒有上過鐵砧山，就不能算是到

過大甲。」大甲因有鐵砧山，小鎮的地理景觀，

因而豐富起來。

來到臺中市西北角的大甲，除了朝聖、大

啖在地美食之外，您更不能錯過這樣一座適合運

動、休閒、賞景，且匯集人文和藝術氣息的旅遊

好去處－鐵砧山。

鐵砧山，古稱「銀碇山」，是大甲地區唯一的制高

點，昔日為軍事重地，地形險要。海拔236公尺，卻是台灣

西部海岸線平原最高的一座郊山(北緯24.36度, 東經120.65 

度)。偏倚大甲地區東北隅，地倨大安溪下游南岸，是台

灣氣候南北的分界線，亦為候鳥回歸北地重要之轉折處。

面積達五十多甲，北面削成懸崖地形，其餘三面傾斜度超

過四十五度以上。由西側觀之，有如頭枕，並有白觀音

塑像，矗立山頂。山頂有數十平方公里的平地，呈平錐體

形，整座山遠望猶如一方巨型打鐵砧，因而得名。自古以

來的「銀碇山」遂更名為「鐵砧山」，而「鐵砧山」一詞

沿用迄今。

從海上遠望，鐵砧山的山形似鯨魚，即民間所稱的

「海翁」，故大安港也因鐵砧山的緣故而被稱為「海翁窟

港」。現今從大安港東望鐵砧山，除了砧板、鯨魚之說，

另外也有人認為其形狀和大象相似。

雖名列台灣小百岳，這裡山勢不高，有好走的步道、

茂密的林木，百花爭艷、綠意處處，隨著一年四季，變換

著不同風情，孕育出多樣化的動植物自然生態。各項休閒

設施與景點均頗具規模，您可以看到歷史人文與自然生態

共構的特有景觀，可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

鐵砧山自古傳說甚多，曾名列台灣中部八景之一，長

久以來即為大甲馳名遠近的地標，並與鎮瀾宮齊名。登上

山頂，可遙望蜿蜒而下的大甲、大安兩溪，遠則白浪翻飛

的台灣海峽，近則線條分明的農田重劃區、村落，盡收眼

底，景致美不勝收。

孕育大甲人文歷史的焦點－劍井、國姓廟，是充滿傳

奇性色彩的古蹟；有深層文化底蘊的雕塑廣場，是為提倡

藝術生活化而精心規劃成立的；其他如：中正公園、國軍

紀念公園、（武器大觀）、永信運動公園，都是鐵砧山上

多樣而豐富的景點。還有抗日精神堡壘－江山萬里石碑、

石敢當。

國姓廟（開臺聖王祠）─ 紀念「鄭成功」 劍井旁的步道                        台中軍人忠靈祠  ─ 百戰勳業 浩氣長存     

《淡水廳志》記載「鐵砧山有靈祠，其山下有靈

泉。」其中「靈泉」所指的即是劍井，而「靈祠」指的正

是開台聖王祠。

由劍井循右方幽雅的登山小徑拾級而上，爬完階梯，

可達立於蒼松翠柏間的「國姓廟」。

回顧

鄭成功因為作戰有功被賜姓朱，所以百姓稱其「國姓

爺」。當地人為虔誠紀念鄭成功的豐功偉績，於劍井上方

的整地平台，一間土埆、蓋茅草屋的小屋，供奉國姓爺靈

位。清初以「開山王」的名稱祭祀鄭王，直到沈葆楨專摺

上奏後，才得以正名立廟祭祀。

在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中，並無確切記載「國姓廟」

