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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質研討會(二十)～蘭嶼  與會報導 

丁  禕* 

一、飛越一片湛藍的海洋 

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九日星期四，這天是地工

技術基金會的李小姐、廖小姐與許小姐非常辛苦

而忙碌的一天，她們無時無刻關注著莫蘭蒂颱風

的動態，並密切與本次研討會所有成員保持聯

絡，發了無數封通知信，最後，終於幸運地在確

定颱風終於過境後，宣告成行。  

本次研討會的成員這天清晨都相當準時抵

達台北松山機場集合，全員抵達台東機場，在等

候飛往蘭嶼班機的空檔，借用台東機場會議室，

領隊海大河海工程系林三賢老師一一介紹參與

成員，讓大家互相認識，接下來，由本次主講─

台大土木系林銘郎老師，講解蘭嶼地質，為大家

上一堂精彩的行前課，並簡介此行規劃 (表一、

圖一 )。之後，播放由公視製作的「野性蘭嶼」

紀錄片，充實大家對蘭嶼人文與生態的瞭解。  

往返台東與蘭嶼之間的小飛機座位有限，全

員分兩梯次飛往蘭嶼。由於德安航空這天例行性

兩台飛航的班機其中一台維修去了，僅剩一台往

返台東蘭嶼獨挑大樑，使得抵達蘭嶼的時間稍有

延遲。  

表一 蘭嶼工程地質研討會行程表 

日期  時間  地   點  考察與討論內容  

9/10 

︵  

星  

期  

五  

︶  

 

08:20-09:10 台北 -台東  華信 391 班機  

09:20-10:30 台東機場研討室  行程介紹與討論、蘭嶼的地形地質背景、地質圖介紹、影片欣賞  

10:35-11:00 

11:15-11:40 

台東 -蘭嶼  

台東 -蘭嶼  

德安 7505 班機  

德安 7515 班機  

12:00-13:30 蘭嶼別館、午餐  八代灣海灘  

13:30-17:30 

01-蘭恩文教基金會  地下屋、人文導覽  

02-遠眺饅頭岩  陸連島、饅頭山安山岩、殘留火山頸(近乎水平的柱狀節理) 

03-紅頭岩  火山碎屑岩與集塊岩、海蝕崖、紅土  

04-五孔洞  上升海蝕洞、節理主控洞的形態、玄武岩岩脈  

05-鱷魚岩、坦克岩、玉女

岩、雙獅岩、軍艦岩、情

人洞  

火山碎屑岩之海岸地形與景觀、隆起珊瑚礁  

06-象鼻岩  火山頸、水平柱狀節理及逐漸變化的節理系統  

07-龍頭岩  台電廢料儲存庫、岩體水文地質、地震、海嘯、颱風的威脅  

08-青青草原  老人岩之地質與地形、眺望龍門碼頭  

18:00-19:00 海老人風味晚餐   

19:30- 夜間自由活動   

9/11 

︵  

星  

期  

六  

︶  

07:00-08:00 蘭嶼別館早餐   

08:30-11:30 大天池  
火山口、池的成因、山地雨林、多層次的植物群落 -海濱、草原、

灌叢、森林  

12:00-13:00 海老人風味午餐   

13:30-14:30 氣象站  制高點、遠眺軍艦岩、東清灣、野銀部落  

15:20-15:45 

16:25-16:50 

蘭嶼 -台東  

蘭嶼 -台東  

德安 7510 班機  

德安 7512 班機  

17:55-18:45 台東 -台北  立榮 858 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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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蘭嶼地圖及各停駐點分布圖 

