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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業中

美加西 國家公園縱橫行(上)
─錫安 布萊斯 佩奇市周邊 峽谷地 拱門 圓頂礁

緣  起
北美洲西部的幾個國家公園，是世界自然

景觀最密集處之一。特別是在美國猶他州無數紅

色砂岩構成的粗獷荒地，活生生是科羅拉多高原

（Colorado Plateau）的地質演變展示場。我在
2000年春假期間，曾首度開車探索猶他州的五個
國家公園，及亞利桑那州的鮑威爾湖、彩虹石拱

橋、羚羊谷、納瓦荷紀念碑谷地所構成的《大圓

環》（Grand Circle），後寫《猶他州觀石記》
於《台灣醫界》2001年8月號，收錄全聯會《醫
師旅行札記》單行本（2007/4出版）。

時隔十六年的2016年，我邀朋友們組成健行
團（6及9月各一梯次），除了去《大圓環》幾個
公園，又加上黃石、優勝美地、紅木公園。2017
年6月，再組健行團至蒙大拿冰河-瓦特頓公園及
加拿大洛磯山公園群。本文記錄這些著名美加西

部勝景，提供旅遊同好參考。

錫安國家公園 Zion National Park
我們由拉斯維加斯，循15號國道北上，東轉

9號州道，近3小時（260公里）抵錫安公園南入
口。1863年摩門教徒來開墾，認為景觀很像《以
賽亞書》的錫安山聖地而名之。本是淺海的湖

床，數億年前因沙漠風暴捲起沙塵，沉積在溪畔

及沼澤地，泥與沙土的一再重疊，混合水中的礦

物質，在此形成山嶺，維琴河從中間切割成24公
里的錫安峽谷。公園佔地593平方公里，峽谷是
主要參觀點。 

遊客中心後院，有一排峰巒謂維琴群塔

（Tower of the Virgin），含豐富礦物質，岩石上
有紅、棗、黃、白、黑、褚、青綠顏色。由此搭

遊園車走景觀大道，共九站可自由上下。出發

點見路旁有三聖父石（The Three Patriarchs指雅
各、以撒、亞伯拉罕）。對面是日山及孿生兄

弟、西廟山（West Temple）組成的懸壁。
中午抵第五站錫安客棧午餐，附近是翡翠池

步道（Emerald Pools）、地標天使降臨（Angel's 
Landing）步道，後者可登高俯瞰整個峽谷，但
有難度，未排健行。右側是大白王冠山（The 
Great White Throne），因含鐵少而呈灰白色
（圖1），循叉路可抵砂岩滲出水滴所形成的哭
泣岩（Weeping Rock）小瀑布。終點是一排紅色
岩石，謂西娜瓦娃神殿（Temple of Sinawava）。
從這裡沿河灣步道來回3.2公里，可到峽壁步道
入口淺灘（前行必須溯溪，故沒有安排）。最後

由9號州道經卡蜜隧道離公園，路旁的棋盤平台
地（Checker Board Mesa）（圖2），有一道道縱
橫的格子紋路，直線是雨水留下所形成，橫紋是

層層疊疊砂石擠壓的結果。

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

黃昏時由9號州道，往北切入89號國道，再
東轉12號州道，南下63州道抵布萊斯峽谷公園，
特點是所有峭壁，下面都有許多紅、橙、白的直

立沉積岩，奇形怪狀，有如環型劇場。

《斷崖步道》（Rim trail）
從日出點（Su n r i s e  Poi nt）、到日落點

（Sunset Point），再到靈感點（Inspir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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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布萊斯峽谷 彩色石柱。

圖6 那瓦荷谷底健行。

圖9 布萊斯峽谷的無數步道。

圖1 錫安公園 白王冠山。

圖4 印地安人叫做巫毒。

圖7 健行於布萊斯谷地。

圖2 錫安公園棋盤平台地。

圖5 清晨的布萊斯峽谷。

圖8 布萊斯峽谷騎馬。

Point）、布萊斯點（Bryce Point），由懸崖邊往
谷地看，有數百根錯落散佈的石柱，或尖或扁，

彩繪著層層深淺不一的外衣（圖3）。這是水分
經年的滲入岩石，冬天後解凍融化，石塊擠出裂

縫、外壁剝落。礦物質使得石頭顯現不同的顏

色，如氧化鐵會呈現紅、粉、黃色，錳造成紫、

石灰石造成了白色。當地印地安人傳說這種石

柱是臉上畫五彩的惡人，稱為巫毒（Hoodoos）
（圖4）。我們幸運訂到園內唯一的布萊斯客棧
(Bryce Lodge)，連住兩晚。在晨昏時刻，更可看
到谷地的不同的色調變化（圖5）。
《谷底健行》（Valley hiking）