的創建時間和創始人，目前僅略知昔日「開台聖王祠」

（地方居民通稱）約建於清雍正年間，大甲鄉民感念國姓

爺鄭成功屯田大甲，開墾撫番，並留下聖跡「劍井」，而

集資興建國姓廟。後因缺乏修繕而告傾毀。清光緒十一年

（西元1885年）大甲巡檢余寵、鹽務委員林鏘及生員郭

鏡清等人集資在劍井上方的平台處重建，立有「開台鄭國

姓」碑記。光緒十九年又刻置「國姓井」三字碑，後風雨 

傾頹，復歷經清光緒二十五年（西元1899年）、大正十二

年的修葺，民國三十六年台灣光復後，地方人士陳財福、

張重振、柯天來等倡議，再遷建祠廟於山腰現址，建築形

式甚為奇特的仿羅馬式圓形屋頂的國姓廟，於現址重建完

成。原址則留一「開台鄭國姓」的五字古碑，可能在民國

五十年被磨掉重刻「慶祝國姓廟落成」碑，甚為可惜。

感受完劍井古蹟的歷史傳

奇後，我們再信步走往劍井旁

的涼亭，登上涼亭右側的二條

步道，朝向位於大甲區頂店里

成功路305號的「國姓廟」。介

於劍井及國姓廟之間的步道，

延續仙人傳奇的氛圍，一路上

風景秀麗，充滿脫俗靈氣的氣

質，一步一步跟天上的神明靠

近、一步一步覺得身心靈得到

淨化。雖然大多是上坡路段，

但實際上並沒有想像中的難

走，因為蓊鬱的綠樹蔽蔭，走

起來涼爽而愉快；沿路隨處可

看不同的植物種類，讓人目不

暇給、美不勝收。

武器大觀         

園區內廣場陳列有陸海空三軍除役的多樣不同類型

的武器裝備，包括戰鬥機、勝利女神防空飛彈、高射機

關砲、輕戰車、海軍鍾山軍艦、船錨、海軍廬山軍艦、

推進螺旋槳、海軍5寸單砲管…等等，機體完整乾淨，有

沿革等詳細的介紹文字，足以讓人大開眼界；因具有歷

史意義及紀念價值，這樣別開生面的展示，不但與此地

壯烈的英雄氛圍，成了最好的呼應，也吸引民眾入園，

成為休憩中心、拍照景點及學生戶外教學場所。走累了

嗎？週邊有涼亭可以歇息，此外，四周錯落散列的多座

花崗石石雕，如慈母育子、麒麟、十二生肖…等，為園

區增添了幾分藝術氣息。因大門內安置兩隻大石象，分

立兩側，故此園區又稱為「雙象園」。

台中軍人忠靈祠

為表彰三軍英勇將士為國慷慨捐軀或一生戎馬奉獻

軍旅，鐵砧山提供了這樣的福地。位於山頂，佔地廣達

七千餘坪的國軍紀念公園，亦即【台中軍人忠靈祠】之

所在，前身即為軍人公墓，而選擇在鐵砧山興建，地踞

高處，與民族英雄的勳績相輝映，尤其意義深遠。是英魂

最理想的永息之所。

黃昏時分，觀賞「鐵砧晚霞」；夜晚自高處俯瞰，萬

家燈火和滿天星斗相互輝映。您可以享受寧靜、舒適與自

在。

登高望遠的地方，就在大門右側路旁，登上【觀海

樓】（其實規模只是「亭」），可以俯瞰大安溪、大甲市

區，遠眺台灣海峽

的壯觀波濤，因此

也逐漸成為鐵砧山

清幽的遊憩景點之

一。霧茫茫的天氣

裡，看白色的煙氳

裊繞，淹沒海淹沒

天，一片朦朧美，

又是另一番風景。

