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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區的生態步道，包含淡蘭古道、永定步道、烏塗步道、二格山步道及登山客最喜愛的皇帝殿步道、筆架山步道等知

名觀光休憩步道，沿途秀麗的山水景色自然不在話下，再加上豐富的生態，讓這裡不論是平時或假日，總是愛好大自然

者的首選；清澈的溪流裡那些無以計數的悠游魚兒更證明了多年來石碇區護魚的成效，堪稱新北市護魚成功的典範；街

上的打鐵店、運煤橋及各處林立的茶莊園，更讓人嗅見產業發展的軌跡；而石碇豆漿、豆腐、麥芽糖、手工麵線則是民

眾到石碇一遊時必嚐的絕佳健康美食。每一個景觀、每一種產業、每一份美食，它們背後都各自擁有一段石碇美麗動人

的故事。石碇讓人驚豔之處還不只如此，除了大家所熟悉的文史景觀及生態特色外，石碇千島湖更成為臺灣民眾心目中

的仙境的代表。被山林擁抱的石碇區，因位於水源保護區而保留了大部分的原始山林，富藏韻味、典藏文史，無論歷史、

人文、藝術、自然生態、優美景觀，石碇區的生態步道都是值得親子同遊探索、細細品味的好地方！

Ecological hiking trails in Shidi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including Danlan Historic Trail, Yongding Trail, Wutu Trail, Mt. 

Erge Trail, and in addition, hikers’ favorite Huangdidian Trail and Mt. Bijia Trail, etc.—are all well-known hiking trails for 

touring or leisure. There is no need to overemphasize beautiful landscape scenery along these trails, and moreover, which is 

coupled with rich and diversified ecosystems, are making this area the all-time best choice for nature lovers, regardless of date, 

season or weather. Furthermore, countless fish swimming in clear creeks also shows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fishery protection 

acts for many years in Shiding District, which can be valued as a model of successful fishery protection acts in New Taipei 

City. Blacksmiths’ smithies on the streets, coal train bridges, and tea houses that stand everywhere, all of these revealed the 

footprints of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hiding soy milk, tofu, malt sugar, and handmade vermicelli, are all must-eat healthy 

cuisines when people come visit Shiding. Every scene, every industry, every cuisine, behind each of them, there must be a 

beautiful heart-touching story about Shiding. Not only those widely know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ics or ecological landscapes 

are the amazingness of Shiding, but also the representative dreamy wonderland in Taiwan—Thousand Island Lake of Shiding.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and forests, most of the primeval forests are well preserved because Shiding is located in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reas. Shiding, a place rich in charm, and also a reservation of Taiwa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refore, no matter what 

visitors want to discover, history, culture, traditional arts, natural environment, or beautiful scenery, this is the place worth visiting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sense slowly with sensibilities. 

新北市石碇区の自然生態歩道は、淡蘭古道、永定歩道、烏塗歩道と二格山歩道を含め、そして登山愛好者たちに好か

れる皇帝殿歩道と筆架山歩道など、すべて有名な観光レジャー歩道である。沿線にある山水風景の美しさは言うまで

もなく、豊富な自然生態を加え、自然愛好者たちにとって、平日でも休日でも何時ものベストチョイス。清らかな小

川の中に泳いでる無数の魚は、長年にわたった石碇区の魚類保護行動の効果、新北市で行われてる魚類保護行動の模

範とも呼ばれるのでしょう。商店街にある鍛冶屋、運煤橋と何処にもある茶屋、いずれも産業発展の軌跡を見学者に

辿らせる。石碇豆腐、豆乳、麦芽糖と手作り麺線は石碇に来る観光客におすすめのご当地絶品健康グルメである。こ

こにある全ての景色、全ての産業、全ての料理、それぞれの裏には必ず石碇の美しい物語がある。石碇の驚異的な魅

力はこれらだけでなく、皆様ご存知の歴史と文化の旧跡や自然生態以外に、石碇の千島湖は台湾で代表的な幻の絶景

である。山と森林に囲まれてる石碇区は水源保護区内に位置する、故に原始林の大半はちゃんと保存されてる。石碇

区の歴史、文化、芸術、自然生態、美しき景色、いずれも魅力あふれる。石碇のいろんな楽しみ方の中に、特に親子

におすすめなのは自然生態歩道を歩き通し、ゆっくりと自然と触れ合い生態踏査の旅である。

新北市石碇区の自然生態歩道

Natural Map of Shiding

石碇生態步道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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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觀光旅遊網 ~~~ 美食地圖

