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訊第 280 期 

 

談 2009 年莫拉克颱風荖濃溪六龜—寶來段地貌變遷 

文․圖／莊文星 

摘要 

荖濃溪源流區位於南投縣信義鄉南端，源頭位於玉山主峰東北坡，先向東北

流，至八通關轉東南，匯集分別源自秀姑巒山西南坡及大水窟山西坡的支流後，

轉向南南西進入高雄市區，流經梅山、桃源、寶來、六龜，轉向南流至大津，納

東側流入之濁口溪後，轉向西南流至里港，納東南方流入之隘寮溪，續流至嶺口

與來自北方之旗山溪（楠梓仙溪）合流後，改稱為高屏溪。 

2009 年 8 月 8 日莫拉克颱風在南臺灣肆虐，當日雖未見發威，但於翌日清

晨，莫拉克颱風剛離開臺灣，強烈的西南氣流所帶來的豪大雨，災難才正要開始。

那個時候，高屏溪攔河堰管理中心測量到高屏溪水位已竄升到 24.4 公尺，創下

有史以來的最高紀錄。高屏溪上游的集水區，3天之內下了超過 2,000毫米的雨

量，使得這條全臺灣第一大河的沿岸災情嚴重，山河變色。高屏溪沿岸鄉鎮的淹

水情況非常嚴重，尤其是上游地區，沒有一個山區聚落倖免於難。大水所及的荖

濃溪流域六龜—寶來河段，對外聯絡之主要橋樑大津大橋、六龜大橋、新發大橋

與新寶橋慘遭洪水沖毀，災情慘重。荖濃溪左岸六龜區清涼山護國妙崇寺、新開

大佛、下新開下崁、不老溫泉、新寶來溫泉遊樂區以及寶來是一處接一處的崩塌

山坡地土石流侵襲掩埋下的悲慘世界。推測除 2007 年聖帕颱風所帶來的傷痛未

癒，加上連續性的豪大雨、新造山帶與亞變質岩區多斷層、節理與劈理發達、岩

石破碎、岩性鬆軟等惡劣地質條件是造成山崩、地滑與土石流等天然災害的主要

元兇之外，砂石開採不當和高灘地農業過度開墾與河川爭地，亦難辭其咎。 

 

關鍵詞：荖濃溪、莫拉克、土石流、六龜、新開、寶來、高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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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屏溪   

