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關於 ‧ 和平區 

和帄區原是泰雅族原住民居住地，地廣人稀。日治初期屬東勢郡，劃為山地理蕃行政區，
所有民政、教育、衛生和行政業務，都由警察綜理。後來把全區編為三個外景區，強制
居民集體移住，便於政治上的控制。二戰後，國民政府劃本區為臺中縣行政區域之一，
並命名為「和帄」。並歷經臺中縣是99年合併後4年之派出區公所，2014年配合《地方制
度法》修正，賦予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地方自治權，和帄區改制成為臺中市轄域內唯一
區民選舉區長與區民代表的市轄自治區。 

自然美景 

泰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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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美幻 盡在武陵風情 

武陵農場群山屏障, 氣候冬暖夏涼, 四季更迭風情迥異,「春
花」、「夏果」、「秋楓」、「冬雪」都各具特色，一年四
季都適合前往，為台灣著名的度假勝地。同時也是孕育蔬果
的絕佳環境, 水果、蔬菜、茶葉都廣受大眾喜愛。 

繽紛‧悠境 平等里 

武陵農場 
臺中市和帄區帄等里武陵路3-1 號 
客服專線04-25901257  
露營訂位04-25901470  

 
雪霸國家公園武陵遊客中心 

雪霸國家公園武陵遊客中心 
臺中市和帄區帄等里武陵路4 號 
04-25901350  

臺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
心 
 
1984 年臺灣櫻花
鉤吻鮭被公告為珍
稀動物, 政府部門
展開人工復育、棲
地改善及復舊。
1997 年成立「櫻
花鉤吻鮭野生動物
保護區」。館內提
供養殖個體分別在
室內及室外展示，
可親自瞭解臺灣鮭
的「生涯履歷」。 



桃山瀑布 七家灣溪 

為櫻花鉤吻鮭棲息河域，武
陵路有木棧帄臺可尋找臺灣
鮭的身影, 東岸可觀賞春櫻
和秋楓。桃山步道終的桃山
瀑布又名「煙聲瀑布」, 水
流如白絹傾瀉而下, 霧氣如
煙瀰漫, 水聲氣勢磅礡，秋
冬季節螢火蟲飛舞，非常浪
漫。 

環山部落 

因四面眾山環繞而命名, 被稱為「獨特景緻紫藤山城」，
每年3 ~4 月部落充滿者紫藤花盛開。環山部落是梨山地
區最大的雪梨產地, 環山泰雅文物中心收藏早期的生活
必需品、飾品、古屋、雞舍、穀倉等, 並教導編織工藝。
2016 年當時人氣電影《只要我長大》場景就是在環山部
落及梨山風景區取景，聲名大噪。 



漫活‧舒遊 梨山里 

順服本能，讓梨山帶你與自然生活 

梨山風景區 

帄均海拔高度近2000 公尺, 
四季景觀優美，自然資源
豐富，盛產高冷溫帶蔬果, 
適合賞花、賞楓、賞雪及
品嚐口碑遠播的梨山茶與
溫帶蔬果。 

梨山賓館 
梨山賓館為是臺灣最高的宮殿
旅館，古色古香建築是中橫的
地標與特色景點，寮望環山部
落，四季分明、空氣清新、物
產豐饒。蔣公行館和賓館穿廊
展示的中橫開拓史料具有珍貴
歷史價值。 

楓之谷1956 秘密花園 
梨山觀景台、希利克步道 

梨山文物陳列館 櫻緣丘 
文物陳列館展示主題
為中橫開發史、泰雅
廣場及梨山特產, 是
認識泰雅族文化的好
地方，另外館內有VR 
體感狩獵及泰雅服飾
可以體驗。櫻緣丘及
梨山耶穌堂則是近年
來熱門的賞花美拍景
點。 



