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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據時代以遍植楓槭等紅葉植物

為主，入秋後可見滿目的紅葉，因此

稱「紅葉公園」。175號市道上有步道
可抵達紅葉公園，內有觀景平臺和木

棧步道，並種植緬梔、楓香、紅芽石

楠、變葉木、紅花九重葛等植栽，是

紫斑蝶生態最豐富的地區。

　　關子嶺的「火王爺」是來自日本九州的

「中央不動明王」，1902年日本人開發關子
嶺溫泉，在火頭上方立上不動明王以祈求平

安，最初為一個烙刻不動明王的石碑，臺灣

光復後，由靜樂旅社的周洪妹帶頭發起，集

資蓋廟，並仿日本不動明王像，重塑火王爺

像，由溫泉業者每年卜選爐主，年年祭祀（農

曆 6月 1 4日是其誕辰）。

　　位於嶺頂公園東側，由嶺頂直通「 王

爺廟」，原有百多階，原係日軍官兵療養及

體能訓練之地，後因興築環山道路而稍有縮

減，如今只剩 234階，但仍是考驗遊客體力
和耐力的絕佳景點。民國 92年在寶泉橋溫
泉口上方沿舊步道一路攀升而上銜接 175道
路，完成一條新的好漢波，計有 456階。

　　資訊站是嶺頂公園內的唯一建

築，有提供旅遊諮詢、資訊、多媒體

閱覽及免費浴衣借用等服務，建築物

前有管理處 LOGO的大型裝置藝術，
提供遊客拍照。

　　寶泉橋溫泉公園位於關子嶺溫泉

區入口處，為關子嶺溫泉露頭之一，

公園內設置有關子嶺泥漿溫泉的解說

牌面、木棧道及廣場，廣場可舉辦活

動。新好漢坡入口即位於公園內。

　　嶺頂公園昔日為日人闢建之迷你

高爾夫球練習場，種植楓香。現在公

園內栽種數棵高大的百年龍眼樹與各

種花卉，還有二條桂花巷，秋冬時節

桂花盛開時，微風中彌漫著濃濃的桂

花香氣。現今晚上 7:00~9:00還有許多
造型藝術燈點亮裝飾著嶺頂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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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子嶺旅遊地圖

嶺頂春風吹微微 滿山花開正當時

蝴蝶多情飛相隨 阿娘呀對阮有情意

啊 正好春遊碧雲寺

嶺頂風光滿人意 清風吹來笑微微

百花齊開真正美 阿娘呀對阮有情意

啊 遊山玩水爬山嶺

嶺頂無雲天清清 山間花開樹葉青

可愛小鳥吟歌詩 阿娘呀對阮有情意

啊 雙人相隨永不離

一首吳晉淮先生的「關子嶺之戀」

充滿情意以及關子嶺的風光

　關子嶺溫泉為鹼性碳酸泉，含

有豐富礦物質和硫磺成分，屬黑色泥漿泉，

浸泡後有滑膩感，泉溫約 76度左右，氫離子濃度
為 8，又稱「泥漿溫泉」。
　　冬季是泡溫泉的旺季，但夏日泡溫泉對身體的保健也

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夏日泡溫泉可以有效的呵護肌膚、排

除毒素、瘦身美容、放鬆心情、消除疲勞、幫助睡眠等

多種好處，夏日做好保健，冬日就不怕寒冷。來關

子嶺除了泡溫泉，當地還有著名的桶仔雞、

甕缸雞以及山產野菜可以品嘗哦。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關子嶺警光山莊 06-6822626
湯泉美地溫泉會館 (長紅山莊 ) 06-6822831
靜樂旅社 06-6822678
青雅溫泉旅館 06-6822550
熱琍溫泉館 06-6822888
洗心館大旅社 06-6822302
仁惠皇家溫泉山莊 06-6822313
關子嶺大旅社 06-6822321
芳谷溫泉小棧 06-6822222
清秀旅社 06-6822322
紅葉山莊 06-6822822
儷景溫泉會館 06-6822588
麗湯渡假山莊 06-6822322
嶺一旅社 06-6822325
林桂園石泉會館 06-6823202
景大山莊 06-6822500
明園溫泉別莊 06-6822586
溪畔老樹山莊 06-6822093
關仔嶺統茂溫泉會館 06-6823456
關山嶺泥礦溫泉會館 06-6823099
鴻都溫泉山莊 06-6822347　
沐春民宿 06-6823232
清爽民宿 06-6822532
楓鈴山莊 06-6822040
木成菇之鄉溫泉民宿 06-6823003
尚達礦泥溫泉山莊 06-6822780
菇嚕菇嚕溫泉山莊 06-6823336
儷泉特色民宿 06-6822582
阿梅溫泉 06-6822804
閒雲觀景湯屋 06-6822818