高屏溪又稱下淡水溪，於旗山到林園工業區出海，正好是高雄市與屏東縣分

隔，因此得名。高屏溪全長 171公里，流域面積廣達 3,625平方公里，流經高雄

市及屏東縣共 24鄉鎮，上游有(1)楠梓仙溪（旗山溪）流經高雄市三民區、甲仙

區、杉林區、旗山區；(2)荖濃溪經過高雄市桃源區、六龜區、美濃區；(3)濁口

溪流經高雄市茂林區；以及(4)屏東縣霧臺鄉的隘寮溪，流至嶺口匯集後統稱為

高屏溪，是臺灣流域面積最大的河川。溪水滋潤沿岸的大地，帶來無限的希望與

願景。 

荖濃溪   

荖濃溪為高屏溪的主流上游，河長 133公里，流域面積 2,038平方公里，是

全臺第一大河川。分布範圍包括高雄市東部、屏東縣北部、臺東縣西端一小部分

及南投縣南端一小部分。 

荖濃溪源流區位於南投縣信義鄉南端，源頭位於玉山主峰東北坡，先向東北

流，至八通關轉東南，匯集分別源自秀姑巒山西南坡及大水窟山西坡的支流後，

轉向南南西進入高雄市境，流經梅山、桃源、寶來、六龜，轉向南流至大津，納

東側流入之濁口溪後，轉向西南流至里港，納東南方流入之隘寮溪，續流至嶺口

與來自北方之旗山溪（楠梓仙溪）合流後，改稱為高屏溪。 

荖濃溪屬縱谷地形，沿途有七大支流及多條小支流，故水流湍急，是推廣泛

舟活動的好地方。荖濃溪與旗山溪是高屏溪上游兩條主要支流，溪水終年不斷。

春末到初秋之間，水量充沛，由於目前尚沒有高污染工業與大量家庭和養豬畜牧

等廢水排入，所以荖濃溪的溪水清澈，水量充沛，怪石嶙峋，每年 4至 11月都

可泛舟，開發為泛舟場地，極具挑戰性，曾舉辦過多次國際大賽，掀起泛舟高潮。 

荖濃溪上游至中游一帶，為典型的河谷地形，計有蝕谷、崩塌地、肩狀稜（山

的稜線如肩膀般隆起，但非最高點）、縱谷（河川與山脈走向平行）及橫谷（河

川與山脈走向相交，河川橫切過山脈）等地形。 

南橫公路沿谷而行，在桃源區的高中入山檢查哨前，矗立有形狀殊異的枕狀

岩。枕狀岩是古代海底火山爆發時，湧出的熔岩流經深海冰冷的海水急速冷卻

後，凝結成枕狀玄武岩質橢圓球體的細碧岩，特稱為寶來枕狀熔岩。主要分布在

荖濃溪谷和寶來溪谷，其中以檢查哨前者最為壯觀與最容易到達。 

荖濃溪是條多用途的河川，除了灌溉、供水與遊憩等用途之外，充沛的水量

尚能提供六龜電廠及竹門電廠合稱之高屏發電廠發電使用。 

綜合前述，荖濃溪無論就地質、地形、科學教育、生態環境、觀光旅遊與經

濟發展都具有獨特之處。莫拉克颱風之前可說是世外桃源，可惜災後滿目瘡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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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綠水不再，有待眾人同心協力進行災後重建。 