儘管颱風與班機延誤拉開此趟行程的序

幕，但是，我們終於還是飛向蘭嶼了。飛越一片

湛藍的海洋，天清氣明，氣流平穩，漸漸看到海

平面的彼端浮現一顆翠綠綠的小島，被湛藍的海

水包圍著，蘭嶼到了。  

社區發展協會的蘇瑞清老師帶著充滿陽光

的笑容來接機，大家騎著機車抵達蘭嶼別館放下

行李與用過豐盛的午餐後，開始了順時針機車環

島的精彩旅程。領隊林三賢老師身先士卒換裝成

短褲與拖鞋，戴上墨鏡，一身悠閒的南洋度假風

裝扮 (圖二 )，全體出發！  

在開始地質考察前，先至位於漁人部落的基

督教蘭恩文教基金會參訪，蘭恩自民國 68 年起

至今，已經在島上服務了 32 個年頭。這裡是一

個了解達悟族與地下屋文化的好地方，目前在蘭

嶼，野銀部落保有最多傳統地下屋，然而為了避

免觀光客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打擾或是不慎破壞

野銀部落的地下屋，蘭恩基金會在前方建造一棟

傳統地下屋供外來客參觀與體驗。蘇瑞清老師帶

大家鑽進地下屋裡，解說地下屋的各個部分與功

能，細數達悟生活的點滴，大家坐在地下屋中，

感受達悟祖先的智慧，如何在這個環境中，建立

起兼具防颱與各項滿足生活機能的家園 (圖三 )。 

 
圖二  蘭嶼別館前，整裝完畢準備出發的全體隊員 

(丁禕 攝) 

 

圖三 蘭恩文教基金會，參訪地下屋(朱育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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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蘭嶼地質之旅 

2.1 蘭嶼島形成的故事 

關於蘭嶼島形成的故事，得追溯到兩千萬年

前說起。大約二千萬年前的中新世早期，古南海

板塊向東南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之下，引發了一

連串的島弧岩漿活動，岩漿沿著菲律賓海板塊的

西緣上升、噴發，形成了一系列的島弧火山，名

為呂宋火山島弧。到了距今大約 5~6 百萬年以前

的中新世晚期，呂宋火山島弧的北段已大致形

成，這就是海岸山脈的前身；而此時，蘭嶼島早

期的岩漿活動，也在地底下逐漸開始。  

接下來，到了 3.3~1.6 百萬年前的上新世

中、晚期，由於菲律賓海板塊逐漸向西北移動，

呂宋島北端與亞洲大陸邊緣開始了弧陸碰撞運

動，在這個階段中，呂宋島弧北段的海岸山脈逐

漸脫離了古南海板塊的隱沒帶而停止了岩漿活

動。而此時，在海岸山脈南方海面上，同屬呂宋

島弧的蘭嶼島，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火山噴發活

動，這次的火山噴發，一直延續到一百萬年前的

更新世早期才逐漸終止。  

蘭嶼島的火山噴發順序從南方開始，首先以

大森山為可能噴發中心的火山噴發物，在蘭嶼島

的南部堆積。繼而以青蛇山、紅頭山為可能的噴

發中心的火山噴發物，在蘭嶼島的東北部、中部

堆積。其後，以尖禿山、殺蛇山為可能噴發中心

的火山噴發物，在蘭嶼島北端的東半部和西半部

堆積。至此，蘭嶼島的主體已大致形成。  

一百多萬年前的更新世初期，菲律賓海板塊

與亞洲大陸邊緣的碰撞造山達到最高峰，中央山

脈快速隆起為陸地，呂宋島弧的北段也與台灣島

斜聚合、在東南方形成海岸山脈。此時蘭嶼島也

離開了古南海板塊隱沒帶而停止了火山活動；小

蘭嶼因位於較南端，遲至更新世的晚期 (約二萬

年前 )，才停止了火山活動。蘭嶼島在脫離隱沒

帶之後，開始迅速向西北方擠壓、抬升，進入了

弧陸碰撞初期，加上受到更新世中、晚期 (50 萬

年前至 1 萬年前 )四次大冰期海升、海降的影響，

蘭嶼島也因為反覆的侵蝕、風化、崩移、堆積，

而形成沈積性的地層，分佈於現今的海階和沿海

平原上。從更新世晚期 (約 10 萬年前 )到現在，

蘭嶼島平均以每年 3.2mm 的速率上升；再由最

近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研究，顯示蘭嶼島正以每

年 82mm 的速率，向西北聚合之中。  

蘭嶼全島由安山岩和集塊岩或凝灰質集塊

岩構成，局部夾有粗粒玄武岩岩脈、角閃岩、閃

長岩、輝綠岩及蛇紋岩等。角閃安山岩與輝石角

閃安山岩之火山熔岩出露在島的中央部分，四周

為火山碎屑岩所覆蓋。火山岩所構成之高地的邊

緣，局部為沖積扇和崖錐碎屑物所圍繞，沿海有

隆起珊瑚礁。  

 