長紅餐廳 06-6822831
山霸王山海產餐廳 06-6822350
碧翠山產店 06-6822377
老街山產美食 06-6823369
龍泉食堂 06-6822337
木成香菇場 06-6822086
5021山野美食餐廳 06-6822833
五福園溫泉美食館 06-6822199
崁頂土雞城 06-6822988
珍珍食堂 06-6822339
山頂居山產美食 06-6822825
關子嶺香菇蛋 0933-669759
月圓土雞城 06-6822920
吉生活館 06-6823118
萊爾富便利商店 06-3000533
舞茶飲料店 06-6822991
原味山產美食 06-6822205
嶺景土雞城 06-6822202
古早厝美味山產 06-6822210
竹香園 06-6823100
懷香食堂 06-6822591
岩頂自然休閒坊 06-6823339

泡湯或住宿資訊 餐飲資訊

旅遊諮詢

交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仙草里仙草１之１號
電話：06-6840337    網址：www.siraya-nsa.gov.tw

嶺頂旅遊資訊站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 28之 3號
電話：06-6823481
服務時間：週一∼週日 9:00~17:00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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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頂公園

（嶺頂資訊站）　　南臺灣第一古剎。傳說此地為

「先人拋網」的靈地，主祀釋迦牟尼，

大雄寶殿彷日本奈良佛寺建築，建於

清康熙 40年（1701年），占地 3甲，
殿後山林古木參天，設置許多石桌石

椅供遊人小憩使用，列為市定古蹟。

不同於一般寺廟，是承襲中國佛寺建

築的傳統配置。

　　原名「火山廟」，

俗稱新巖，與水火同源

承屬一脈，位於枕頭山

南腰相傳為「半壁弔燈 」

的麒麟穴，自大仙寺迎

觀音聖像坐鎮，建築構

造大部分以閩南及日式

混合為風格，蔣介石先

生曾親臨賜匾額「凌霄

寶殿」，為市定古蹟。

　　又稱「水火洞」，名列臺灣七

景和臺南八景，幾乎是前往關子嶺

遊玩必遊的景點，位於臺南市枕頭

山西南方，地質構造的關係，崖壁

隙縫常年冒出天然氣，由於天然氣

及泉水從隙縫中同時流出，經點燃

就形成水中火的特殊景觀。

枕頭山步道
枕頭山海拔高度約 650公尺，枕頭山登山步道大致可從碧雲寺後方的登山
口，沿著舊時採礦區步行，也可步行至水火同源。枕頭山山頂附近有許多

電臺與軍方基地，視野佳。

檳榔山步道
較少人知道的路線，登山口位於土地公廟，路標並不清楚。沿途都是檳榔

樹。

鏡壁山步道

鏡壁山位於枕頭山東北側，海拔高約 495公尺，因往年經常山崩，山頂平
面如鏡因而稱之。路線係由「溫泉休閒會館」旁的岔路下行到粗坑路上，

過火龍果觀光農園的路口便是鏡壁山登山口。

鏡壁山山頂視野極佳，山頂有石灰岩巨石特殊景觀。

雞籠山步道

雞龍山位於大凍山主峰西北側，為一圓錐狀孤峰挺立，狀似雞籠因而得名，

海拔高度約 889公尺，臺南百岳 38號，此登山步道屬於大眾化路線，沿途
標示清楚且海拔落差不大，山頂上佈滿許多巨石，並蓋有一座涼亭，視野

極佳。從仙祖廟登山口至雞籠山約 4公里路程。

碧雲寺步道
碧雲寺海拔高度約 270公尺，下方的碧雲公園有許多奇特巨石景觀。從碧
雲寺可步行至水火同源。

福龍山步道
福龍山步道路線山頭包括有大白鷺山、雞胸山及福龍山，福龍山海拔高度

670公尺，福龍山上有天然瓦斯，可以泡茶。

大凍山步道

大凍山為臺南第一高峰，保存許多原生林，又因山頭狀似獅頭，故又稱為

獅頭山。登山口位於仙祖廟，有指示牌。另一個登山口位於下崁仔的土地

公廟。大凍山登山步道是一條非常熱門的步道，沿途設有涼亭，步道可通

往水底寮及曾文水庫大壩。

九龍路步道
九龍山縱走大凍山，屬高難度的登山步道，九龍山登山口至九龍山鞍部有

數段近 90度的陡坡，須拉鐵鍊攀爬，在九龍山至大凍山稜線縱走宛如悠
遊在雲端的森林，屬於挑戰級的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