「明緣小棧」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格頭里北宜路五段 80號
地圖座標：121.64999° E  25° N

「石碇一粒粽」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109號 -1
地圖座標：121.66008° E  24.9911° N

「文仙茗茶 / 黑豆生活館」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二段 86號
地圖座標：121.64849° E  24.96895° N

「翡翠谷飲食店」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雙溪口 66號
地圖座標：121.65286° E  25.0071° N

「陳記養生甜點」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77號
地圖座標：121.66031° E  24.99081° N

「福寶飲食店」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75號
地圖座標：121.66045° E  24.99074° N

「笠林懷古料理」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蚯蚓坑 11-7號
地圖座標：121.662° E  24.99072° N

「王家豆腐」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85號
地圖座標：121.66013° E  24.99089° N

「山頂店鹽酥豬腳」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中民村番子坑 24號
地圖座標：121.6755° E  25.01098° N

「美美飲食店」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71號
地圖座標：121.66163° E  24.99056° N
「茶鄉桂花農園」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隆盛里新興坑 4號
地圖座標：121.64802° E  25.01723° N

「石碇馬告香腸」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一段 180號
地圖座標：121.65° E  25° N

「三才靈芝農場」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中民里十八重溪 52-1號
地圖座標：121.64999° E  25° N

「野宴食堂」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彭山里崩山 12號
地圖座標：121.6933° E  24.95043° N

「九寮坡農莊」
地　　址：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九寮埔路 2號
地圖座標：121.65° E  25° N

【開車】

1. 行駛國道三號 (北二高 )由深坑交流道下，往深坑方向沿土庫路 (106線道 )直行，接 106乙

線道即抵。

2.  行駛國道三號或國道五號由石碇交流道下，往石碇方向沿106線道直行，接106乙線道即抵。

【機車、自行車】

從木柵路進入深坑直行北深路，行經深坑老街、土庫，往石碇方向沿 106線道直行，接 106

乙線道即抵。

【大眾運輸】

1.台灣好行 :木柵平溪線可至石碇姑娘廟，或至雙溪口換 666公車進入石碇老街。

2.666公車 : 沿途停靠石碇淡蘭古道與烏塗景點，終點站為烏塗窟。

第六篇  石碇生態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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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禪寺為佛教廟宇，建於民國 2

年，開創者為普壽法師，供奉主神為釋

迦牟尼佛，寺廟依山而建，金黃色屋頂

搭配白牆及紅柱，山門、山牆以石砌

成，再加上坐落於石碇與汐止交界鹿苑

山頂，從光明寺可以遠眺群山，俯瞰台北

盆地，放眼四周青蔥翠綠，寧靜幽雅，頗有

世外桃源之感。

●【光明禪寺】

從光明禪寺石階往下走，不遠便能抵達

紀念碑，此紀念碑是為了紀念 1952年發生的

「鹿窟事件」，西元 2000年臺北縣政府於

此立鹿窟事件紀念碑。紀念碑主體結構為不

鏽鋼版，橫越平台上空，就像一把彎形利刃，

象徵當年被扭曲不實的事件，造成無數冤獄折

磨。民國 41年 12月 29日凌晨，在鹿窟山區，逮

捕許多被疑為中國共產黨支持者的村民，約二百多人

移送鹿窟菜廟（即今光明寺），以刑求逼供所得自白或他人供詞，加以定罪，

造成無數冤獄折磨及家庭天倫夢碎的歷史憾事。

●【鹿窟人權紀念碑】

1 0 6 線 道 景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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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路財神廟為道教廟宇，創建於民國

