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萬象

大提頓國家公園  Grand Teton Nat ional 
Park 

結束猶他州行程，遊覽車由鹽湖城北上，抵

達懷俄明州(Wyoming)的大提頓公園。面積1300
平方公里，含括提頓山脈(Teton Range)及傑克遜
谷(Jackson Hole)北部。古早是毛皮交易、狩獵處
(傑克遜鎮有一公園堆積了上百支鹿角)，現在是
泛舟、露營、登山、釣鱒魚勝地。突出的三個尖

峰(圖1)，法文les trois tétons，意指三個奶頭，後
簡化為提頓teton，是派拉蒙電影的logo。園內有
許多冰河形成的湖泊，沿路遠觀群山，並看到草

原有許多成群的美國野牛(bison)與麋鹿。
中途停留傑克遜木屋旅館(Jackson Lodge)，

在後院欣賞湖泊與山巒風景。下午循洛克斐勒大

道前往16公里外的黃石公園。

世界遺產  人生必去  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黃石公園是全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成立
於1872年，面積8,983平方公里。位懷俄明、蒙
大拿(Montana)、愛達荷(Idaho)交界(大部份是在
懷俄明)。大略而言，走A路線由國道191進南入
口，往東走國道20，沿黃石湖北緣與黃石河，北
上到峽谷村(Canyon Village)，再沿大環路(Grand 
Loop Rd)，參觀黃石峽谷及黃石瀑布。走B路線
可往西北經老忠實噴泉及其他間歇泉，再分東

西兩條路，一條是到西出口的黃石鎮，往東及

北上，則最後到北出口的猛獁泉區。範圍非常

非常大，園內各區都有旅館、木屋、露營區，

團體要訂到房間，須很早作業(我們三晚住不同
區塊)。  由台灣出發也可由西雅圖，飛波茲曼
(Bozeman)，再開車由北口猛獁泉區進入。各區

雪溶期並不固定，有些公路要5月底後才開放。
《西拇指區》(West Thumb)

黃石有300個以上間歇泉(佔全世界三分之
二)、1萬個地熱(佔全世界一半)。間歇泉是因
溫泉的地下水變成蒸氣後，高溫而間歇性地噴

出(eruption)，地熱只是處處冒煙(如陽明山小
油坑)。英文間歇泉Geyser這個字，源自冰島語
Geysir(噴出)，英國人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附
近(現名為金環)，發現到整個地區約有50個間歇
泉。後來黃石的間歇泉群也都叫Geyser了。

公園南口的西拇指間歇泉盆地(West Thumb 
Geyser  Bas in)，臨黃石湖，有20多個間歇泉
(圖2)，沿木棧道繞圈參觀，可看到黑池(Black 
Pool)、深淵池(Abyss Pool)、彩色溫泉、泥泡泡
泉等，近岸有湖岸噴泉(Lake shore geyser)在水中
冒泡。此區是黃石公園所有間歇泉、唯一有湖光

山色的地方。

《上間歇泉區與老忠實》 (Upper Geyser Basin 
and Old Faithful)

我們由 1 9 1國道，至鬆麵包 (餅乾 )盆地
(Biscuit Basin)下車，經藍寶石池(Sapphire Pool)
回頭往南健行，過馬路後沿小溪欣賞處處冒煙、

此起彼落的噴泉、或咕嚕咕嚕的地面小冒泡。最

令人驚豔的是晨光間歇泉(Morning Glory)(圖3)，
台灣遊客稱牽牛花池，上寬下窄，清澈見底，顏

色如翡翠，周邊有橙黃色花邊，因泉水內含有各

種金屬離子，清澈湛藍的泉水，加上金黃色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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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西 國家公園縱橫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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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下間歇泉區的一飛衝天水柱。圖4 大綾鏡泉 五光十色變化。 圖5 顏料鍋噴泉。

緣，像一朵盛開的牽牛花。過此區後，各形各色

的間歇噴泉地熱更多了，如城堡石窟(Grotto)、
大間歇泉(Grand geyser)等等，但見各個噴口，不
定時或突如其來噴出泉水，每每引起遊客尖叫。

有的會連續咻咻的噴好幾分鐘。途中也有野牛突

來湊熱鬧。約一個半小時後抵達老忠實間歇泉。

老忠實休息區 (Old  Faithfu l  Vis itor  and 
Education Center)，是公園內最大的一個旅館、
餐飲、補給站。四周許多房舍圍著的一個像操場