圖四 由椰油部落眺望饅頭岩連陸島(朱育正 攝) 

2.2 饅頭岩 

告別蘭恩基金會，從漁人部落出發，一路上

沿著美麗的八代灣海邊而行，很快就來到椰油部

落，經過開元港，饅頭岩連陸島就在眼前 (圖四 )。

饅頭岩是一塊具有火山頸柱狀節理構造的安山

岩體，突出在海蝕平台之上，圓圓的外型相當醒

目且討喜，當搭乘飛機接近蘭嶼時，在空中最先

看到的地標，就是這塊饅頭岩。  

當火山爆發時，岩漿經由裂隙管道傳輸至地

表，這些火山通道由岩漿凝固而成，質地緻密堅

硬能抗風化侵蝕，故可存留甚久，饅頭岩能單獨

突出在平坦的海蝕平台上，就是這個原因。  

岩漿噴出地表或貫入岩層後，溫度逐漸降

低，岩體因冷卻收縮而成柱狀節理。火山頸的柱

狀節理排列方式，取決於形成時，火山通道在整

個構造體系中所處的高低上下位置。當火成岩生

成於岩漿道深處或為基性岩脈時，冷卻等溫線將

平行岩漿道或基性岩脈，其所形成之柱狀節理也

將垂直於岩漿道或基性岩脈，成為水平或微傾斜

之柱狀節理排列的石柱，而饅頭岩之柱狀節理，

即為近乎水平。  

構成饅頭岩的火山頸為殘留之火山通道，火

山爆發時，岩漿穿越地殼流出地表，在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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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沿途可能會捕擄一些包裹體，這些包裹體可

能來自於海洋地殼或甚至是大陸地殼，蘭嶼饅頭

岩安山岩中即含有捕獲自海洋地殼的閃長岩聚

晶團塊及少見的來自大陸地殼的花崗岩包裹

體，相當特別。  

2.3 紅頭岩 

從八代灣遠眺紅頭岩，遠遠望去就像一個人

臉的側面般，栩栩如生。站在紅頭岩下方的馬路

上，便可見到清楚的火山碎屑沉積構造，大大小

小的黑色岩石層層排列，層理與水平面大約為

20 度傾角 (圖五 )。紅頭岩的火山碎屑沉積岩是由

火山礫石、碎屑匯結而成，海底火山噴發時，這

些碎屑沿著火山斜坡傾洩而下，由重力的驅動作

用產生碎屑流，在火山斜坡上快速堆積下來而

成。  

林老師與蘇老師引導學員們觀察露頭的岩

性、構造、傾斜角度等。靠近岩壁的地上滿滿是

山羊排遺，氣味濃厚，但完全阻止不了大夥熱情

的學習動力，大家認真地聽解說、拍照、上前觀

察，精神十分可佩。  

 

圖五 紅頭岩下方的火山碎屑沉積構造，傾角約 20 度

(丁禕 攝) 

2.4 五孔洞 

五孔洞是五個相鄰的海蝕洞，達悟族人將每

個洞都賦予不同的名字，第一個洞名為「蛇窩」，

第二個洞是「休息的地方」，第三洞叫「相撲洞」，

源於朗島與椰油部落角力相撲的地方，傳說兩村

人若有事衝突，通常在此開始角力相撲並分出勝

負 (圖六、圖七 )。第五個洞則叫「杵小米之地」，

傳說附近村莊的老人常在此洞打小米。在達悟族

文化中，五孔洞中有會傷害婦女與兒童的惡靈，

因此被視為禁忌之地，婦女與孩子是被禁止前來

的。  

 
圖六 五孔洞的第三個海蝕洞，其與第二個海蝕洞內

部相連通(朱育正 攝) 