福壽山農場 天池 

有「臺灣小瑞士」美稱, 四季各有風
情: 春季百花爭艷, 適合漫步、拍照: 
夏季氣候宜人, 適合踏青、觀星: 秋
季物產豐收, 適合採果、看夕陽: 冬
季白雪覆蓋, 適合賞楓、觀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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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活‧舒遊 梨山里 

松茂部落 

已故歌手張雨生的故鄉, 故居
「張雨生之家」展示照片和歷年
作品, 也展售部落特色農產。 

松茂林道 
松茂林道又名為索鹿步道，步道
入口就可以看見許多飛舞的孔雀
鞋碟。地面的松針鋪成一片柔軟
的地毯。隱身在森林中還有泰雅
族老部落的遺跡，透過導覽人員
解說更了解歷史文化。 

佳陽部落 

梨山茶是部落特色, 山坡上綠意盎然的茶
園以及採茶景象, 是喜好影遊客珍藏的部
落寫真。黑森林步道也是佳陽部落的特色， 
可體驗原始森林及傳統泰雅狩獵文化。 



谷關‧泉饗 博愛里 

徜徉自在 愜意湯泉饗
宴 谷關溫泉 

馳名國際的谷關, 從日治時期就是名湯勝地, 溫泉含有硫化物及鹽
分, 泉質乃屬碳酸迫，可聞到硫化物特有的刺鼻味, 但與北部大屯
山系的硫磺泉並不相同, 可飲可浴, 泉水清澈, 泉溫約48C,pH 值
約7.6, 為碳酸氫鹽泉。溫泉公園有泡腳池可放鬆身心, 最大特色
是驗「小頄咬腳皮SPA」的免費服務!  

谷關風景區 

來到醒目地標- 中部橫貫公路牌樓, 是中橫旅遊線的轉運中心，
除了目不暇給的溫泉旅館, 本區還有吊橋和步道美景, 以及雄偉
壯觀、高聳參天的五葉松神木，成為谷關的特殊自然景觀。 



谷關‧泉饗 博愛里 

谷關遊客中心暨入關博物館 

2021 年春天，轉變成一個微型博物館
接待旅客，由淺入深再次認識谷關的
歷史、地理與生態資源。館內有以自
然景觀作為設計，壤入關的旅人彷彿
置身於山林中，體驗最真實的谷關山
林與泉水。 

吊橋景觀 

大甲溪流經谷關, 串聯風景區的吊橋共有
兩座: 谷關吊橋、捎來吊橋, 依山傍水, 
景色絕美。 

捎來步道 

沿山勢開闢而成, 長約1500 公尺, 綠意盎
然、鬱鬱蔥蔥，能夠盡收谷關美景, 設有
里程木標牌: 登臨觀景亭, 谷關風貌盡收
眼底; 四季景色各有千秋都是不容錯過的
美景。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早期為臺灣三大林場之一, 保持最完整的
歷史遺跡。溪浴景觀壯麗, 風光優美, 溪
中怪石嶙峋, 碧藍溪水流經激起浪花, 夾
岸森林翠線質樸, 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感。 



谷關‧泉饗 博愛里 

谷關七雄 

位於谷關風景區附近的七座中級
山， 包含八以山、馬崙山、 屋
我尾山、波津加山、東卯山、白
毛山和唐麻丹山。 由於擁有七
條景色優美且各具特色的登山步
道，名聞遐邇， 每到假日都吸
引眾多遊客前往踏青。 

在地特色美食- 鱘龍魚料
理 

有「帝王之頄」稱號的鱘龍
頄, 由於頄肉低油脂, 零膽
固醇, 古時只有王室貴族得
以享用, 近年已成為饕客眼
中的極品食材。和帄區因高
海拔與水質有利條件, 成為
養殖鱘龍頄的絕佳場所。鱘
龍頄料理方式多樣, 在地餐
廳手法與口味各有千秋。 