的平坦野地，中央就是老忠實間歇泉，設有木

架看台。因固定每90分鐘左右噴發一次，1870年
起就被叫做老忠實，噴發高度平時可達32公尺以
上，持續1至5分鐘，歷史上曾有噴發56公尺的記
錄。但當天看來大約只有20多公尺。
《大綾鏡溫泉區》( Grand Prismatic Spring) 

是黃石的地標，又稱大虹彩溫泉。沿191國
道繼續北上，路邊看到停車場人滿為患的即是

此區。因地表所呈現的色彩繽紛，所以以綾鏡

來形容。其水溫高達85℃，直徑約100公尺，寬
約75至91米，深49米，每分鐘會湧出2000公升泉
水，是美國最大、世界第三大溫泉，以普通相機

很難完全入鏡，除非到更遠處或登上附近小山

(圖4)。沿有如田埂木棧小道，可看到綠松石池

(Turquoise Pool)、蛋白石(Opal Pool)，現場煙霧
茫茫。

大綾鏡湖面顏色會隨季節而改變，夏天顯

現橙色、紅色，或黃色，冬天是深綠色。這是因

為水中富含礦物質的藻類、含色素的細菌等微生

物，其葉綠素和類胡蘿蔔素的比例，隨季節變換

而改變，而呈現出不同的色彩。此景色是世界唯

一，建議此生至少要去現場一次，親睹其五光十

色變化。  
《下間歇泉區》(Lower Geyser Basin)

續走往北，抵達此一黃石最大的噴泉區，

佔地約31平方公里，一般都只走顏料鍋噴泉棧
道(Fountain Paint Pots Trail)，沿途有一些只剩
枯樹幹的藻澤森林區，經過天青石池(Celestin 
Pool)、燧石泉(Silex Spring)到最有名的顏料鍋噴
泉(Fountain Paint Pot)，其實是一種泥狀噴泉，
已沸騰的泥漿代替了溫泉水，此因地底的礦物

質，被炙熱的泉水溶化後形成了熱泥泉，噴泉四

周仿佛著上了一層顏色，使噴泉看上去像是攪動

在沸騰泉水中的油彩，可謂美得冒泡(圖5)。廣
大的荒野，到處炊煙裊裊、好像走入霧裡看花的

桃花源，偶然來個一飛衝天的水柱(圖6)，恰好
來一群野牛埋頭吃草，真像是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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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牽牛花間歇泉。圖1 大提頓公園。 圖2 西指套間歇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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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黃石峽谷全景。圖7 諾里斯盆地的彩繪大地。 圖8 湯姆叔叔小徑，看「下瀑布」。

《諾里斯間歇泉盆地》(Norris Geyser Basin and 
Museum)

191國道在Madison營區右轉後(89號公路共
用)，即抵達這個最熱、最不穩定的一系列間歇
泉，集中於諾里斯後盆地(Norris back Basin)、磁
盆地(Norris Porcelain Basin)，並有一個穿堂的博
物館。最大的蒸汽船間歇泉(Steamboat Geyser)，
噴發間隔從4禮拜到50年，上次2008年曾有高達
100多公尺的記錄，是老忠實的三倍高。此區的
間歇泉顏色頗為豐富，有清澈見底的藍綠色，也

有柔和的像牛奶一樣的藍白色，由於它的不穩定

性，每年都有新的噴泉產生，也有老的噴泉死

去。河道因菌類形成橙色或綠色，有如上帝到此

作畫，或頑童踢翻了彩色油罐(圖7)。
《黃石大峽谷與黃石大瀑布》(Grand Canyon 
and falls) 