從日落點沿著納瓦荷步道圈（N a v a j o 
Loop）可走下谷底，開始是幾段髮夾彎，接著
走於高聳的紅岩壁之間（圖6），仰看更多奇形

怪狀的黃金岩柱，目不暇給（圖7）。最後再由
女王花園步道（Queen Garden Trail）上坡回到日
出點。我另外也參加了谷地騎馬，走的是特別小

徑，景觀更為奇特（圖8）。
《公園風景線》（Scenic Drive）

純開車方式，可由風景線叉路的仙境點

（Fai r y l and  Point），或沿63州道走到底，
欣賞天然拱橋（Nat u r a l  B r i d g e）、錦繡點
（Fairview Point）、水谷觀望點（Aqua Canyon 
Overlook），終點是彩虹點（Rainbow Point），
盡情看遍五彩繽紛石頭顏色（圖9）。

佩吉市周邊名勝 Vicinity of City of Page
由布萊斯公園回州道12號，往西走89號公

路，再往東行235公里，最後轉南，即進入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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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羚羊上谷。

圖10 趴在馬蹄彎。 圖11 彩虹石拱橋。

桑那州的佩吉市（City of Page）。長達2,330公
里科羅拉多河（涵蓋美國七州與墨西哥二州），

在此附近切割的奇異地形，加上1966年在上游格
倫峽谷（Glen Valley）興建了水壩，所形成人工
鮑威爾湖（紀念19世紀探險家約翰鮑威爾），使
得遊客能搭船遊湖，又可遊覽馬蹄彎、彩虹石拱

橋、羚羊谷。

《馬蹄彎》（Horseshoe Bend）
由佩吉走89號公路8分鐘即可到其停車場，

走上紅土的緩坡沙地，約20分鐘看到平坦的地
面，突陷下一個大黑洞，抵達後探頭一看，是一

個落差300公尺斷崖河床，因科羅拉多河在此轉
了一個大彎，造成有如馬蹄鐵的U形河道，中間
好像包圍一個島。遊客趴在斷崖俯視，非常驚心

動魄（圖10），但安危自負。
《鮑威爾湖及彩虹橋》（Lake  Powel l  and 
Rainbow Bridge）

此湖範圍廣闊，狀如長型珊瑚。可從瓦威普

碼頭（Wahweap）搭船遊湖，以90分鐘環繞附近
的湖區，並遠望格倫水壩。兩岸都是層層疊疊高

低不一的紅色岩壁及平台地Mesa，明顯可見多
層水線痕跡。

2000年我曾參加來回要四小時的彩虹石拱
橋行程，船直接開到彩虹拱橋入口點（Rainbow 
Bridge Entrance Point），登岸後不遠有一天然石
拱橋，橫跨已經變得很乾涸的小支流，高達98公
尺，是美國最大的、下面仍有水的天然拱橋。原