2009 年 8 月 8 日莫拉克颱風在南臺灣肆虐，當日雖未見發威，但於翌日清

晨，莫拉克颱風剛離開臺灣，強烈的西南氣流所帶來的豪大雨，災難才正要開始。

那個時候，高屏溪攔河堰管理中心測量到高屏溪水位已竄升到 24.4 公尺，創下

有史以來的最高紀錄。高屏溪上游的集水區，3天之內下了超過 2,000毫米的雨

量，使得這條全臺灣第一大河的沿岸災情嚴重。高屏溪沿岸鄉鎮的淹水情況非常

嚴重，尤其是上游地區，沒有一個山區聚落倖免於難。推測除連續性的豪大雨，

新造山帶與地質條件的惡劣為主要元兇之外，砂石開採不當和高灘地農業過度開

墾，亦難辭其咎。荖濃溪左岸，六龜區的災情也是慘不忍睹。層層疊疊的綠色山

巒，在雲霧飄渺間，並非秀麗如詩畫，反而是一處接著一處的崩塌山坡地，還有

無法得知是否有人傷亡的土石流掩埋區，可說是土石流侵襲下的悲慘世界。 

河川上游的水土保持和山林保育狀況，決定了河流的先天體質優劣與否。以

高屏溪上游（荖濃溪）為例，這些鄉鎮過去以泛舟、溫泉、螢火蟲、紫斑蝶、高

經濟作物、有機蔬果、原住民文化等為號召，大力推動觀光事業，但並未站在山

林保育的角度去思考適度且合理的開發，反而逐漸步入破壞生態環境，造成難以

脫離大自然反撲的窘境。森林大量的砍伐，檳榔、高山蔬果、茶葉等農作物的過

度墾殖，使得上游集水區涵養水源與蓄水功能降低，易引發土石流淹沒山區聚

落。同時，由各個大小溪流匯入主河道，且毫無緩衝餘地與應變時間，促使原先

幾公尺的水道，在瞬間暴漲成數十公尺寬的河面，於電光火石之間就全部匯聚且

達極驚人的超高流量。這時主要河道的河水就以排山倒海的態勢順勢流向中下

游，繼續在中下游狂撲肆虐，造成洪水氾濫，這就是八八水災過後荖濃溪流域的

寫照。「十年河東、十年河西」，隱喻世事變遷的無常，深入推究，這也是一種自

然現象。看看這次荖濃溪的水患與山崩、土石流，正驗證了人與自然河川爭地，

最終勢必得之東隅而失之西隅的慘痛教訓。 

高屏溪豐水與枯水的逕流量比例是九比一，平常水量小的時候，平靜的河

水，和高灘地上的農作或魚塭，都可以相安無事。但人為築堤或開墾所勉強畫出

的邊界，就難以順應自然平衡的規律，塑造出符合河道的寬窄彎曲型態和坡降比

等。這次莫拉克颱風的災害，讓人類見識到，高屏溪要討回山川土石自然生態環

境的公道。大自然反撲的兇惡模樣，絕非人定勝天所能逃避或克服的天然災害。 

278 期館訊由十八羅漢山礫岩惡地談 2009 年莫拉克颱風荖濃溪六龜段地貌

變遷。本期主要重點：由六龜延續至寶來段荖濃溪河川流域。 

荖濃溪六龜—寶來段地貌變遷 

六龜地質   

根據徐慶雲、邱紹康（1980）六龜地區出露之地層，由老至新計有樟山層、

長枝坑層、糖恩山砂岩、鹽水坑頁岩（甲仙頁岩）、隘寮腳層（十張犁層）、六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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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及臺地堆積層。荖濃溪為斷層線谷，東側左岸岩盤屬變質岩區之樟山層硬頁

岩；西側主要為沉積岩區長枝坑層、糖恩山砂岩、六龜礫岩及臺地堆積層。其中

主要斷層有六龜斷層、新發斷層與土壟斷層等。由於多斷層與基盤的岩石為低變

質度的硬頁岩，多不連續面的劈理、節理，泡水過後岩質鬆軟不牢固，常導致橋

樑基礎不穩固，並且橋面與兩岸銜接處河岸堤防易為大水沖毀。六龜大橋即為一

個明顯的例子（圖 1、2）。 

圖 2. 八八水災荖濃溪氾濫成災，六龜

橋斷路毀，此為災後地貌空拍

圖。 

圖 1. 莫拉克颱風八八水災前六龜

原貌，遠處為諦願寺。 

 

六龜大橋至東溪橋水利措施   

荖濃溪大津至東溪大橋上游段屬山地河川，流路不穩且流速湍急，如規劃採

超高標準之堤岸安全規範與過度保護工程措施，將致使工程費用超級龐大，政府

財政上難以支付，且工程效益偏低。考量在生態與自然環境上維持自然水流，僅

於必要之河段布設防災水利、堤防等束洪工程，以免河水溢出漫流，氾濫成災，

為當前必然之趨勢。 

荖濃溪自東溪大橋出山谷後，河

幅變大，六龜大橋上游段為沖積扇，

左岸可依現況布置中庄護岸，以免位

於彎道河段攻擊坡的沿岸土地被沖

刷。由於右岸為洪水衝擊處，每遇洪

流，土地嚴重流失，可自紅水坑溪口

至六龜一號護岸堤頭段布置紅水坑

護岸及丁埧群（圖 3）引導流路，避

免正衝村莊聚落，趨向回歸主河道中

間，並延伸六龜一號護岸得以互為銜

接，以保護六龜居民安全。 

圖 3. 荖濃溪六龜諦願寺一帶大興河川

水利堤岸工程。 

荖濃溪河川大量土石淤積，河床日益快速增高，豪大雨時宣洩不易，河川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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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挾帶大量漂流木與土石流，不斷衝擊之下，凡有橋墩橋柱者，大都應聲而斷。