 
圖七 五孔洞之第三洞，由洞內望向洞外的藍天白雲

剪影(何樹根 攝) 

由地質角度來看，五孔洞為集塊岩或凝灰質

集塊岩所構成，凝灰質集塊岩之塊礫為黑色不規

則狀玄武岩或玄武岩質輝石安山岩，其粒徑大小

由數公分至數公尺不等，普遍有不規則之氣孔，

氣孔多者類似火山渣或為基性浮岩之狀，氣孔常

為霰石所充填。少數礫塊為綠色角礫狀之蛇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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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其基質為火山灰、砂、礫等，或粗細顯著分

明之層狀，或大小相雜而無層理。集塊岩層節理

順著裂隙發育，經海浪衝擊而形成一系列海蝕

洞，後由於海水面下降陸地上升而露出水面，有

多個海蝕洞而名為五孔洞。洞口外集塊岩所構成

之崖壁有一侵入之基性岩脈，為粗粒玄武岩，其

所形成之柱狀節理垂直於該脈之兩側界面。  

蘇老師帶我們走進第二個洞，從這個洞裡可

以連通到第三個洞出去。在洞裡，蘇老師特別指

引我們觀察生長在高高岩壁上的蘭嶼秋海棠，這

是蘭嶼島上的特有種植物之一。在達悟族的文化

中，蘭嶼秋海棠是禁忌的植物，雖然肉質葉柄可

食用，但是不可吃其花梗，否則便會耳聾聲啞。

不可食用花梗的這項禁忌保住了蘭嶼秋海棠的

繁殖生機，在達悟族各種充滿神秘面紗的禁忌背

後，實則蘊含著尊重生命、維護自然的精神阿！

在第四個洞內，一處會滴水的不起眼的小角落，

蘇老師讓我們蹲下來觀察，只見滿地都是一顆顆

迷你的小石筍，原來是洞內的孔隙水中富含鈣

質，滴落地面形成碳酸鈣沉澱，長久下來便形成

了這片小小石筍林。蘇老師叮嚀著，這片美麗的

小石筍形成不易，更需要大家的珍惜與愛護 (圖

八 )。  

 

圖八  五孔洞內，宛若小山水畫的洞內迷你小石筍，

形成不易，願大家愛惜(丁禕 攝) 

2.5 鱷魚岩、坦克岩、玉女岩、雙獅岩、軍艦岩、

情人洞 

沿著環島公路續行，一路上有許多形狀特別

的大型岩塊矗立海邊，這些岩塊的岩性都是火山

集塊岩或火山角礫岩為主，有時夾有部分碎屑熔

岩流以及凝灰角礫岩，堅硬又形狀各異，而得到

各個有趣的名字。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鱷魚岩與

坦克岩 (圖九 )，鱷魚岩與坦克岩皆是火山集塊岩

構成的獨立岩，早年自母岩崩落於珊瑚礁群體

中。因珊瑚礁不斷成長，常將集塊岩體包覆其

中。地殼隆起後露出海面，經長年海蝕風化形成

獨特的外型。前者類似一鱷魚頭，張大嘴巴昂首

向天，後者則像一部正在搶灘上岸的坦克，只差

一根砲管，令人讚讚造物者的巧手與幽默。  

接著經過玉女岩，到達雙獅岩，大家對矗立

海邊這兩隻栩栩如生的巨大獅子讚嘆不已，全員

在兩隻大獅子前留下美麗的合影 (圖十 )。蘇老師

說，左邊是隻公獅子，右邊則是母獅子，公獅子

向母獅子求愛，母獅將頭一轉，轉向左方，也就

是朝向馬路與我們站立的方向，說：「這麼多人

在看，我會害羞。」大家聽了無不莞爾。  

 
圖九 海邊的張處長與鱷魚岩(丁禕 攝) 