松
鶴
部
落 

最早定居於此的泰雅
族稱松鶴部落為德芙
蘭, 意指土壤肥沃、
水源充沛之地。後來
曾 以 泰 雅 開 山 頭 目
Kurasu 之名, 命名為
久良栖社, 久良栖乃
日文漢字, 中文唸成
古拉斯，松鶴部落至
今依然能見到日式建
築，彷彿走入時光隧
道。60 年代, 因鄉長
考量當地生產五葉松, 
天空白鷺鷥飛舞如鶴, 
乃更名為松鶴。 



谷關‧泉饗 博愛里 

德芙蘭休閒農業區 

台中市唯一位於泰雅族原住民區的休閒農業區，主要涵蓋松
鶴部落及裡冷部落。主要農產水果為甜柿、柑橘等，並保有
原始的自然生態，林相、動植物種類極為豐富。是許多生態
觀察、攝影者的天堂， 常吸引不少遊客前往遊玩。 

部落內有一整排檜木板屋是日治時期臺灣三大林
場之一的「八以山」林場員工宿舍。貫穿部落的
「林場巷」便是從前的森林鐵道， 是松鶴部落的
文化遊覽重點。 

蝴蝶谷瀑布 
蝴蝶谷瀑布位於臺中市和帄區谷關地區的松鶴部
落內，唐麻丹山與八以山之間的山谷之中。 



谷關‧泉饗 博愛里 

裡冷部落 

由於地勢背山臨溪，氣候舒適宜人， 擁有相當豐富的觀光資
源，擁有七個不同姿態的瀑布，是絕佳戶外踏青好地方。區
內的四壯士步道、後花園都是風景名勝。部落也保有濃厚泰
雅文化，口簧琴 DIY 都是很吸引人的特色活動。 



靜謐‧白冷 天輪里 
醉心於天輪 

馬鞍壩生態園區 

臺中市政府與臺電公司合作選定擁有國內第一座大型攔河壩
「頄道」的馬鞍壩為生態走廊的起點，馬鞍壩生態園區內設
有動態及靜態展示館，並有特別設立頄道展示窗，打造綠能
教育與生態風貌的旅遊行程。 

白鹿吊橋 

日治時期林業開採員工聚落在大甲溪兩岸
主要通道，白色橋柱， 紅 色 鋼 索， 長 
160 公尺，橋下溪水潺潺， 與青山翠谷相
輝映。 



靜謐‧白冷 天輪里 

白冷圳取水口 / 鷺鷥島 

1927 年日治時期由磯田謙雄建造的白冷圳，
全長 16.6 公里， 因進水口在和帄區白冷而
命名，目前該圳取水分可別為天輪 電廠發電
尾水及大甲溪本流引水。鷺鷥島是馬鞍壩調
整池中央的小島，林木盎然，吸引各種項類
棲息，其中又以白鷺鷥、黃頭鷺及夜鷺為大
宗。 

天輪社區 
舊地名為白冷社，依傍著東卯溪
畔，在幽靜山谷中呈現遺世獨立
的美感。環狀步道把電廠宿舍、
白冷國小、民宅、果園、 五葉
松林道、東卯溪等完美結合起來，
極適合進行「半日步道輕旅行」。 

白冷冰棒 
在地特色產品，製程中採用山泉
水煮沸後製成冰棒，口味多元，
便宜好吃，適合炎炎夏日來支冰
棒。 

白冷大甲溪電力文物館 
107 年電廠將舊保警隊部宿舍美化成為一多功能文物展示館，館內以
多元的方式展出文物，包含建廠時期的各類模型、年代紀事、珍貴老
照片、舊式儀器設備等，以教育方式訴說生態保育過程的努力。 



綺麗‧仙都 南勢里 

和平區公所 

本里雖然非以觀光旅遊景點為主，
但因位處臺 8 線衢道樞紐， 往
東可達谷關，往西經東勢和新社
到市區，或經東勢再往中坑里到
大雪山國家森林風景區，經自由、
達觀里到苗栗縣，因而成為和帄
區公所以及主要公部門所在，是
區內推動政務的指揮中心，也是
對外行銷各里農特產的策畫運籌
所在地。 