建議橋樑應使用懸吊系統，將跨距拉長，儘量避免使用橋柱，以免佔據行水通道

阻礙水流。雖然興建時，一次耗費成本較高，但以長期來看，比較符合經濟效益。

中國鋼鐵公司捐助六龜育幼院前的鋼骨懸吊系統的紅色鋼骨拱形之東溪大橋（圖

4），此次成為六龜區中興村與興龍村唯一的維生管道與通報道路，就是一個很好

的例證。東溪大橋位於臺 27 線南橫主要道路旁邊，於 2005 年通車，橋全長有

131公尺，橋寬 7公尺，雙向道（圖 4）。早年，先總統蔣經國先生因眺望邦腹溪，

覺得它很像溪口家鄉的東溪，因而賜名東溪大橋。 

圖 4. 荖濃溪流經東溪大橋與六龜東溪山莊育

幼院之河段空照圖。 

 

六龜育幼院建築於六龜礫岩層及其上腹近代的礫石臺地堆積層上，而所流經

的荖濃溪正為新發斷層、土壠斷層及六龜斷層交會處，先天上地質條件差，河岸

堤防邊坡不穩定，在急流沖刷下路基容易淘空，導致道路毀壞、房舍傾頹（圖 5、

6）。 

圖 5. 荖濃溪畔臺 27 線公路旁六龜

吊橋至育幼院空照圖，圖右 A

為傾倒之屋舍，地面實景詳

見圖 6。 

圖 6. 荖濃溪畔臺 27 線公路，八八水災

後屋毀堤斷之殘破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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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災後經由六龜前往寶來之路，橋斷路阻達月餘之久，只得由南化沿 179

道路接臺 20 線公路挺進寶來。沿途多起山崩土石流，其中以甲仙附近之龍鳳寺

災情甚為嚴重（圖 7）。 

圖 7. 南橫公路高雄市甲仙區龍鳳寺（濟公

廟）災後之慘狀。 

 

妙崇寺    

諦願寺、妙崇寺、妙通寺是六龜區境內的 3大著名靈山寶剎，外觀巍峨，殿

宇莊嚴有致，四面群山環繞，荖濃溪蜿蜒於縱谷間，遠離萬丈紅塵，宛如人間淨

土，上山朝拜者不計其數，香火鼎盛。諦願寺是極佳的賞蝶漫步區。妙崇寺坐東

朝西，正殿背後東側為藤枝林道或稱荖濃溪林道蜿蜒而上的山坡地（圖 8），莫

拉克颱風時妙崇寺背後的大山崩，造成大量土石流衝擊，將開山文殊殿沖毀，而

北側偏殿和迴廊均嚴重受損（圖 9）。 

圖 9. 清涼山妙崇寺側面及土石流

災害圖。

圖 8. 妙崇寺及其寺院後方的大山崩正

面空照圖，目前山崩採階梯平台

分段式整治工程處理。 

 6



莫拉克颱風過後，由六龜沿高 131公路（寶來公路）經靜閒山莊過獅額頭大

橋接臺 27線公路。高 131公路沿線屬沉積岩山坡地，獅頭山為一重要的地標（圖

10），區域內屬沉積岩地層，無重大災情發生。過獅額頭大橋，大橋旁有早先廢

棄之獅額頭吊橋，已荒廢多年，十分可惜，如善加修葺與維護，可發展為地方之

觀光景點與地標（圖 11）。 

圖 10. 荖濃溪流域地標之一的獅頭山，矗

立於荖濃溪西側，圖右邊為臺 27

線公路。 

 