中正公園 ─ 一代巨人 永懷領袖  

位在國姓廟上方不遠處，於觀海樓右方，有座採軒昂

立姿的鄭成功雕像，供遊客瞻仰其英姿，緬懷其功業。高

達15公尺，名雕塑家王水河考慮顏色及保固問題，以混凝

土中加上黃石、黑石、黑白石等不同石頭讓雕像呈現自然

的色澤，多年之後也不會脫漆。張樹德先生負責施作無論

是神情、姿態，甚至是衣物造型，透過精準的比例更揉合

了王者的氣魄和儒者的風骨，聳立山巔，雄峙一方，顯得

氣宇非凡，一氣呵成的傳達出來，堪稱是寫實的大型公共

藝術作品。令人驚異的是在雕像底下有座石製棋盤，國姓

爺與棋盤？這樣的巧心慧思，真是一絕！四周花木扶疏，

景致清幽。

鄭成功開臺的豐功偉績早已深入人心，民間不獨塑像

祭拜如神，並且尊為「開山聖王」、「開臺聖王」，許多

有關「國姓爺」的故事也膾炙人口。  

鄭成功紀念館

昭昭大節千秋壯烈傳宇內

耿耿孤忠萬世英魂在人間

在鐵砧山上，不論劍井、南路鷹等傳說，或許都是子

虛烏有，卻可以反映出，在人的心目中，鄭成功是一代英

雄。

延平郡王像旁邊設有鄭成功紀念館，為社團法人台中

鄭氏宗親會、財團法人台中鄭氏文教基金會管理維護，平

日較少開放，內部為一大禮堂，係以上二會集會之用。                        

位於山頂平台的中正公園，可眺望遼闊的大安溪

河床與火炎山。顧名思義，這是大甲鎮地方有心

人士為緬懷先總統蔣公救國救民之功勳，設置以

供民眾瞻仰追思的公園，於民國六十六年十月

三十日落成揭幕啟用。

先總統蔣公銅像

入口尚恭建有蔣公騎馬英姿的青銅塑像，精工細琢

之下，外觀極其宏偉莊嚴，其眉宇之間所流露出的昂揚氣

勢，更顯得栩栩如生，堪稱是蔣公塑像中的佳作。

蔣公塑像重達一千公斤、高3.3公尺；基座採鋼筋混

凝土，以墨綠色蛇紋石及大理石砌成。地面則是以大理石

碎片砌成，12公尺圓周之青天白日黨徽，是採用洗石子的

工法製成。

公園內部有主題石雕、風車、簡單的體能活動設施、

小型遊園步道，還有亭子、石椅……等，供民眾休憩。園

區內的梅花及櫻花，係民國七十年間，日本唐津扶輪社與

大甲扶輪社締造姐妹社後，特別選購的，刻有＜植樹銘德

＞碑文，藉花木之欣欣向榮，象徵兩國情誼與時俱增。早

春時節，不妨前來觀賞這點點繁花，親自體會那樣的視覺

感動。

海軍三角點  

就在這鄭成功雕像公園步道旁，圓形矮樹籬之內的

樹根旁發現了一顆海軍三角點1026號(H220m)，上面寫個

「海」字，不同一般看到的等級三角點，非常的特殊。 

延平郡王 ─ 鄭成功雕像 巍峨屹立 緬懷偉業

雕塑廣場 ─ 藝術與生活的結合

大型戶外雕塑公園，是大甲區積極發展的重點觀光

項目之一。溯自民國八十五年，地方熱心人士積極推動募

款；基於回饋鄉里、關懷社會的熱忱與夢想，鐵砧山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卓英男先生，更力倡「每年每戶五百元、子