由住宿的黃石湖客棧，路過釣魚橋(Fishing 
Bridge)及泥漿火山口(Mud volcano)，往北走是
另一不同風景區，即黃石河切割山頭所形成的黃

石谷。沿大環路的河邊有一些綠草平台，如拉馬

(Lama)、海頓景觀點(Hayden Valley Overlook)，
是觀察美洲野牛及麋鹿的好地方。

黃石峽谷長度32公里，兩岸巖壁色彩瑰麗，
呈現出黃、橙、棕、褐等色彩，所以印第安人以

前稱之為「黃石」，也成為公園名稱來源。黃石

瀑布是由黃石河水侵蝕質地較軟的岩石形成，上

游的上瀑布有33公尺高，下瀑布有94公尺高，落
差是尼加拉瀑布的兩倍。由於範圍太大了，必須

到上、下瀑布單獨欣賞，有好幾個步道可抵南北

兩岸的各觀望點(兩岸有Rim Bridge相連)。我們
看下瀑布時，走328台階的湯姆叔叔小徑(Uncle 

Tom's Trail)，雖可靠近看瀑布(圖8)，但回上面
時非常吃力。上瀑布可由Brink of Upper Fall Trail
觀賞。若是純觀光，可以直接開車到藝術家點

(Artist 's point)，有下瀑布與黃石大峽谷的壯觀
場面(上瀑布因角度看不到)(圖9)。
《高塔瀑布區》(Tower Falls)

這裡是一大片玄武岩，形成如高塔般的

山谷，路邊即明顯可見此瀑布，源頭為Tower 
Creek。海拔1,933米，總長度40米。瀑布下仍是
黃石河的一段，遊客不少。

《猛獁溫泉區》(Mammoth Spring)
離開高塔瀑布，續走大環狀路山區，最後可

到北出口的猛獁溫泉(猛獁是形容其規模巨大)，
是冬天唯一沒有封路並可住宿的地方。是世界上

最大的碳酸鹽沉積温泉、石灰石台階，類似土耳

其的綿堡。當泉水穿過石灰岩層時，因攜帶大量

碳酸鈣，湧至地表後水溫降低，碳酸鈣溶解度下

降，飽和析出沉積，就成為平台(圖10)。
近年地殼變動，大部分熱泉停止了活動，

導致大量微生物死亡，使猛獁溫泉失去了顏色，
死掉的細菌變成灰白色粉末，殘留在乾枯的台

階上。下台地(Lower Terraces)主要是米諾娃温泉

(Minerva Spring)，規模最大，但顏色已失，有
點「臭老」。要健行一段路才到的上台地(Upper 
Terraces)，主要是新高原溫泉區( New Highland 
Spring)，因冷卻、泉水流出了許多水道，附近樹
木逐漸死亡，只剩下樹幹殘骸還豎立在原地。

世界遺產 優勝美地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

在舊金以東270公里處，面積3,080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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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Wawona隧道，迎面而來就是優勝美地谷地全
景(Yosemite Valley)(圖11)，有層疊綠色大草原，
左前方是酋長岩(El Captain)、遠處是半圓頂丘
(Half dome)，右前有新娘面紗瀑布。
《新娘面紗 峽谷景觀》(Bridal Falls , Canyon 
Lookout)

沿Wawona Rd路邊走幾一小段路，即可到此
煙霧迷漫的新娘瀑布，像一條白色面紗，高190
公尺。初春的四、五月是水量的高峰。

《哨崗圓丘、冰河點及半圓丘頂》 (Sent inel 
Dome、Glacier Point and Half Dome)  

五月旺季，即有公園接駁車到幾個制高點。

中途可登哨崗圓丘先做小健行，登上後視野極佳

(圖12)。以接駁車續行到最高的冰河點(圖13)，
對面是內華達瀑布(Nevada Falls)、譚納亞峽谷
(Tanaya Canyon)、北丘(North dome)、藍丘(Basket 

里，有成千上萬的湖泊和池塘，2,600公里的溪
流，1,300公里的徒步旅行小徑以及560公里的公
路，包括有內華達山脈及壯觀的峽谷，由花崗

岩、變質岩、火山岩形成的山頭、懸崖峭壁，並

有瀑布、清澈的溪流、巨型紅杉林，以及多樣性

動植物棲息地，是國際所公認的自然生態資源保

留區。公園每年有三百八十多萬遊客造訪，但大

部分人只逗留在十八平方公里的優勝美地谷地。

以台灣旅客觀點，若不爬其巨岩山頭、攀岩、泛

舟、露營或長程健行，看完一些森林高山、湖

泊、草原及冰川侵蝕作用形成的U形山谷後，主
要節目還是欣賞瀑布。因此建議不要9至3月間遊
覽，因為所有瀑布都是乾枯的。下面簡單介紹幾

個必去景觀。

《隧道觀景點》(Tunnel View)
我們由拉斯維加斯經弗雷斯諾，在41州道離

圖11  優勝美地谷地全景。

圖12  哨崗圓丘與優勝美地瀑布。 圖13  冰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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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猛獁溫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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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半圓頂丘及左側的優勝美地瀑布。光禿
的半圓丘，所修建步道可供健腳者攀爬。