由獅額頭大橋往北方寶來方向眺望可見新發水力發電站（圖 11之 A處）。於

八八水災河水暴漲，沖毀新發水力發電站（圖 12），帶來大量的土石淤塞及廢棄

物與漂流木，短時間內可能無法完全修復電力正常供應。 

圖 11. 由獅額頭大橋東端出口，沿

著臺 27 線公路前進，可挺進

新發大橋。A處為新發水力

發電站，詳見圖 12。 

圖12. 八八水災嚴重受創可能無法復

原的新發水力發電站。 

過獅額頭吊橋東端出口，接臺 27 線公路為近乎南北向的山坡地公路，所經

道路為建構於荖濃溪斷層線谷東側屬亞變質岩區的硬頁岩地層，岩性軟弱破碎易

造成邊坡滑動與土石流（圖 10、11）。臺 27 線多處地點緊貼山麓通行，若再不

興建堤防，不僅將無路可走，甚至於一旦河水侵蝕左岸山麓，整座山都有逐漸崩

塌的危險，興建河堤可以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護臺 27 線道路，甚至保護

山體，以免釀成更大的災害。 

過頂新發聚落，由於荖濃溪東側與西側的硬頁岩區，其強硬抗風化侵蝕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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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形成大激流處的曲流河道（圖 13）。穿越荖濃溪的新發大橋在洪水肆虐摧殘

下橋斷路毀，不復先前模樣，於災後搭建臨時便道，以利連接災後新開的搶救工

作。當新開 8月 8日傍晚 6時許發生嚴重土石流災害時，新發大橋也瞬間路毀橋

斷（圖 14），救災隊伍抵達新發大橋，看到對岸災民以厚紙板寫著「死亡三十二

人」，災民痛苦心情令人不勝欷歔。 

圖 14. 八八水災遭受毀壞的新發大橋。圖 13. 頂新發曲流河道空照圖，其中

A處為災後之便道與重建之新

發大橋預定地，詳見圖 14。 

 

河川支流級數是以雛型的固定溝谷河道為一級支流；當兩道一級支流相匯，

即合流為二級支流；二級支流相匯，則形成三級支流；同級支流相匯，支流級才

升高一級，直至注入湖海的一段幹流為最高河級。不同河流級數之河川交接處，

如巴斯蘭溪匯入荖濃溪的地方，常為崩塌與土石流極為嚴重的硬頁岩區域（圖

15）。同時在荖濃溪蜿蜒流淌而成曲流處，由於瞬間超大量水流沖擊下，邊坡可

說不堪一擊，十分悽慘（圖 16）。 

圖 16. 上新開至頂新發之荖濃溪 S型

曲流河段大激流處空照圖，其

右邊遠處釋迦牟尼佛建築物為

彩虹山宗教基金會會址。 

圖 15. 新寶橋及巴斯蘭溪鳥瞰圖，其

中 A1—A2 為毀壞之新寶橋；

B，巴斯蘭溪；C，荖濃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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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大佛   

新開部落的彩虹山宗教園區在這次風災中也因為有建築牢固的大佛像坐

鎮，擋住了滾滾而下的土石流，讓基金會辦公室 7名工作人員死裡逃生，大家談

起當時遭遇，都心有餘悸（圖 17、18）。颱風後，連續多日的豪大雨，造成釋迦

牟尼佛背後硬頁岩的山崩，就是這處土石流的源頭，也逐漸發育為新支流的雛型。 

圖 18. 新開大佛 
圖 17. 上新開釋迦牟尼佛端坐，正

好抵擋住其後方山崩土石流

之災難，拯救了其下方之村

落。 

 

新開部落土石流   

8月 8日傍晚 6時許，新開部落下崁地方土石流情形嚴重，一陣天搖地動，

聽聞居民大叫：「土石流來了！」只見眼前房屋宛如骨牌般倒塌，遭土石流掩埋，

荖濃會館二樓變成一樓。新寶橋斷裂墜落溪中，新開部落居民撤離受阻。災後救

災團隊一行人前進到下崁，就聞到土石流底下飄出來的臭味，才踏上去，土石即

深達胸口。看著約 300公尺寬的大片土石流，32人顯然無生存機會了（圖 19）。 

圖 19. 下新開大山崩災區鳥瞰圖，土石

流活埋了 32 條人命的傷心地。

 