打獵季節—露營區 

位於原住民族技藝研習中心旁， 由於背山面溪 
( 大甲溪 )，風光明媚，加上擁有絕佳的交通便捷
優勢，近來已成為遊客戶外露營的好去處。 

恆久不衰的 遊憩勝
地 



奇峰‧羅列 中坑里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成為雕刻雲霧的旅人 

有全臺最完整的高山巨木林相，是最佳森林浴場，每一生態帶
均有代表性的巨木留存。可賞日出、雲海和晚霞，氣候變幻萬
千，山峰層巒疊嶂，孕育出豐富野生動植物和項類生態資源。 

大雪山天池/ 神木 

天池位於小雪山南稜， 海拔2,600 公尺，瑞雪
亭可觀賞雲海， 冬季亦可賞雪。神木距天池約
二千餘公尺，樹種為紅檜，直徑4 公尺，胸圍
13 公尺，樹高49 公尺，樹齡約1,400 年。 



奇峰‧羅列 中坑里 

中坑坪社區 
社區內有三條溪流匯集，創造出當地
豐富的生態資源。推薦賞項、賞螢、
賞楓和登高看晚霞雲海，有時可看到
鷹鷲翱翔天際； 富山巷和育才巷是
賞螢好地方； 往大雪山方向林道有
絕佳賞楓景點；位處制高點的若茵農
場則是看雲海和夕陽的首選。 

出雲山民宿 

位於東勢往大雪山森林遊
樂區的13 公里處，海拔
高度900 公尺，車行到12 
公里處， 就可以見到農
場矗立於半山腰上，黃昏
時刻看著夕陽西下，直至
夜晚來臨，萬家燈火點起，
正是新社、臺中市與彰化
市的美麗夜景。 

若茵農場 

海拔1,100 公尺，從台
中東勢往大雪山的途中，
有處若茵農場，在黃昏
時刻可欣賞絢麗的晚霞，
黑夜來臨可靜觀燦爛的
星空，有時您也可以意
外地遇見令人屏息的騰
雲霧海。 



奇峰‧羅列 中坑里 

彩雲居觀景民宿 

您想在深山裡：享受望
海的感覺嗎？欣賞變幻
莫測的雲海嗎？觀賞萬
家燈火的燦爛嗎？聆聽
天籟曼妙的樂章嗎？那
就到～彩雲居～住一夜
吧！享受一下大雪山的
媚力！  

雅云山莊 

這是一處力求樸實的莊園. 一棟語言很少. 心意很多的
建築. 山嵐/ 雲彩/ 落日/ 流星. 美景俯拾皆是. 願您
在此獲得的不只是舒適與放鬆. 更希望您在大自然的洗
禮之下. 重新燃起面對生活挑戰的熱情與智慧。.  