87年，創辦人許昭男先生自峨嵋山分靈

請回「金面武財神」趙公明。正殿供奉東

西南北中五路財神，包含正財神趙公明及

其四部屬 :招寶天尊、利市仙官、招財使

者、納珍天尊等正、偏財神，又稱招財五福

神。廟前五根金黃蟠龍柱、兩側金獅、天公爐、

樓柱雕花、燭台，都以金元寶裝飾作為財福象徵，

加上四周溪流環抱，以地聚財，以水生財，氣勢宏偉，香煙裊裊，人群絡繹

不絕，來到這裡除了求個「發財符」、「發財金」，祈求財神保佑發大財外，

別忘了吸收天地山川的靈氣，舒暢身心！

姑娘廟建於民國 7年，主神魏扁仙姑，

或稱「聖媽」，相傳是清朝一位魏扁的姑娘

尚未出嫁即仙逝，當地人搭廟並將魏姑娘供

奉於正堂。正殿後方為仙姑陵寢，豎有「故

妣魏扁之墓」碑，也有不少人家把家中未出

嫁而逝的女兒牌位送至此地庇護，現在偏堂已

陪祀了百餘尊牌位，也常有許多香客前來求拜、

許願，祈求發財金，請聖媽保祐發大財！

●【五路財神廟】

●【姑娘廟】

第六篇  石碇生態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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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殿北峰入口位於 106縣道 53.5K附

近，入口處是座鮮明的黃瓦朱柱牌樓，上題

著「皇帝殿風景區北峰登山口」，其正確名

稱本應為「皇帝殿東北峰」，指的就是石霸

尖，山界又稱「東北峰」。通過牌樓緊接著

是綿延的石階，沿著石階拾級而上，可抵石霸

尖附近的稜線。

降煤斗，位於 106縣道 54K附近。日治

時期由當時的藤田組與礦業鉅子顏雲年合資

開發石碇區的煤礦，組成「臺北炭礦株式

會社」，中民里的經濟的活動由「農業」轉

變成為「礦業」，因此大量外來人口移入，

民國 70年代煤礦業沒落，礦工紛紛搬離，石

碇人口數因而急遽銳減，在中民等里，只留下舊

橋墩、礦坑、臺車道、礦工工寮，成為石碇地區的重

要文化觀光遺產。

●【皇帝殿北峰入口】

●【礦業遺跡 -降煤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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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國小座落於石碇鄉永定村蚯蚓坑，

沿 106縣道往平溪蜿蜒路旁，原為講習所

自民國 15年創校，有兩個班級，茅舍兩間，

31年升格為大溪墘國校，42年成立光明分

校，57年奉令改稱本校迄今。學校原屬礦

區，全盛時期採煤工人千餘人，學生曾達八百

餘人，70年代礦業沒落，山區耕種不易，人口外

移，學生逐年減少，光明分校改為光明分班。85學年

度裁撤光明分班，學校改為自由學區，加以許多父母嚮往小班小校之鄉村小

學，學生略呈增加之趨勢，更有來自其他學區的孩童就讀。

●【永定國小】

第六篇  石碇生態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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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蘭古道石碇段又稱「外按古道」，全

程約 3700公尺，步行時間約 1.5小時，在

106乙線往石碇方向石碇堡隧道前，立有淡

蘭古道指引標示及導覽圖，亦可見石碇大茶

壺的裝置藝術，此外，步道上新完成的吊橋

名為「淡蘭吊橋」，已成為石碇路標。

從石碇服務區對面馬路旁的水泥路進

入，經過「楓子林 65-1號」民宅的門前，

從菜園旁的小徑進入，樹上掛著不少登山

條，眼前這條小徑，即冷飯坑古道，冷飯坑

古道也可從淡蘭古道進入。

從楓子林進入約十分鐘路程，可見舊石

階路之後的山稜，有一塊水源保護的告示牌「景

美溪上游水源點」基石，此處即冷飯坑山，海拔 125

公尺。

●【淡蘭古道】

●【冷飯坑】

淡 蘭 古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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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宜高架橋下的步道，經過樹林、河道，