《優勝美地瀑布》(Yosemite Falls)
由默塞德河(Merced River)沿岸看谷地不同

角度的風光，從景觀點可看到絹絲瀑布、酋長岩

輪廓。遊園的最高潮，就是從瀑布小徑直走到優

勝美地的下瀑布。瀑布分為三段：上段、湍流區

(the cataracts)、下段。全高有739公尺，整體落
差排名世界第六，非常驚人(圖14)。

世界遺產 紅木國家公園 Redwood National 
and State Park 

 加州紅木又名海岸紅杉(Shore Redwood)，
從舊金山往北到尤利卡(Eureka)、奧勒岡州邊
界，共有174萬英畝，但原始紅木森林今日只剩
約4%的樹林殘存，是地球上最高的植物之一。
紅木國家公園暨州立公園的合併，簡稱RNSP，
是沿101國道的紅木海岸保護區，原始海岸長
達37哩。一般中文世界所謂的紅木，謂玫瑰木
(Rosewood)，與加州紅木不同。在加州南部內華
達山，巨杉國家公園巨杉(Sequoia)是加州紅木中
最大、也是所有樹中最粗大的一種，與海岸紅杉

不同。

紅木國家公園在國家森林資源、生態保護

上，是值得一觀的地方。但以旅遊觀點，「有

趣」的地方並不多，森林巨木(台灣一律稱神木)
對我們是熟悉風景。

由101國道轉199國道，我去了Stout Grove
步道、詹森夫人步道(Lady bird Johnson trail)(圖
15)、海岸草原溪公園(Prairie Creek Redwoods 
State Park)乾瀉湖(Dry Lagon)、到馬鹿草原(Elk 
Prairie Campground)看羅斯福麋鹿(Roosevelt 

Elk)。也去了紅堡公園巨樹大道(Humboldt Park, 
Avenue of the Giant)。穿樹洞(Shrine thru)算是比
較好玩的地方，有三到四處的大樹洞，是民間將

枯萎大樹買下，中間挖空讓汽車通過，當然是另

外收費的(圖16)。

世界遺產 瓦特頓-冰河和平公園 Waterton-
Glacier International Peace Park

美加於1932年在邊境共同成立瓦特頓-冰河
和平公園。兩者皆在洛磯山脈(美加對洛磯山脈
的定義不同)。2017/6/18我組了美加洛磯山脈
健行團，由溫哥華轉卡加利 (Calgary)，南下瓦
特頓-冰河公園，再折返遊覽加拿大洛磯山風景
區。將美加的洛磯山脈幾個著名公園串連，安排

多次健行，是台灣旅遊界的創舉。

《瓦特頓湖公園》(Waterton Lakes National 
Park)

我們抵卡加利後，南下 2 8 5公里抵達瓦
特頓湖畔，爬上225公尺高的熊背圓峰(B ears 
Hump)，俯瞰湖區及附近山勢(圖51)。瓦特頓湖
非常廣闊，分為上中下三湖。下湖在東北緣，經

不規則的中湖，過博斯普魯士(Bosporus)峽角，
進入上湖。威爾斯王子旅館是岸邊地標，上湖有

一半是屬於美國。

《蒙大拿冰河公園》(Montana Glacier National 
Park)

由瓦特頓往南過美國境，經17號州道，約一
小時半抵達冰河公園。因溫室效應，使此地冰河

大幅度縮小，只留許多美麗的山川、湖泊、瀑

布。名為冰河公園，但不是看冰河，而是欣賞因

冰河切割成的銳角山峰、如鏡的清澈湖水，百花

齊放的大片草地。

圖15 紅木國家公園。 圖16 紅木樹洞。圖14 沿河岸看優勝美地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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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89號公路進入多冰河區(Many Glacier)，
沿Sherburne湖畔，先抵達Swift Current湖(圖
18)，長3.5公里的環湖(Nature trail loop)步道，見
到許多熊草花(Beargrass)，有白色絨毛(圖19)。
中午在瑞士旅店，各人設法快速買麵包充飢，