 
圖十 全體學員於雙獅岩前合影 

(蘇瑞清 攝，林銘郎 提供) 

沿著清澈湛藍的東清灣海邊續行，便來到了

軍艦岩展望點，馬路的對面則是情人洞。軍艦岩

的外形真的很像軍艦 (圖十一 )，蘇老師說，在二

次大戰的時候，軍艦岩曾被美軍誤認為是日本軍

艦，轟炸許久，仍毫無動靜，後來派遣小艇前來

查看之下方知原來竟是岩石，從此軍艦岩得此名

號。軍艦岩雖距離陸地不遠，但由於周圍海流複

雜，不易登陸島上，但曾有蘭嶼監獄 (監獄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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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清灣海邊，囚禁的犯人大多身分特殊 )的囚犯

逃獄後自行泅游到軍艦岩上，待了數日後，軍方

人員好不容易才靠近軍艦岩，上去把囚犯帶回。 

 

圖十一 夕陽伴著海面上的軍艦岩(朱育正 攝) 

2.6 象鼻岩 

象鼻岩是一典型殘餘火山頸露頭，具有發育

良好的水平柱狀節理及向上逐漸變化的柱狀節

理系統 (圖十二 )，這是因為當岩漿於岩頸轉折處

凝固，冷卻等溫線將隨岩漿通道深度而改變，其

所形成之柱狀節理之態勢亦漸次改變而成。柱狀

節理一節一節的整齊排列，剛好就像大象長鼻子

上的粗厚皺紋，遠觀就像是一隻大象在海岸邊用

長長的鼻子在汲水，模樣十分逼真。而在象鼻岩

火山頸外環，因岩漿侵入而與週遭碎屑岩接觸熱

變質作用之殘留十分顯著。  

 
圖十二 象鼻岩輻射排列之火山頸柱狀節理(何樹根 攝) 