救援行動剛開始，因為災區泥流土石鬆軟，包括小山貓和挖土機根本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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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國軍官兵和韓國搜救隊加入，為了避免怪手破壞遺體，國軍弟兄用十字鎬和

圓鍬，一鏟一鏟小心翼翼的挖，但速度實在緩慢，水災發生半個月，只陸續找到

3名罹難者。總統馬英九於 8月 20號前往視察時，要求國軍務必在 27號之前把

整個遭到土石掩埋的新開部落挖掘完畢，不過，範圍實在太大，土石流也太厚，

要在 7天之內找到 20多位遭到活埋的罹難者，也實在有點困難。 

根據過去施工經驗，汛期若非緊急必要，水利署不會急於疏浚，因為河道水

流太急，施工有危險性，便道也容易沖毀。荖濃溪中上游的對外交通道路只有一

條，根本無法應付往來運送泥沙的砂石車，因此泥沙只好先堆置河邊，待 10月、

11月再修築便道運出，至於中下游部分由於交通比較便捷，疏浚工作先行展開。 

八八水災讓高屏溪一次沖刷近億噸土石，是去年一整年疏浚 400 萬噸的 25

倍，估計至少需疏浚費 30億元、築堤金 25億元。當前各地河川都已面臨迫切的

疏浚問題，否則將來洪汛時期，將引發新的土石流災害，必然引發更大民怨。莫

拉克帶來豪雨，可說完全瓦解了荖濃溪百年河川防洪計畫，土石流阻塞河道，甚

至掩蓋過橋樑，災民要求儘速疏浚，否則下次大雨，又得棄守家園逃命。 

921 地震嚴重破壞臺灣高山地層穩定性，中南部山區有很多土石崩落到河

道。八八水災在高屏溪集水區造成太大雨量，接近全世界單日降雨最大值紀錄，

由於溪水超過荖濃溪堤防高度，土石與巨大的漂流木撞擊橋面才導致斷橋與潰堤

的意外。 

通往寶來的道路、橋樑柔腸寸斷，災後也是救援人力、物資最慢抵達的災區。

六龜區的臺 27與臺 27甲線全部中斷，村內幾乎遇橋便斷，道路千瘡百孔，聯接

新發與老濃、寶來的新發大橋，長約 500 公尺，更被荖濃溪水整個截斷。臺 27

線緊鄰荖濃溪坡度大的斜坡，位處斷層破碎帶低變質度的硬頁岩，易風化而鬆散

不堅固，多日來的豪大雨，致使含水量過飽和，降低了碎屑物或岩石不連續面間

的摩擦，重力無法負載而產生山崩、地滑與土石流。 

不老溫泉   

不老溫泉位於高雄市六龜區荖濃溪畔支流溪谷中，舊稱新同溫泉，最早開發

於日治時代。溫泉水質屬弱鹼性碳酸氫鈉泉，沐浴後肌膚表層略顯光滑並有彈

性，據說經常洗滌還具有返老還童之功效，因而喚為「不老溫泉」。 

不老溫泉位處荖濃溪與不老溪之交匯口，這地區的地形於八八水災過後崩塌

得特別嚴重（圖 20），災後高 123道路損毀，邊坡與地基淘空，形成無路可走之

窘境，只得暫行開闢一條簡易上行便道，聯絡不老溫泉聚落及對外交通（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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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不老溪、新開橋及不老溫泉源