是一堵石牆，日積月累竟被河水沖刷加上風化，

破了一個大洞，最後形成彩虹般、高掛天空的石

拱（圖11），這簡直不是滴水穿石，而是水穿大
洞。但只能前觀，不可穿越橋下，因印地安人認

為橋是神靈。近年來因水位乾枯，船已無法再駛

近，要健行很久才能到拱橋，此一航線已停駛。

《羚羊谷》（Antelope Canyon）
佩吉市近郊10公里處的羚羊谷（以前羚羊聚

集之處），由當地納瓦荷印地安人管理，要預

約並導覽，是一種狹縫型的投幣口式（slot）峽
谷（一線天），由流水侵蝕岩石加風化形成。

分為上下兩個谷地，多數人是到上谷（Upper 
Antelope）。而下羚羊谷（Lower Antelope）因
為是地下壕洞，過去曾有過山洪爆發，水淹入洞

溺死遊客，台灣團比較少安排。這幾年羚羊谷聲

名大噪，收費貴、還要加小費，在窄通道，人滿

為患，摩肩接踵，嚮導的印第安人有如趕牛群，

不讓遊客長時間停留，甚至會用中文大喊：「快

點快點！靠右」，還要被額外付費的攝影團卡

位，走起來是有些掃興。自由行者額外給多些小

費，或可做稍好的安排。

上谷：須搭接駁越野車，在沙漠塵土中顛

簸約20分鐘，抵一個小山丘前，走入狹窄洞口，
進入彎曲隧道，大部分僅容一人通過，到達另一

端，其實僅10至20分鐘而已。裡面的岩壁石頭紋
路，一層又一層有如貝殼的內部，其間又有許多

岩石細縫，光線由各種角度穿透，石壁的渦紋反

射不同彩色，黃金般的光芒像透光的琉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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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景，如《驛馬車》、《搜索者》、《阿甘正

傳》、《回到未來3》都在此拍攝。
若是從北方南下進入谷地，在著名的66公

路，可看到阿甘慢跑的那一整排的地標，在地平

線從西到東是：馬鞍平台、國王寶座、驛馬車、

兔與熊、城堡、西指套、默瑞克、東指套（圖

16）。無論由南或北進入，由紀念碑路經收費站
才抵小丘陵平台的遊客中心，下方就是地標三個

孤峰（butte）：西指套（West Mitten）、默瑞克
（Merrick）、東指套（East Mitten）（圖17）。
遊客中心有園內唯一景觀旅館（The View），每
一房間皆有陽台，面對谷地，有如在西部電影

場景中（圖18）。住在園區外傳統驛站原址蓋的
古丁旅棧（Goulding Lodge），黃昏時如遙望谷
地，也可看到老鷹、馬鞍、前哨、大酋長等一排

孤峰或平台（圖19）。

（圖12）。靠正午時，光線從正上方直射沙地，
就如一束舞台美妙的探照燈（圖13）。嚮導有時
會故意揚起土塵，以拍攝逆光效果。

下谷：在州道的另外一側，必須鑽入地道，

從角鋼樓梯，往隧洞下降約30公尺（圖14），再
行走於透光的狹縫窄道。以光線石頭紋路色彩而

言，比上谷更迷人、更神秘、更漂亮（圖15）。
拍攝時建議最好加上人物背景，比較生動。 

納瓦荷紀念碑谷地 Navajo Monument Valley
Monument不是指一塊「紀念碑」。聯邦政

府所管理保護的名勝諸如高山、峽谷、古堡等有

歷史性風景古跡，可供旅遊參觀教育的都謂之。

此一谷地又叫納瓦荷部落保留地公園（Navajo 
tribal Park），海拔1585公尺，佔地91,696英畝，
位於猶他州與亞利桑那州交界。是西部電影熟悉

圖15 羚羊下谷的石頭紋路色彩。

圖18 View 旅館早晨看日出。 圖19 由古丁客棧望谷地。

圖13 羚羊上谷的探照燈。 圖16 納瓦荷谷地 阿甘正傳馬路。

圖14 羚羊下谷入口鐵架。

圖17 納瓦荷谷地三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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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客須搭大型20人座四輪傳動越野車吉普
車，下谷地參觀，環繞一圈約90分鐘到120分
鐘。除三孤峰外，可參觀駱駝孤峰、大象孤峰、