孫欣賞五百年」的活動，希望透過當地居民的捐獻與參

與，共同建設鐵砧山，成為一座寬闊的戶外美術館，來帶

動地方繁榮。

這些國內雕塑專家創作的精品，豐富了山頂的景

觀，在鐵砧山原本得天獨厚的自然美景烘托之下，更顯相

得益彰。豈不正是讓藝術融入生活之中，讓生活得以藝術

化？ 

在這些作品中，最醒目的就是【太陽之門】。名雕

塑家郭清治於民國八十六年完成的此一作品，不但被文

建會列為台灣地區重要的公共藝術，還登錄於1999法國

出版的＜＜20 世紀鐵雕回顧＞＞，獲得國際上至高的評

價。

太陽之門、儷人行之外，上弦月、旭日東昇、家、

大地子民、登高樂、搖籃曲、大地、和平之風、滿足…等

優秀的雕塑作品，也都值得您前來細細品味、觀賞。

▲  太陽之門 

    The Door of the Sun 

作者：郭清治   

現代感十足且宏偉典雅的「太陽之

門」，揚名於世界，被列為最佳環境雕

塑典範之一。最為人所驚喜之處，是透

過不鏽鋼材質反射作用所呈現出的「異

次元」效果。原本只雕刻在花崗岩上的

圖像，經過鏡面的反射之後，在不鏽鋼

上也出現了相同的圖像，就連四周的景

色，也投射成為作品的一部份。就藝術

創作而言，是極具代表性的創新之舉！

又以材質而言，不鏽鋼和花崗岩的組

合，不僅代表著科技與自然的融合，也

是現代與原始的結合。

▲ 儷人行 

    Two Lovers

作者：郭清治   

融合抽象與具象的元素，隨著波浪狀光

影起伏的優美造型及精鍊線條，展現出更豐

富的意象和多種風情。

▲

 上弦月 

    The Up Stringed 

Moon

作者：郭清治

正 如 繪 畫 中 的

留白應用，藉由中間

挖空，將周圍的環境

收納為作品的一部

份，對虛、實之間相

互對應關係，有深刻

省思。是月非月？透

過這樣的一個名字，

引發觀賞者想像的空

間。

▲ 旭日東昇 

    The Rising Sun

作者：許維忠

以「壓縮法」呈現

出的十字型結構，呈現

出作品引人注意的張力

和十足的氣勢，而結實

的肌肉線條，讓人感受

到強勁的生命力。

　　

▲  家 The Home

作者：許禮憲

以抽象的手法型塑出

互相擁抱的男女，凝視懷

中的小寶寶，三個人融為

一體，不但流露出家人之

間濃密的情感，更代表一

個幸福甜蜜的家需要成員

齊心協力。               

▲  大地子民 

    The People of the 

Earth

作者：林文海

粗 獷 的 線 條 ， 深 刻

地描繪出迎神進香隊伍全

心投入的的神情。透過撐

旗、掌燈、敲大鑼、吹嗩

吶等傳統宗教文化的儀

式，完整地呈現壯闊的氣

勢。

▲

 登高樂 

    The Joy of Climbing

作者：王秀杞

細膩的造型、活潑的肢體動

作，栩栩如生地描繪出孩童嬉戲的

情景。充滿童趣的畫面，讓人會心

一笑，更不禁回想起童年愉快的記

憶。

▲  搖籃曲 

    The Lullaby

作者：余燈銓

母親溫暖的懷

抱、小孩安心入睡

的表情，構成了一

幅甜蜜、安詳的畫

面。身軀型塑地如

此巨大，更象徵母

親對小孩毫無條件

的包容及無微不至

的照顧。

▲

 大地

作者：邱泰洋

基於對大地的熱愛感恩之情，

選擇以象徵母性孕育生命的乳房為

架構，喻大地之母。天地陰陽二氣

的融合，滋養天下萬物，正如母親

無邊無界的愛，普照在大地每一個

角落。                     

▲  和平之風

作者：郭清治

彷 彿 鴿 子 張

開翅膀，奔向蔚藍

晴空，眼睛裡有秀

麗的山景；山景也

仰望晴空中飛翔的

美麗翅膀，和平鴿

啊！是否聽到故鄉

溫情的呼喚？

▲

 滿足

作者：魏永賢

清 晰 的 圓 弧 度

造型，簡潔的轉折線

條，詮釋孩童與母親

懷中孕育的小生命，

由於母親無私而溫馨

的慈愛，在祥和、美

滿的氣氛中，滿足地

快樂成長。



穿著

輕便休閒服、運動鞋

攜帶物品

相機、望遠鏡、飲水、防曬用品、防蚊液、簡單藥品。

導覽解說服務

請至遊客服務中心集合出發

每周日9：00、10：30 兩場次

（重大節日、連假暫停服務，

詳細服務時間及團體預約申請

請參考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網頁公告)

小叮嚀

園區未有門禁，但須結伴同遊，避免夜間上山。

預估時間

看你怎麼玩！走馬看花，只到主要景點，二個小時可達

陣。閒閒散散逍逍遙遙，要走遍各處，大約半日光景。

停車場

＊遊客服務中心前（車位最多）

＊國軍紀念公園大門     

＊永信公園附近（沿中正公園直行至松柏園前方）

＊高爾夫練習球場（距劍井100公尺）

管理單位：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04-22289111分機58511、58561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6樓）