在這裡，除了象鼻岩的柱狀節理鼻子讓大家

興致勃勃觀察很久外，另一個讓大家也興致勃勃

觀察很久的就是山羊了。蘭嶼處處是成群的山羊

(這些山羊都是有人養的，千萬不可一時興起而

順手牽羊喔 )，山羊真不愧是「山」羊，非常會

爬山，不論是危崖岩壁還是高聳的巨石頂，處處

皆可見到山羊的蹤影，每隻山羊總是以一派從容

優閒的姿態，或站或坐或臥，睥睨著馬路上這些

俗不可耐的觀光客。山頂與岩石上的山羊殺了不

少我們這行人的相機記憶體，甚至有學員為了拍

山羊的姿態，從路旁的山坡上一路往上爬，只為

拍到生動的山羊照，看來山羊哥的吸引力，一點

也不輸給沿路的美景與露頭阿！  

2.7 青青草原 

青青草原位於蘭嶼的西南方，為一隆起之珊

瑚礁台地，是島上觀看夕陽的最佳聖地，因此，

林銘郎老師為大家安排的行程，便是在傍晚時分

抵達青青草原觀察老人岩及周遭火山頸地貌兼

賞夕陽。但由於在之前的停留點大家花了較多時

間討論及拍照，因此到達青青草原時，已趕不上

觀賞夕陽美景，太陽已經沉落海中，天色幾乎全

都暗下來了。  

位於旁邊的老人岩，攀下青青草原邊緣的峭

壁可抵達，但因時間已晚之故，我們並未攀爬，

僅在青青草原上觀察其地形。老人岩四周原為一

爆裂火山口，此火山口高度略高於海平面，長期

受海浪侵蝕而形成海蝕平台，之後因海平面上

升，海蝕平台上開始發育珊瑚礁，接下來，又因

板塊碰撞陸地抬升，海蝕平台上的珊瑚礁抬升到

海面上後經過侵蝕作用，乃形成今日之老人岩。

老人岩的四周出露殘餘火山頸，這些火山頸由海

蝕平台延伸至隆起珊瑚礁台地，是蘭嶼島上火山

頸地貌重要景點之一。  

沿著青青草原步道底端，為一突出之海岬，

雖然本行因時間之故不及走到海岬處，但是遠觀

之下，從海中矗立直上的地形十分搶眼，於是該

海岬被在場老師們戲稱為「斷背山」，一時間笑

聲四起 (圖十三 )。  

離開青青草原後，本日行程告一段落，晚上

在海老人風味餐廳享用美味晚餐，之後為自由行

動時間，地工界前輩們聚在一起敘舊，酒酣耳

熱，好不暢快。部分成員跟隨當地社區發展協會

的周朝清老師去進行夜間生態觀察，看到蘭嶼角

鴞、 (睡覺的 )巴丹綠繡眼等蘭嶼特有種生物，看

青蛙、找綠蠵龜，聽周老師講述有趣的蘭嶼生態

故事，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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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夕陽西下的青青草原海邊，中為老人岩，右

為被戲稱為「斷背山」之海岬，為青青草原

步道終點(丁禕 攝) 

2.8 大天池 

第二天一大早，張處長神清氣爽地跟大家

說，清晨五點騎著機車上氣象站看日出，蘭嶼的

日出說有多美就有多美，羨煞我們這些因為貪睡

所以沒有起床的懶惰鬼們。  

用過早餐後，蘇瑞清老師穿著雨鞋，笑瞇瞇

地出現，帶著大家騎車到大天池登山口，開始了

第二天最精彩的行程─大天池。大家問起到達大

天池到底需要走多久？蘇老師用著高深莫測的

笑容說，為了讓大家都能乖乖爬上去，所以不管

實際上頇爬多久，都跟大家說是一個半小時。  

熱身活動是從登山口沿著階梯走到第一個

景觀亭，大約一百公尺的步程，蘇老師在此解說

在熱帶雨林環境會出現的植物，講到精彩之處，

連一旁經過的大學生團也來湊一腳聽解說。景觀

亭是新闢成的，旁邊留有因開挖而出露的新鮮紅

壤剖面，是現場最好的教材 (圖十四 )。景觀亭向

下俯瞰青青草原、湛藍海水、小蘭嶼，景緻絕佳！  

由景觀亭續上，樓梯步道結束，接上泥土山

路。由於莫蘭蒂颱風剛過境，連日的豪雨使得山

路濕滑，泥濘不堪，走在其上，鞋子褲子很快就

沾滿了泥土，但是大家還是很認真地爬山，很認

真地想到大天池一探火山口地形之究竟。其實蘇

老師所說的一個半小時確實滿準的，全員約莫在

一到二個小時之間，陸續抵達大天池。此刻的大

天池是滿水位的，湖水淹過原有的湖畔步道，邊

緣僅剩小面積腹地可供站立。我們與友團大學生

們擠成一團，雖然地狹人稠大家擠得很不好意

思，但是能在山上見到就是有緣，彼此都很客氣

地禮讓，更添大天池之行美事一樁。  

 
圖十四 大天池途中涼亭旁的紅壤剖面，感謝林明郎

老師擔任專業比例尺(丁禕 攝) 

大天池帶有一股神秘的氛圍 (圖十五 )，在蘭

嶼傳說中，大天池是惡靈池，是最神秘、最禁忌，

最詭譎多變的地方。關於為何大天池是惡靈池，

有可能是這樣來的：由於蘭嶼森林的屬性為熱帶

雨林，在其高溫、潮濕的環境裡，空氣中處處充

滿沼氣、二氧化碳、分解者的微粒等，這些物質

會使人致病或中毒，中國大陸南邊與中南半島亦

稱這些物質為「瘴氣」，若長時間吸入大量這些

對人體有害的物質，可能會引發休克、昏迷，甚

至死亡。再者，大天池位在群山之間，周圍森林

茂密，獸徑、獵路錯縱複雜，早年大天池登山步

道並未若現今一般開闊好走，更沒有設置指標，

不熟悉路徑者相當容易一不小心在溪谷或森林

中錯失正路方位，最後迷失在茂密叢林中無法脫

困，就像是被惡靈擄去一般。這裡的天氣狀況多

變，前一刻艷陽高照，下一刻可能就起大濃霧，

攀爬大天池頇切記安全第一。  

 
圖十五 充滿神秘氣息的大天池，達悟傳說中的惡靈

池(朱育正 攝) 