米契爾台地、三姐妹岩。約翰福特點（John Ford 
Point）（圖20）則是大導演約翰福特常來拍西
部片的一塊凹地。在圖騰柱點，可看到雷鳥台

地、子午線台地、公雞石、拇指石。轉到北窗

區，有克萊峰、大象峰、矛尖台地、藝術家點。

廣大的沙漠平原，一望無際，面對浩瀚無際的層

層紅砂岩尖峰，背襯砂岩映照而似有點染紅的藍

天，世間一切仿佛完全靜止。

峽谷地國家公園 Canyonland National Park
離開紀念碑谷地，沿163國道在Bluff附近轉

到191國道，往北一直到橫向的70號州際公路
間，有兩個份量很重的國家公園，即峽谷地及拱

門公園，各須要3天左右時間。莫阿布市（或譯
摩押Moab）是遊客主要基地。

峽谷地公園總面積有1366平方公里，呈長方
形，南到北總長至少有200公里，是由科羅拉多
河及綠河侵蝕形成的大片峽谷、孤峰、小台地

（mesa）地形。分為三區：在北部的「天空之
島」、東南角的「石針區」、和西南的「迷宮區

（Maze）」。因河流將公園切開，三區互不相
通。迷宮區、石針區的路面崎嶇、未鋪柏油，一

般台灣遊客，很少深入。 
《石針區》（Needles）

參觀石針區，要耗一整天，且只能搭四輪

傳動吉普，價錢很貴以外，且會顛簸得很厲害，

最後我決定只到211州道的遊客中心就好。6月氣
溫非常高，在大太陽下行走，怕曬傷也怕脫水

中暑，只在附近的平滑岩（Slickrock）步道健行
（圖21），兩旁的景觀點，包括木鞋拱、壺穴
點，柏油路終點是Big Spring Canyon Overlook。
遠方的大象丘（Elephant Hill），有上百根一節
節黃紅顏色交錯的石柱（圖22）。因太熱太累，
第二梯次團員改為直接沿133州道到石針觀望點
（Needles Overlook），其實也蠻漂亮的。
《天空之島》（Island in the sky）

我們在Moab連住四晚Best Western Inn，
是台灣人經營，有台菜、甚至有牛肉麵可吃。

由此出發，沿191國道轉南到313州道，進入
Grandview Point Road，左有台地拱門（梅薩
Mesa Arch）（圖23）停車場。前行叉路，右轉
是終點鯨魚石（Whale Rock），左轉可由大景觀
點（Grand View Point），沿崖壁走到大景觀俯

圖22 針區 大象丘陵。

圖25 天空之島綠河刻蝕岸邊。

圖20 約翰福特點。

圖23  梅薩台地。

圖21 針區健行。

圖24 天空之島大景觀俯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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瞰點（Grand View Overlook）（圖24），下方開
闊的河道彎曲地形，視線直達數百公里外的無窮

峽谷。百公尺下有一根根尚未被浸潤的石堆石

柱，頂端還鑲有數億年前，可見海水退出時殘留

的白色鹽分，綠河刻蝕岸邊造成的地面痕跡（圖

25）。
我們為了一睹台地拱門著名的日出，清晨4

點起床，攜帶旅館準備的饅頭，豆漿，水煮蛋，

約5:10分抵達停車場。尚未日出但天色已亮，往
下走15分鐘抵達拱門，已有超過50支大砲攝影機
都卡好位置，很多人可能昨晚就來此露宿等待。

太陽由東方天際出現，這拱門石因受光，開始呈

現不可思議的黃金色（圖26），顏色持續時間約
有15分鐘，大早跑一趟，非常值得。

《127小時》是2010年的驚悚電影，描述
有一健行者，進入天空之島附近的藍約翰峽谷

（Bluejohn Canyon），掉入一個岩石狹縫，手臂
被落石夾住，獨困裡面5天後，以自行斷臂方式
逃生。實地看到類似地形，覺得毛骨悚然，西部

荒野確是非常容易迷路失蹤、脫水而死亡的地

方，不能不慎。

拱門國家公園 Arch National Park
離莫阿布市僅6公里，由191國道的叉路遊

客中心進入，再往上坡，沿主幹道（Arches Park 
R d）即可抵各景點。依體力及時間，下車參
觀、或加上健行皆可，可謂老少咸宜、健腳肉腳

皆滿意的驚豔觀光點。

數億年前，大海退去，留下蒸發的厚鹽被掩

埋在岩層，水分日久滲透進入岩心，原先已被疏

離成岩片的石鰭（Fins）剝落，就形成中空的石

拱（arch），與溪流沖蝕的石拱橋不同。此公園
的石拱約有2,500座，是全世界最多，年代超過
一億四千萬年，但遊客大概僅能看到其中的十分

之一。唯一須報名才能進入的是烘爐地（Fiery 
Furnaces）區，前後要健行3小時，須專人導覽
（2000年那次我曾參加）。
《公園大道 化石砂丘》（Park Avenue, Petrified 
Dunes）

入園後首先看到幾個突出高大岩片，依形

狀是管風琴（Organ）、法庭塔（Courthouse 
Tower）、聊天石（Three Gossip）、綿羊石
（Sheep Rock）。我們健行了一小段路，最後到
撒鉺山景觀點（La Sal Mountains viewpoint）。
前面為化石沙丘區，有一系列的大片古老沙丘，