大甲管理站 04-26874543（臺中市大甲區成功路87號）

永信運動公園 ─ 鐵砧山的鑽石傳說

企業家的理念

位在延平郡王像鄰近的永信運動公園，是位於大甲的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基於多目標社會福利事業，秉持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理念，為回饋大眾及推廣全民正

當休閒活動，所闢建的休閒活動區。

佔地寬廣達六甲餘，綠草如茵，多樣化的軟硬

體休閒設施依地形而建，有多座符合比賽規格的排

球場、標準PU籃球場，及各項球類練習場地，讓您

隨時都能大顯身手；還有容納數百人以上使用的

天然露營烤肉區 、兒童遊樂區、桂花泉健身步

道（由妙法寺旁入）…等多處休憩場所，是

全家假日郊遊、野宴的最佳園地。這裡

適合不同年齡層，是鐵砧山上熱

門的景點之一；不但小朋友可

以奔跑嬉戲，喜歡舒展筋骨的您，當然更可以善用如此寬敞

的運動空間。

白觀音塑像

位於永信運動公園內、矗立鐵砧山頂的白觀音，高

二十五公尺、寬八公尺，西向台灣海峽，以慈愛、和

平之姿，俯視芸芸眾生。

永信藥品工業公司創辦人李天德先生於五十五年

赴日本觀光，見其在臨海山峰都塑造有白觀

音像俯視太平洋，共禱世界和平，當時有

感於台海兩岸情勢及台灣經濟、社會變

遷彌巨，傳統美德亟待重建，特於此恭

塑，象徵祈祝社會祥和及世界和

平。永信醫藥文物館：開放時間

每週三、五、六（9：00~12：00

、13：00~16：00）

白觀音像下有【慈德苑】，供大眾修

持，屬＜永信社會服利基金會＞管理，開放

時間為星期二、四、六、日8：00~17：00 

（04）26760180＊163

永信公園內，鋪設一條兩旁遍植桂花樹

的小道，還有櫻花園。由鐵砧山入口大門旁

妙法寺岔路取左往登山步道方向直行，初為

碎石路面，坡度平緩，轉為水泥路面；某些

步道由石頭作成，與樹根構成一幅美麗的圖

畫。當您邁入滿山綠意的林蔭小徑，漫步相

思林間，偶而還會與靈巧俏皮的松鼠邂逅。

所謂【桂花泉】，是由於鐵砧山的表層

易坍崩也易滲水，經地層的過濾的泉水，因

稀有而形成名泉。

途中有很多仿中國的景點，如小長城、

小西湖等造景，有涼亭可休憩。在此一步道

中途點見【龍泉】，是永信藥品創辦人李天

德先生因偶遊鐵砧山，喜見山中湧泉，復於

泉源中掘出一奇石，赫然有「龍泉」字跡，

因而命名。繼續直行，步道風景漸佳，可以

遠眺海線平原。經過露營區，出停車場，可

登上觀海樓，將台灣海峽與大甲市區景致盡

收眼底。是民眾登山健行的好地方。

桂花泉登山步道 ─ 綠意處處  森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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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鉆山風景特定區A