不僅可以觀魚，還可以賞蝶。整個淡蘭古道

的步道，沿途只見草木扶疏、蝴蝶飛舞，沿

著溪谷前建的步道，可聽見淙淙水聲。

「石刀潭」乃古水圳，昔日先民曾經利用

這裏的水利設施，為生活帶來許多便利，今

日走在木棧橋上，可以散步、懷古、賞鳥、

看花、觀魚，是一條可供休閒遊憩的小徑，

老少咸宜。

●【棧橋步道】

●【石刀潭】

第六篇  石碇生態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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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的溪水深且急，溪中大小石頭到處

林立，石頭碇置於溪谷，為早期居民過河的

墊腳石，就像舊式房屋大門的石質門檻 (戶

碇 )。現今石碇溪中仍可見到許多巨石，「蟾

蜍石」即為其中之一，因貌似一隻大蟾蜍座

落於石碇溪中而得名。

石碇高中於民國 57年成立，初期只收石

碇、深坑兩鄉的國中學生，民國 71年，深

坑分部奉准獨立設校，民國 87年 8月奉准

改制為完全中學，90學年度開辦綜合高中

學程，擁有「學術學程」（普通高中學程）、

「資訊應用學程」，新增「應用外語學程」，

邁向多元進路發展。

●【蟾蜍石】

●【石碇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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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國小於民國 43年時，為台北縣石碇

國民學校楓林分班，民國 44年設為台北縣石

碇國民學校楓子林分校，於民國 48年獨立

為台北縣石碇鄉和平國民學校，民國 57年

因延長國民教育，改名為石碇鄉和平國民小

學。

●【和平國小】

第六篇  石碇生態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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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塗潭道路的獅仔坑巷，入口有「石碇千

島湖」及「翡翠水庫景觀徒步區」的指標，

進入約一、二百公尺，可抵石碇千島湖眺望

點。翡翠水庫完工後，北勢溪的水位上升，

形成湖景，叢山點綴有如千島湖般的美景，

故被命名為「石碇千島湖」。

民國 75年翡翠水庫興建時，因為碧山村

位於集水區內，所以得廢村才能完成水庫興

建，同時也決定讓當時的碧山國小長眠水

底，91年時因為枯水期水庫水位下降，沉

沒在水底多年的碧山國小的校舍露出水面

了，因此吸引許多老同學回鄉尋找兒時的記

憶，這個情節宛如古文明遺跡的「水底國小」，

也不禁讓人聯想同樣沉沒水中的「亞特蘭提斯王

國」。

●【石碇千島湖】

●碧山國小

永 安 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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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海國民小學創立於大正九年（西元

1920年），即民國 9年。當時的校名為石

碇公學校「小格頭分離教室」，民國 34年

時獨立為 「小格頭國民學校」民國 36年改

為「格頭國民學校」。民國 53年格頭國民學

校改稱為「雲海國民學校」，據當地老一輩居

民所言：因為 「格頭」唸起來與「割頭」音似，

故改稱「雲海」。乃因夏季時，該路段有如置身於雲

海之中，據說「雲海」一詞是由前先總統蔣經國先生所言。民國五十七

年時為響應政府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而改為「雲海國民小學」。

步道位於北宜路 27K下往塗潭道路 1公里

岔路處，是沿水庫舊保甲路所修之七彩岩石

板步道，全長約 1公里。因地形特殊，茶園

井然有序自然呈現八卦景色，故有八卦茶園

的美喻。

●【雲海國小】

●【八卦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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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 9線 27K路口有永安社區的石碑進