層疊硬化成石頭，陸續侵蝕成大小不一的形狀。

《伊甸園區 石窗區》（ Garden of Eden and 
Windows）

此區範圍不大，但遊客最多。由主道路彎進

石窗路（The Windows Rd），路旁即可見到39公
尺高、400萬公斤重的平衡石（Balance Rock）及
大象孤峰（Elephant Butte）。從停車場可輕鬆走
到雙拱門（Double Arch）（圖27）、大象遊行
（Elephant Parade）、炮台拱（Turret Arch）、
有南北窗的眼鏡拱（Spectacle Arch）。在北窗
緣稍往下走，可回頭拍到以炮台拱為背景的窗景

（圖28）。
《精緻拱門）（Delicate Arch）

是猶他州最具代表性的地標。由主幹道進入

停車後，步行上坡，經過陡坡約40至50分鐘到稜
線。再繞過一個峭壁後，先看到一大片如希臘圓

形劇場的凹陷山坡地，在邊緣斷崖，獨自聳立的

圖28 北窗與炮台拱門。圖26 梅薩台地的日出。 圖27 拱門公園 雙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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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高16公尺、寬10公尺的精緻拱（圖29），形
狀有如兩隻大腿分立崖邊，看到此玲瓏奇妙的拱

門，會令你高喊：太夢幻了！

《沙丘拱到破裂拱環形步道》（Sand Dune to 
Broken Arch Trail）

有廁所設備的破裂拱停車場，有步道與沙丘

拱門相連。沙丘拱為隱於一片直立的高岩牆中，

拱門下有小沙漠，是整公園唯一陰涼的親子同樂

區（圖30）。再循灌木叢前行約20分鐘，即可到
破裂拱（Broken Arch）（圖31），前行經掛毯
拱（Tapestry Arch），繞一圈約90分鐘即回到停
車場。沿途屢見有陰莖狀的獨立石。

《魔鬼花園環形步道》（Davil's Garden Trails）
是最耗體力的一區，前後花了約 4小時

健行，來回7公里。先路過隧道拱（Tu n n e l 
Arch）、棕櫚拱（Pine Tree Arch）。接著是全園
區最長的景觀拱（Landscape Arch）（圖32），
橫跨距88公尺，且拱門越來越薄，早晚會斷裂。
然後爬上有如台北皇帝殿般的幾個驚險石稜脊，

終點是雙圓拱（Double O Arch）（圖33）及魔
鬼拱（Devils Arch）。雙圓拱由兩個圓框洞構
成，上洞21×13.6公尺，下洞6.4×3.3公尺，是
非常奇妙的自然景觀。

圓頂礁國家公園 Capitol Reef National Park
續由191國道北上，到州際70號國道向西，

南下24號州道即可抵達此一公園，看來沒有明顯
的公園界限，佔地979 平方公里，其景觀公路長
97公里，園內有許多砂岩和巨石。往來任何阻礙
行進的石壁，在當地都被稱為礁石（reef）。沿
途的連綿不斷巨石，也像一片海岸礁，形成峽谷

西邊的屏障，且一些圓形巨石或懸崖，有淺白

顏色及半球形狀，看似美國國會大廈的圓屋頂

（Capitol Dome），所以該園命名為圓頂礁（國
會圓頂）公園。 

正門的地標紅石城堡（The Castle），為紅
岩與拿瓦荷砂石構成。沿40公里長的景觀車道兜
風，看到各種深淺五顏六色的山壁石塊，有的呈

現出摺疊層形狀，有些是淺藍、有些是咖啡、透

紅。五千萬年前形成的水穴褶曲（Waterpocket 
Fold），在一次造山運動時，圓頂礁西邊的地
層，被抬高約2千公尺，使得整個地層上出現了
100英里長的扭曲地形，據稱這是北美地區最大
的單斜褶皺地區（圖34）。

以上介紹的幾個猶他州公園，五至八月非常

炎熱，建議嚴防曬防脫水。

圖31 破裂拱。

圖34 圓頂礁國家公園。

圖29 精緻拱門。

圖32 景觀拱門。

圖30 沙丘拱門。

圖33 雙0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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