鐵砧山是古老河床的遺跡，地層中含有許多鐵質成

分，極易和空氣中的氧結合成氧化鐵，故砂石多呈紅褐色，

地質學家將這種地質結構稱為「紅土礫石層」。這種地質結

構形成的年代不夠久遠，再經過自然的風化作用及大安溪長

年沖刷，就造成崩塌現象，尤以鐵砧山北側最為嚴重。民國

88年921大地震，造成中正公園山頂有龜裂現象，在靠近懸

崖崩塌處，可見砂石、黏土的堆積，土質呈紅棕色，這是受

地下水滲透地表，和含鐵質的土壤起氧化作用所致，連岩石

也鏽化成紅褐色。

神龜紋石

大甲周邊大甲溪、大安溪河川或沿岸的山坡地，蘊藏

豐富的奇石、怪岩，則很少人知道，懂得欣賞的人也不多。

921大地震後，由苗栗火炎山、大甲鐵砧山等出土不少紋路

石，呈現的裂紋，像龍鱗或龜殼，是大甲另一特色。神龜紋

石其實是砂岩遭水侵蝕風化、重力壓迫所產生的龜裂現象，

紋路非常自然且漂亮，加上硬度夠，可說是極品，值得石友

收藏欣賞，可對大甲地理、水文之美有更深一層認識。

◎大眾運輸

★搭乘火車：

1.於大甲火車站下車，轉公車93號於

鐵砧山（中山路）站下車

2.日南火車站下車，公車668號於鐵

砧山（中山路）站下車

★搭乘公車：

1.從臺中市區可搭公車154號於大甲

火車站下車，於大甲火車站前轉公

車93號於鐵砧山（中山路）站下車

2.從苗栗苑裡可搭公車181號於鐵砧

山（中山路）站下車

3.從苗栗後龍可搭公車5808號於鐵砧

山（中山路）站下車

相關公車資訊：

＊臺中客運（電話：0800800126）

公車154號，約每30分鐘1班車；

公車93號，約每15-20分鐘1班車。

＊苗栗客運苑裡站（電話：037861050）

公車181號，約每1小時1班車（但

中午間隔2.5小時）。

＊苗栗客運頭份站（電話：037685379）

公車5808號，約每1小時1班車。

＊東南客運（電話：0422263543）

公車668號，自日南火車站發車

時間06：40、09：00、11：20、

13：40、16：55

交通 Easy Go 你可以這樣輕鬆玩  

◎找到入口

由大甲區市區循縱貫線往北行，約二公里可抵達鐵砧山入

口岔路（在中山路往成功路口），見一圓柱形的標誌塔，

上有【大甲鐵砧山】五個大字。之後沿著上坡路段走，便

抵達【鐵砧山風景特定區管理站】大門，沿著寬廣道路往

上走，旁邊有住家，過了一個涼亭後，左方一個轉折，就

是名聞遐爾的劍井了。

◎一般遊程

劍井－（上階梯10分）國姓廟→（10分）國軍紀念公園

（武器大觀）→英靈祠→（左方）永信運動公園→觀海樓

→（15分）白觀音聖像→遊樂區→（上階梯10分）延平郡

王鄭成功像→中正公園→雕塑廣場

◎登山步道

大門管理所100公尺處－旁有【佛光山妙法寺】指標→前

行30公尺見牌樓→圍牆邊為登山步道【桂花泉步道】階梯

→中正公園（體力充沛腳程快者40分～緩慢健行約60分）

◎延伸繼續玩

1.【江山萬里碑】【石敢當】

進大門直開300公尺→高爾夫球場（有停車場）→經鐵砧

山花園渡假山莊→較小的產業道路－續行10公尺空地可停

車(約5輛小客車空間) →【江山萬里碑】（坡度甚大）→下

來200公尺＜走路10分鐘＞左方（修圓宮）→山壁旁可停

車＜注意排水溝＞→走20步後方為【石敢當】，開車雖可

抵達，但坡度較陡，要加足馬力啊！

江山萬里碑．石敢當

沿著長生路高爾夫球練習場後面的鐵砧山花園渡假山

莊方向再往右上方爬，走過一條較小的產業道路，就看到

一塊刻有【江山萬里】四大字，下題＜觀自在＞的石碑，

高六尺三寸。在往外埔鄉鐵山村路旁（「修圓宮」之後

壁），有一座高約九尺四寸【石敢當】，二者相互呼應。

因位於邊際制高點之上，居高臨下，視野遼闊，俯瞰

后里台地，無論白天觀賞自然景致，或是夜裡坐擁星空，

都是極佳景點。

地點比較偏僻，旅遊手冊介紹內容也有限，前往的遊

客並不多。

地質景觀 

◎自行開車

南
下

國道
一號

三義交流道→台13線公路→右轉接大甲東西聯絡道路（中苗6線接北堤東路）→左轉台1
線公路（經國路）→大甲區中山路一段→見指示牌左轉上山可達。 

國道
三號

苑裡交流道→右轉140線（中苗6線）→直走台一線公路（龍德家商）左轉→大安溪橋→
岔路取左→大甲區中山路一段→見指示牌左轉上山可達。
大甲交流道→左轉132線公路(甲后路)→132線(水源路)→大甲區中山路一段→見指示牌
可達。