入塗潭道路，會先經石碇千島湖的岔路口，

再經過八卦茶園岔路口，循指標前行約三公

里，抵達永安景觀步道北口，全長約 1.1公

里。步道前面 400公尺已鋪石板，之後變為

泥土路，沿途有四座木橋跨越小溪溝，步道迂

迴於林間，有林蔭遮蔽，林間開闊處可見湖景美

色。由於步道平緩，約 20分鐘，便能抵達步道的南口。

此為林蔭步道，因此隨處可見蕨類植物，亦可觀察在平地較為罕見的各

種植物。

●【永安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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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格公園座落於格頭村內，約海拔 550

公尺左右，從新店北宜公路起算約 23公里

處，公園旁依傍著秀麗的翡翠水庫與烏來區

相望，依著二格山系與臺北市木柵貓空茶園

相鄰，景緻怡人。公園有涼亭供遊客乘涼，

有賞櫻、賞鳥步道，晨可觀日出，午觀日落，終

年濃霧籠罩，是觀賞雲海的好去處。

「小格頭苗圃」，位於從新店北宜公路

23.5公里處，每年 1月起，園內逐漸染上粉

紅櫻花花海，為新北市櫻花季賞櫻祕境之

一，吸引眾多民眾造訪。

●【二格公園】

●【小格頭苗圃】

二 格 山 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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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格山位在新北市石碇區與臺北市文山

區交界處，又名石尖山，為台灣小百岳之一，

是二格山系的最高峰，也是新店溪和景美溪

的分水嶺，因視野遼闊為熱門的登山路線，

附近又有猴山岳、筆架連峰等名山，還有熱鬧

的木柵貓空茶區，山頂可以俯瞰整個臺北盆地、

大屯山系和觀音山，還能欣賞風剪林、翡翠水庫等

優美風光。

●【二格登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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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入口設置的廣場，命名為「石碇之

心」，有露天咖啡廣場，廣場上有溫泉、曲

流造景、咖啡吧檯、露天咖啡座，閒坐於此，

賞遊人在老街與溪谷小橋上穿梭，別具趣味。

石碇有良好水質，加上豆腐店以古法製作

豆腐，做出來的豆腐不僅香醇，更無添加人

工原料，使黃豆的香氣自然散發，相傳至

今已有百年的歷史。王家除了供應豆腐，

假日也賣豆花、豆漿，讓小鎮裡飄著豆香

味。

●【石碇之心】

●【石碇王家豆腐】

石 碇 老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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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厝約民國前 6年建造，有近百年的

歷史，裡面有相當多的石器以及古老的製藥

器材，有早期的石碇特色，走入其中讓您彷

彿進入時光隧道，體驗從前人生活的感覺。

居民為解決腹地狹小發展出特殊的吊腳樓

建築形式，因為過去在山區，人們為了把房

屋建在理想的地方，有時不得不將建築的一

部份懸空撐起，所以石碇東街靠溪邊的房子

都用柱子支撐起來，由日治時代保留至今，

成為別具特色的建築。

●【百年石頭屋】

●【東街吊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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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壽橋下有從前沒有橋的時候，為渡石

碇溪所留下的巨石，是相當難得的景象。

遠光打鐵店是臺灣僅存的傳統打鐵店之

一，自老闆葉德茂的祖父開始經營至今，已

有一百多年歷史。店鋪上掛了一排刀具，就

是打鐵舖現成的招牌，加熱→錘打→淬火，

必須重複多次，正所謂「百鍊成鋼」，爐火

上方供奉著「爐公先師神位」，以保工作安全

順利。

●【東街巨石】

●【遠光打鐵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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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淡蘭藝文館位居石碇區交通要衝，

為連接石碇東、西街的重要路口，周圍觀光

景點如皇帝殿、集順廟、吊腳樓、東街廣場

等皆是周邊範圍，也是舉辦藝文活動及培育藝

文人才的重要基地。

集順廟奉祀保儀尊王，創建於 1838年。相

傳祭拜保儀大夫與保儀尊王可以保祐開墾山

坡地順利平安，廟內除主神保儀大夫外，在

旁陪祀有「孚佑帝君」呂洞賓，而孚佑帝君

最常被煤礦業者視為保祐的神祇。

●【淡蘭藝文館】

●【集順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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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國小於西元 1904年成立，為「深坑