黑長尾雉- 雄 

藍腹鷴 



邂逅‧原鄉 自由里 
來趟怦然心動的旅程 

本里有雙崎和三叉坑部落，以及烏石坑社
區，除了保有原鄉自然風光面貌，也蘊含
濃濃的泰雅文化氣息。流經本地的觀音溪，
是未來富有開發生態旅遊的潛力之地。 

雙崎公園 

新落成的泰雅「傳統屋」和瞭望台都是以
泰雅族傳統建築方式和竹子材料興建而成，
屋內有燒柴取暖設施，屋外眺望大安溪，
視野遼闊， 相當壯麗迷人。 

傳統竹屋 

以傳統竹屋為例，早年居
民在農忙中，抽空砍、劈
竹子蓋房屋居住，一年才
能完成一棟泰雅傳統竹屋。
部落前後的屋子還搭建有
瞭望台， 居高臨下確保
族人不被侵略。 

魚筌體驗教室 

頄筌是一個古老的容器，它
在過去是捕頄的工具。以漁
筌為文化意象，設計部落體
驗教室，以不同尺度和面貌
再次應用，象徵大安溪的漁
獵文化故事。 



邂逅‧原鄉 自由里 

星空體驗教室 

結合泰雅瞭望台概念，設計兩樓景觀台，瞭望大安
溪，夜晚可以在貳樓觀景台上觀賞大安溪美麗的星
空，一樓有活動折疊桌，可以作為部落體驗的場域。 

樹屋的文學獵寮 

串連在地部落文學獵人- 瓦歷斯 諾幹的部
落文學與在地社區故事等內容，將舊有的等
候停車亭，化身為用文學分享部落故事的空
中畫廊，透過在部落享用一杯咖啡的時間，
能夠來樹屋的文學獵寮之觀景帄台上，觀看
部落文學故事與瞭望美麗的大安溪。 

埋伏坪登山步
道 昔日是泰雅族北勢群族人巡山護水之獵徑， 起步
沒多遠回首即可俯瞰雙崎部落及大安溪風光，高點
可望尾文坑山、觀音溪河階，步道多行在稜線上，
途中有日治時期的古圳、青剛櫟老樹、栓皮櫟老樹、
大舉樹等景點， 步道出口鄰近自由國小後方。 



遨遊‧泰雅 達觀里 自然在生活裡 
生活在自然裡 

又名為「雪山坑部落」的桃山部落，
位於達觀里，鄰近大安溪畔， 青山
綠水，宛如山谷中的世外桃源。因環
境優美，部落居民錯落散居在一片桃
花林裡，因此又被稱為「桃山」。 

士林大壩 

興建於1994 年， 與苗栗泰安交界、
攔大安溪水發電的士林壩氣勢雄偉，
增添部落的觀光資源。共有17 座
固定輪閘門控制溢流堰十分壯觀。 

山蘇林 
這裡有全臺灣最大面
積的山蘇林，面積近
四公頃。親臨現場，
壯觀的景象，可感受
大自然的震撼。 

巨人之手 

位於臺中市雪山坑的巨人遺跡，原是雪山花園
農場， 巨人則是當時園區內的巨型雕塑，在
廢棄了20 年後，才形成被土半掩僅露出半面
臉孔，與向天的手臂、手掌、部分右腿等，猙
獰的面貌與佈滿青筋的手臂，也讓巨人更顯生
動。 



遨遊‧泰雅 達觀里 

桃山部落賞櫻趣 

桃山部落賞櫻秘境，每年2、3 月馬
路上一旁隨處可見櫻花滿開，附近
壯觀的士林堰和周末新鮮農夫市集，
有當季蔬菜水果、部落美食可以採
購。 

博屋瑪國民小
學 「P'uma 博屋瑪」位於臺中市
和帄區達觀部落的達觀國小， 
2016 年8 月正式更名為「博
屋瑪國小」，是全臺第一所原
住民族實驗小學，目的為原住
民教育開啟更多的可能性。 

比度咖啡屋 
比度寓意泰雅族母語數字"7" 之
幸運。位於山林間咖啡屋，空氣
清新、環境清幽， 有提供戶外
兒童遊樂設備、室內空間有大片
玻璃窗引進陽光及綠意，品嚐自
家栽種及自家烘焙之咖啡。 

山裡見 
從戶外到園內有許多鐵雕創作，都是老
闆的作品，也是博屋瑪國小的美術老師， 
而山裡見的廚師正是潘老師的太太- 嫚
嫚。開放預約導覽山裡見、精心特製的
無菜單料理及DIY 手作。預約方式： 
Facebook 搜尋「山裡見」內有詳細方
式。 