頭鳥瞰圖。 

圖 21. 不老溫泉聚落，其聯外的高 133

道路(A)因莫拉克颱風損毀，改

行上面之便道(B)。 

寶來土石流   

參考交通部觀光局茂林國家風景區管理處關於茂林國家風景區內潛在危險

區域調查暨應變報告（聯美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2），以及 2007 年聖帕颱

風寶來土石流的災害報導，八八水災，對寶來地區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2007

年聖帕颱風帶來的連日豪雨，造成六龜區寶來溫泉地區爆發嚴重土石流，大水將

荖濃溪畔的新寶來溫泉渡假村 12 間小木屋沖走，原本與溪畔河床落差高達 20

公尺的渡假村迎賓館地基也被大水淘空，旅館建築岌岌可危。而 2009 年莫拉克

颱風八八水災更是恐怖，寶來近乎全毀，山壁禿水道阻（圖 22）。下寶來荖濃溪

西側妙通寺一帶潰堤，災情亦十分慘重（圖 23）。新寶來渡假村在八八水災時亦

劫數難逃，整棟建築也因護堤潰決滑落溪流中，而步上拆除結束營業的厄運（圖

24、25）。   

圖 22. 荖濃溪彎道蘇羅埔段鳥瞰圖，

其中 A，半弧形建築為寶來王

門大酒店；B為寶來福臨宮至

下寶來間的沖積扇；C為保安

宮（玄天上帝）。 

圖 23. 桃源區下寶來荖濃溪西側妙

通寺一帶潰堤，災情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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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新寶來溫泉山莊劫後貌似完

整，但總體建築結構已毀損。
圖 24. 寶來溪畔新寶來溫泉山莊護

堤潰決，滑落溪流中而步上

拆除之厄運。 

災後，從空中鳥瞰荖濃溪寶來、下寶來彎道蘇羅埔段，原本綠色的山野已不

復存在（圖 22），山崩土石流的傷痕一處接著一處。其中以寶來一號橋至寶來二

號橋間河段的山坡地災情最為慘重，光禿一片（圖 26）。當思如何治理，讓此大

地能夠回復綠意與生氣盎然，而不要成為下次土石流的源頭。 

圖 26. 荖濃溪寶來二號橋及其鄰近區

域，多處崩塌地及土石流，河

川整治不易。 

寶來枕狀熔岩   

當玄武岩質的岩漿於海底噴發溢流，接觸到海水後急速冷卻而凝固成橢圓球

玻璃質的外殻，隨著熔岩流內部壓力增大，外殻破裂，擠出新的熔岩，又再形成

新的外殻，最後造成一堆堆圓球狀有玻質外殻的岩體，看似一個個的枕頭堆疊而

成的岩層，因此稱為枕狀熔岩。寶來—高中間，臺 20號南部橫貫公路 82公里處

的枕狀熔岩露頭，不但是南橫的地標，也是臺灣地質鄉土教學的重要據點，名聞

海內外（圖 27）。此次八八水災造成許多枕狀熔岩的露頭，因被河水沖刷有些已

經消逝，但有些新的露頭露出得更清楚（圖 28）。這些玄武岩質的枕狀熔岩，由

於曾受到過低變質度的熱水蝕變作用，呈灰綠色的外觀而稱為細碧岩。這些細碧

岩是由於熱水蝕變的細碧岩化作用，使得原來玄武岩中含鐵鎂較高的礦物，如輝

石類礦物大都已轉變成綠泥石、綠簾石、方解石等次生礦物而呈現灰綠色。有些

熱水蝕變所產生的礦物質流體並於岩石裂隙、孔洞中重新再組合、再結晶，而成

方解石之填充物（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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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寶來—高中重要的地標—寶來

枕狀熔岩。 

圖 28. 寶來細碧岩（熱水蝕變基性岩）

具枕狀熔岩構造。 
圖 29. 寶來細碧岩孔隙中多方解石填

充物。 

這些枕狀熔岩的新露頭，以及寶來溪河岸硬頁岩與火山碎屑岩中奇特的冷泉

碳酸鹽岩包裹物：龜甲石（圖 30）的出現是目前除努力於救災、防災、國土復

育等工作外，尚宜把握機會好好蒐集資料，進行研究的極佳素材。 

圖30. 寶來溪流域主要岩石為硬頁岩與火

山碎屑岩所組成，硬頁岩中多冷泉

碳酸鹽岩（俗稱龜甲石）之包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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