再趕到聖瑪麗(Saint Mary)以南的兩巫醫湖(Two 
Medicine Lake)。計劃是走Continental divide 西
岸步道到雙瀑布(Twin Falls)，再搭船回出發地，
全程步行7.2公里。但突然傾盆大雨，延誤出發
時間，等走了將近5公里後經過搭船處，時間已
落後太多，後來只好放棄去瀑布，並聯絡加開班

次，才及時驚險回出發點。

次日由聖瑪麗，搭乘接駁古董巴士專車(圖
20)，前往向陽大道(Going-to-Sun Road)，預定終
點是阿普噶(Apgar)，單程77公里，沿途本應看
到已縮短的傑克遜冰河，經羅根隘口，欣賞各冰

河遺跡及山水。但前方竟有因雪崩的坍方，才進

入不到1/3路段，車子已無法通過。最後在聖瑪
麗湖欣賞對面的野鵝島(圖21)，並在附近的步道
健行一小段。這應該是終身遺憾，因為此生不可

能再來冰河公園了。

世界遺產  加拿大洛磯山公園群  R o c k y 
Mountain Parks

去加拿大洛磯山。通常從亞伯達省的卡加利

以遊覽車進入，也可從溫哥華長程遊覽車直抵。

洛磯山是台灣觀光客到加拿大必遊景點，四個國

家公園：班夫(Banff )、傑士伯(Jesper)、庫特尼
(Kootenay)、悠活(Yoho)，有眾多山峰、冰川、
深綠湖泊、瀑布、峽谷、石灰岩洞穴、化石資源

與自然的景觀，同列為世界自然遺產，美景處

處，隨便拍都可以得到似風景月曆的佳作。

班夫國家公園(Banff National Park) 
占地6641平方公里，我們由冰河公園北上

行車45公里，過加拿大海關，途經庫特尼國家
公園、鐳溫泉區，前後4小時半才抵達班夫鎮
(Banff)，是洛磯山最大城鎮，也是補給、購物、
健行、露營、滑雪中心。

在班夫鎮所走訪附近名勝有：驚奇角(遠眺
著名的班夫溫泉飯店)、弓河與瀑布(電影大江東
去拍攝地)、硫磺山、兩傑克湖(Two Jack Lake)、
迷你汪卡湖(Miniwanka)、強生湖、洛磯山博物
館。但寂寞星球推為加拿大步道中的第一名、

8.6公里的陽光草原步道(Sunshine Medaow)，
部份道路積雪未融而關閉，結果無法完成。最

後回卡加利搭機返台前，也路過順訪坎莫爾

(Canmore) 三姐妹山(斷背山拍攝點)、省立弓峽
谷卡納納斯基斯公園(Bow Valley Kananaskis)。

圖21 聖瑪麗湖看野鵝島。

圖19 環湖的熊草花。

圖20 古董巴士專車。 圖22 班夫-朱砂湖日落。

圖18 Swift Current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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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推薦班夫國家公園景觀如下：

朱砂湖落日(Vermilion Lake)
此湖離班夫市區10分鐘車程，在晚上九點

半，我們看到夕陽光線斜照在小鎮東方的藍道山

(Mount Rundel)(圖22)，有如黃金鑲嵌在山頭，
再倒映在呈紅砂顏色的湖面，非常神奇又美麗。

強斯頓峽谷(Johnston Canyon)
此峽谷是強斯頓溪經年累月在石灰石、白

雲石上切割的結果。因白雲石非常堅硬、故在峽

谷中造成很大落差，共有七處的瀑布，主要為下

瀑布及上瀑布，全程健行5.4公里。光只要看瀑
布，也可沿公路幾個停車場進入，無須健行。

露易絲湖 白角山纜車(Lake Louise , White horn 
Lift)

露易絲湖與湖畔城堡飯店是洛磯公園地標

(圖23)。湖名來自維多利亞女王四女露易絲公
主。長方型是冰河湖特徵，其長有2.4公里、寬
0.5公里，最深90公尺。因冰河侵蝕成窪地，湖
底岩層附著有硫化銅，加上冰河裡的小石頭因為