公學校石碇分校」，1905年獨立成為「石碇

公學校」，2010年因應五都改制改名為「新

北市石碇區石碇國民小學」。學校位於烏塗

溪畔，面積 4085平方公尺，為石碇區中心學

校，是新北市校地面積最小的學校。

●【石碇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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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帝 殿 步 道

皇帝殿是雪山山脈由南向北延伸的山稜，

分為東、西兩峰，東峰海拔 593公尺，西峰

海拔 579公尺，一般所說的皇帝殿，指的是

自東峰到西峰之間約兩公里長的瘦狹岩稜，

這整條稜脊幾乎都由巨大的岩塊構成，多處

稜脊之狹僅容單人通行，不敢直立而行者，以

臀當足騎在稜線上慢慢向前挪移，從山下望之有

如整排螞蟻緩緩蠕動，登山界人士常用「螞蟻過門

檻」來形容。 

   除稜頂外全程皆在樹林之中，行走在山林間時，鳥叫聲綿綿不絕，加

上精彩的稜線，是臺北近郊熱門的登山越嶺路線，本山區已開闢為「皇帝

殿風景區」，除了山下道路拓寬之外，登山口設有停車場及公廁，原本的

登山小徑也大部份都改鋪為花崗岩步道，危險路段也都加裝鐵鍊、繩索以

確保安全，雖然少了驚險刺激，但也成了更容易親近的登山步道。鳥嘴岩、

石霸尖、蝙蝠洞、天王峰都是具有挑戰性的登山路線。

●【皇帝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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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創辦於民國 79年，原名華梵工

學院，82年更名為華梵人文科技學院，86

年經教育部核准改名為華梵大學。創辦人曉

雲法師，為佛教界大德比丘尼，集教育家、

宗教家、藝術家於一身，提倡重視德育的覺

性教育。以「華梵」為校名，意在彰顯五千年

中華文化及兩千年中國佛教思想，用專業技術服

務人群，以高尚品德導正社會。

到石碇的南勢坑，越過南勢坑溪的鐵橋，

對面就是華梵大學的水源地，此處有水池及

涼亭，過「清涼亭」上行 5分鐘是環境與防

災設計系設置的生態池，復育臺灣低海拔濕

地生態系，在小小的區域裡，山澗水流、生

態池、瀑布、步道均有，可說是個豐富的濕地

生態縮影。路邊也立了許多地質解說牌，供遊客

對地質結構有更深層的了解。

●【華梵大學】

●【華梵後山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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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 塗 步 道

烏塗溪步道入口，可從石碇國小校門口

與集順廟之間的巷道進入，全長 2KM，步行

時間約一個小時，由花崗岩及南方松鋪設沿

溪而建。沿途可欣賞溪流、奇石、觀魚，溪

旁樹木植物種類豐富，是一個適合踏青或健

行的好地方。

從景觀橋上可欣賞烏塗溪河床巨石，還有

橋旁溪谷中的一座運煤橋遺跡，運煤橋墩上

鋪了一小段運煤台車鐵道，及一位礦工推著

煤車的雕塑景觀，保存了石碇採煤的歷史記

憶，也成為石碇重要的地標，橋上的導覽牌，

道出臺灣煤礦的興衰歷史。

●【親山步道】 (烏塗溪步道 )

●【烏塗溪景觀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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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923年日治時代，為紀念日本昭和

太子訪臺，在溪畔植樹，當地居民稱之「昭

和太子樹」，幾顆老樹中以本樹最雄偉，樹

徑逾一公尺、胸圍約四公尺，樹齡應在百年

左右，目前已列為新北市受列管保護的歷史

老樹。

烏塗溪屬上游地形，溪中多巨石林立，沿

著河道步行以這兩顆最大，形狀酷似大小山

豬依偎在一起，頗富趣味。

●【昭和太子樹】

●【大小山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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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宜高速公路工程，穿越雪山山脈，一根根