北
上

國道
一號

接國道四號→接國道3號（往大甲方向）→由大甲交流道下→左轉132線公路(甲后
路)→132線(水源路)→大甲區中山路一段→見指示牌可達。

國道
三號

大甲交流道→左轉132線公路(甲后路)→132線(水源路)→大甲區中山路一段→見指示牌
可達。

萬紫千紅的植物伸展台 ─ 四季各不同 鐵砧山動物小檔案

櫻花是雙子葉植物，高3~10公尺，樹幹通直，樹皮呈片狀

剝落。葉為卵狀橢圓形鋸齒緣，每年一至四月開花，原生

於本省中北部海拔500~2000公尺之闊葉樹林中。

又名「島薊」，微電影「愛在微旅行，幸福甲安坑」大甲
篇（可至youtube影片搜尋”甲安坑”）出現的紫色小花，
葉羽狀全裂，葉緣切刻狀，先端刺狀。花苞苞片革質直
立，外層苞片狹披針形，先端刺狀。花冠白色或粉紫色。
照片作者：蔡永昌。發布於臺灣生命大百科。

台灣固有種。花開黃色，是優良的蜜源植物。種子具冠毛，

附生在瘦果上看似小「毛球」，隨風飛散姿態優美，吸引人

目光。照片作者：莊溪。發布於認識植物網站。

一年生草本，全株呈毛絨狀。喜歡日照、排水良好的環境。

花朵喇叭形狀，生性強健，為極普遍的雜草，幾乎四季開

花。

又名「灰面鷲」，體長49cm，展翼102-115cm，屬保育

類猛禽。頭部、背部褐色，臉頰灰色，有白色眉線。喜

食蜥蜴、昆蟲、鼠等。繁殖於東北亞高緯度地區，每年

秋季南遷至東南亞度冬，春季北返至繁殖地，對於遷移

路線及過境夜棲地皆具有高度的忠誠性。

大甲鐵砧山是灰面鵟鷹遷徙路徑必經之路。古時劍井為

灰面鵟鷹落鷹休息喝水夜棲之處，而灰面鵟鷹於落鷹休

息或起鷹出發前會發出叫

聲，人們於4月清明掃墓

時節聽到叫聲，聯想為悼

唁悽愴的哭聲，於是有傳

說灰面鵟鷹是國姓爺的部

屬，每年回來劍井緬懷鄭

成功，故名「國姓鳥」。

另外亦稱為「清明鳥」或

「掃墓鳥」，也稱為「南

路鷹」。上方照片作者：

鍾上瑋。右方照片作者：

簡 燦。

台灣特有種，廣布於海拔1500公尺以下地區。大致呈黃褐

色，頸部底色為灰色帶有白斑，全長可達31公分，為目前

台灣攀蜥屬體型最大者。

嘴、腳紅色。全身皆為黑色而有光澤，飛羽及尾羽有灰色

邊。布農族傳說，洪水來襲後，人們急需火種，紅嘴黑鵯自

告奮勇啣火種回來，過程中燙紅了嘴和腳，身體也被煙燻黑

了，布農族視之為聖鳥。文字參考臺灣生命大百科。

為最優美的園景樹之一。常綠喬木，整體呈塔形或圓筒形，

枝條旋捲向上盤曲，如同蟠龍抱柱般，因而得名。

準備出發去  

櫻花 臺灣蒲公
英

牽牛花

龍柏 灰面鵟鷹 斯文豪氏
攀蜥

紅嘴黑鵯

雞觴刺

鐵砧山風景區導覽圖
主幹道 車道 步道

鐵砧山大門

石敢當

江山萬里碑

紫竹寺

番仔園遺址

日光牧場

停車場

鄭成功雕像 

國姓廟

中正公園

雕塑廣場

遊客服務中心

永信運動公園

觀音像

妙法寺

桂花泉

烤肉區

鄉野莊

觀海樓

花園渡假山莊
高爾夫球場

劍井

國軍紀念公園忠靈祠

永信醫藥
文物館

大甲鐵砧山
星光露營區

f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