冰河的流動，互相摩擦成細如粉末的石粉，隨著

溶化的冰沉澱於湖中或漂浮於水中，當光射入

後，水對藍光和綠光吸收得少、反射得多，於是

形成時而湛藍、時而碧綠的水色。後又至白角山

纜車，登高看整個班夫山區，包括露易絲湖都在

腳下。

艾格妮斯湖與茶屋健行( Lake Agnes Tea House )
由城堡飯店旁登山小徑 (L ake  Agnes  Tea 

House Trailhead)，經蜂巢山 (Beehive)、鏡湖
(Mirror Lake)約90分鐘即抵達茶屋(Tea House)、
艾格妮斯湖(Lake Agnes)(圖24)。我們由蜂巢步道
走上仍覆雪的山腰，再繞經露易絲湖鳥瞰點(圖
25)，最後由露易絲湖最西端回旅館區，是非常
棒的健行路段，全程約12公里。
夢蓮湖(Moraine Lake)

湖泊不大，但著名的是其朝陽日照於湖岸、

連續十峰所呈現的金黃色。我們約晨5:30抵達，
在微光登上湖濱冰砌石(morine)小丘，可惜當天
雲層厚，顏色不如想像(圖26)。最後再走環湖步
道看倒影(圖27)，來回3公里。夢蓮湖是最易塞
車的景點，旺季常無法進入。

圖24 艾格妮斯湖。

圖25 鳥瞰露易絲湖鳥瞰。

圖23 城堡飯店落地窗-看露易絲湖。

圖26 夢蓮湖晨曦。 圖27 夢蓮湖-湖畔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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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活國家公園Yoho National Park
主景點是翡翠湖(Emerald Lake)，有洛磯山

綠寶石之稱。湖面海拔1,299公尺，四周圍繞著
峭立的五個山巔。我們繞湖健行5.2公里，並在
湖畔午餐。由木橋通往翡翠客棧，中央的一池湖

水，閃耀着綠色的光芒，湖面上有幾艘划槳的金

黃色船，十足標準的風景明信片，如夢似幻。

傑士柏國家公園Jasper National Park
此公園的自然環境保護做得非常好，罕見旅

館、民宿(也因終年冰雪，營業時間短暫)。群山
海拔1500公尺以上，多處終年積雪。93號冰原大
道(圖28)，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公路之一。 
夏天風景更是漂亮到極點，沿路有無數湖泊、冰

河、峽谷。常有野生動物如鹿、棕熊、大角羊出

現在路上。

我們先到瑪琳湖(Maligne Lake)遊湖，湖中
有馳名的精靈島(Spirit Island)(圖29)。繼之到瑪
琳峽谷(Maligne Canyon)健行4.2公里，這是瑪琳
河切割石灰石岩床而成，為洛磯山脈最長、最深

的峽谷。

下午到弓湖(Bow Lake)欣賞千年冰河遺跡地
形及碧綠如翠玉的湖水，並健行3公里到頂湖觀
景台(Bow Summit lookout)看佩托湖(Peyto lake)

(圖30)，最後以2.5小時、5.4公里的健行，登上
派克嶺步道(Parker Ridge)，俯瞰阿撒巴斯卡冰
河(Athabasca Galcier)(圖31)，也順遊附近的幾個
美麗湖泊，包括Pyramid Lake、Patricia Lake、
Water fowl lake、Herbert lake及阿撒巴斯卡瀑
布。

哥倫比亞冰原(Columbia Icefield)
是洛磯山脈的一個冰原，橫跨北美洲大陸分

水嶺。總面積325平方公里，厚度100到365米，
每年降雪量約7米。冰原向周圍流出的冰川(呈
冰舌狀)共有6條，其中阿薩巴斯卡(Athabasca)冰
舌，伸展到93號公路旁，到此處參加巨型雪車
之旅(圖32)，登上冰川，體會冰原生態(逐年縮
短)，是觀光客必有活動。

總結美加西著名國家公園

美加西的自然勝景豐富多樣。如厭倦了歐洲

的皇宮博物館文明史，不妨考慮換口味到美加西

的國家公園走走，看看令人驚訝的造物奇蹟。如

只以開車方式，不需健行亦能欣賞到很多神奇的

山水風光。建議趁年輕健康時，早早出發。文中

未提及一般人常去的大峽谷(Grand Canyon)，因
為雖然壯觀，但不能深入，半小時就可結束。

圖30 佩托湖。圖28冰原大道。

圖31 派克嶺俯瞰阿薩巴斯卡冰川。

圖29 瑪琳湖-精靈島。

圖32 哥倫比亞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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