的如石中劍的巨大橋墩，矗立於烏塗溪畔，橋

墩高達 65公尺，曾是臺灣最高的橋墩，在臺

灣高架橋高度中，目前排第三名，沿著步道

前行，抬頭仰望，直上雲霄的高度令人嘆為

觀止。 

橋墩旁的水泥牆上，有石碇藝術家楊敏

郎的作品「龍蟠巨石護河川」，題有「石碇山

城聞蛟聲」、「烏塗溪畔指鯉影」等詩句，除

了美化地景，也增添人文與自然結合的氣息。

過了北宜高橋墩，有 3間古樸的石頭屋隱

約顯現，這是石碇國小的教職員工宿舍，原

有宿舍建於日治昭和時代，約西元 1925年

間，從校史舊照片中可見當時校舍及烏塗溪

畔的原貌。目前的宿舍是光復後經修建，保

留石頭外牆，以記錄歷史的時光。

●【烏塗溪高速國道5號橋墩】

●【石碇國小石頭屋老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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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烏塗溪步道途中的一棵大板根，板

根相當發達，是步道著名的地標，此大板根

屬幹花榕板根，是熱帶雨林地區常見的板根

樹，它的氣生根，可以吸收空氣中的水分幫

助呼吸；支柱根則能支撐植物體，並可助枝

葉向四周擴展，這是熱帶植物擴張地盤的武器，

植物特殊生長的方式，正是大自然的活教材。

石碇北 47鄉道尚未打通以前，烏塗溪附

近緊鄰山壁，其中有一小段的山路非常狹窄，

經過時不小心就會跌落溪裡，而剛好山壁有

兩顆突出的石塊，宛如一對石乳，農夫挑運

農產品經過時，一隻手必須挑著扁擔，另一隻

手則會抓著石乳保持平衡以免失足跌落溪谷，這

狹窄的山壁小徑，當時就被戲稱為「摸乳巷」，後來才

將「摸乳巷」當成這裡的地名。

●【大板根】

●【摸乳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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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麵線的產品特色主打傳統手工製作，

不添加色料香料及防腐劑，傳統手工麵線自

然 Q彈的口感是來自於它的每一個製作流

程，由大麵團慢慢的搓成粗麵條，再經過一

道道手續一次次醒麵，才能漸漸變細一些。

再經由拉麵與甩麵的過程，將麵用的很長後才

成為麵線。又因石碇產茶，所以將地方特色融入

手工麵線中，改良作法，突破技術上的限制，讓茶香

與麵香結為連理，在保持傳統風味中，添新風貌。

●【許家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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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架 連 峰 步 道

筆架連峰位於深坑與石碇之間，由綿延的山峰組

成，西帽子岩、炙子頭山、筆架山是三座主要山

峰，山徑陡峭起伏，全長約 6公里，與皇帝殿、

五寮尖並稱為北部三大岩場，走完筆架連峰

至少需 4至 5個小時。筆架山，海拔 585公

尺，此山稜線上，十數如鋸齒狀的岩峰並

列，有如筆筒插著鉛筆一般，由此得名筆架

連峰。

尖峭的山峰，頂處狹窄，僅容兩、三人立

足而已。但見兩塊巨岩凌空對嘴，宛如深情

擁吻。

●【筆架連峰步道】西帽子岩∼炙子頭山∼筆架山

●【西帽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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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架連峰沿線多為狹窄稜岩，炙子頭山

卻有寬敞的腹地，幾張長條木椅，木椅旁有

一塊日據時代土地調查圖根點基石。

筆架山有雙峰，第一峰山頂的岩石上有標

示牌，第二峰為岩壁峰，造型頗佳，視野極

佳，雙峰隔著鞍部攜手並坐，沿途須拉繩攀

樹上上下下岩壁，途中有多處陡山徑可下烏

塗窟或深坑，此條稜線的路況與二格山相似，

但比二格山難度較高。

●【炙子頭山】

●【筆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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