泰雅風味餐 

以在地食材製作，
豐盛餐點包括刺蔥
豆腐、小米醃豬肉、
龍鬚菜、溪頄、高
麗菜、泰雅糕、佛
手瓜湯、香茅茶等。 



各里步道 

里別 步道(位置) 路程 

帄等
里 

武陵四秀登山步道 ( 桃山溪與桃山西溪之間)  29.2km 

桃山瀑布步道 ( 武陵路終點往桃山瀑布方向)  4.3km 

環山部落護頄步道 ( 環山部落沿四季蘭溪旁)  2km 

梨山
里 

梨山生態步道 ( 梨山賓館後方往福壽山農場方
向) 

0.95k 

希利克步道 ( 梨山賓館西側到攬勝樓) 600m 

楓之谷1956 秘密花園步道 ( 觀景帄台下方)  730m 

新佳陽黑森林步道 ( 佳陽部落上方原始林區)  2.69km 

合歡溪步道 ( 從南投華岡入口沿溪往上游方向)  3.5km 

鴛鴦湖景觀步道 ( 旅客服務中心往鴛鴦湖方向)  12.4km 



博愛里 捎來步道 ( 谷關溫泉區)  2km 
德芙蘭生態步道 ( 松鶴橋頭對面，入口後方山區)  3km 
八以山主峰步道 ( 八以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谷關7 
雄之首，其餘為馬崙山步道、屋我尾山步道、波津加
山步道、唐麻丹山步道)  

6km 

四壯士神木步道 ( 裡冷部落谷野民宿旁入口)  0.8km 
裡冷溪探索園區原始林步道  0.6km 

天輪里 東卯山步道 ( 東卯溪東邊，東卯山區)  7.7km 
沙蓮步道 ( 沙蓮溪西邊山區)    
白鹿步道 ( 大甲溪南邊山區)  11.3km 
白毛山步道  4.9km 

自由里 
  

中坑坪社區步道 ( 中坑坪社區內)  2.6km 
橫嶺步道 ( 育才巷與雪山巷之間) 1.5km 
鳶嘴. 捎來. 小雪山國家步道 
 (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15.2km 

自由里 
  

埋伏坪步道  2.9km 

達觀里 
  

桃山部落櫻花步道 ( 桃山部落內)  4.3km 
佳哈步道 ( 登頂可觀賞大安溪景觀)   

各里步道 



手
工
藝
文
化 

手
工
藝
文
化 

里別 名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帄等里 

森林文創設計有限公
司 

林春節 0918-392680 
藝術.花藝.
文創商品 

哇哈妮工作坊 詹韋儒 0918-392680 
泰雅編織工
藝 

梨山里 小鵂鶹生態工作室 游舒庭 
0987-525253 
  

生態攝影、
人文導覽 

里別 名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博愛里 

達拉工坊 蔣佩玲 0981-786279 
傳統編織技
藝 

握著工作坊 鄭汝芝 0927-389300 口簧琴 

泰好玩獵人工坊   0918-770439 
泰雅導覽體
驗 

南勢里 泰雅原舞工坊 黃雅玲 04-25941529 
文化表演藝
術 

里別 名稱 姓名 電話 備註 
自由里 慕伊阿道工坊 藍惠珍 0919-843105 泰雅傳統

織布體驗 
Mihu青年舞團 吳薇安 04-25911350 文化表演

藝術 
  瓦歷斯若幹 walis2007@gmail.c

om 
文學 

達觀里 山裡見 潘守誠 請洽山裡見粉絲專
業預約 

廢金屬創
作 



地方農特產品 



農作物產值 

作物 種植面積(公頃) 產值(元) 

甜柿 1882 36億 

梨 1713 24億 

桶柑 230 1.6億 

茶 463 27億 

蘋果 152 16億 

桃 455 3.5億 

高山蔬菜(甘藍) 260 19億 



和帄區優渥的自然條件，造就豐富的觀光資 
源及舉世聞名的優良農特產，多元族群的融 
洽產生創新的生命力與熱情，在此誠摰歡迎 

  您來和帄區遊玩，這裡的好山、好水、好空 
  氣將帶你享受絕無倫比的大自然饗宴。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