蘇老師在湖畔姑婆芋的葉子上發現一隻光

澤蝸牛，招呼大家快來看。光澤蝸牛通體瑩白，

是公認台灣最美麗又最可愛的蝸牛 (圖十六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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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旁邊一株植物的葉子上也出現了另一隻蝸

牛。陽光下的光澤蝸牛實在是太美麗了，讓所有

的相機紛紛出動，對著小蝸牛們拍個不停。此時

只見陳正興老師一邊叼著菸一邊拍著小蝸牛，性

格的姿態著實是一絕阿！  

 
圖十六 蘭嶼特有種，最美麗的小蝸牛─光澤蝸牛 

(何樹根 攝) 

拍完登頂團體照後 (圖十七 )，一行人陸續下

山，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加上山路泥濘濕滑，

十分容易滑倒。大夥一路小心行走，鞋子褲子都

已沾滿了泥土。樂觀的一行人邊走邊說笑，提升

團隊士氣：  

「大家慢慢來，一步一步踩著樹根走，就不

會滑了。」  

「那我最安全了，我前面就是何樹根！」  

大夥兒說說笑笑的，很快便平安到達山下，

騎機車打道回蘭嶼別館，趁著還有些時間，大家

沖腳的沖腳，洗澡的洗澡，曬鞋子的曬鞋子，洗

去一身的汗水與髒污，神清氣爽準備共進午餐。

這是此行在蘭嶼的最後一頓飯了，海老人餐廳熱

情豪邁的老闆娘多端出了好幾道私房拿手菜請

大家享用，讓爬完大天池後早已飢腸轆轆的大家

感動萬分阿！  

2.9 蘭嶼氣象站 

用過午餐後，來到本次行程最後一站─蘭嶼

氣象站。上氣象站這條路叫做「中橫」，可以直

接從西邊的紅頭部落翻過蘭嶼的「中央山脈」，

到達東邊的東清部落。中橫上有條岔路可以直上

蘭嶼氣象站，這是台灣最東南角的氣象站，是觀

測颱風非常重要的第一陣線。由中橫上氣象站的

路非常陡，尤其是機車雙載的人，很怕因為自己

太重讓機車騎不上去，那可就糗大了。  

最早的蘭嶼氣象站設立於日治時代 (民國 29

年 )(圖十八)，由於是最台灣的最東南方的離島，

是觀測颱風的前哨站，從日治時代到光復後，一

直是台灣地區最重要的氣象站之一。蘭嶼氣象站

位於制高點，景觀絕佳，不僅是氣象觀測的前哨

戰，同時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從蘇老師

指引我們觀察牆壁上二次大戰留下的彈孔，便可

窺知一二。氣象站是白色的建築物，前方草地上

有一白色石桌石椅，襯著蔚藍的天空，碧藍的大

海，頗有浪漫的地中海風情阿 (圖十九 )！於是，

全體人員有志一同地一起在白色石桌處留下了

地中海風情的美麗紀念大合照 (圖二十 )。  

氣象站位於制高點，俯瞰美麗的東清灣，清

澈的藍色海水中搖曳著一株株活色生香的七彩

小珊瑚。若大家有幸再度造訪蘭嶼，潛水是一定

要的！  

 
圖十七 大天池畔的團體照(蘇瑞清 攝，朱育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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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氣象站後方的紅磚建物原為舊氣象站主體建

物，爾後損毀，之後以現今白色建物(圖後)

取代之(丁禕 攝) 

 
圖十九 海天一色的浪漫地中海風情與高秋振先生的

優美背影(丁禕 攝) 

 
圖二十 蘭嶼氣象站前團體大合照(蘇瑞清 攝，朱育正

提供) 

 
圖二十一 午后的蘭嶼燈塔，好好享受此刻的美景  

(何樹根 攝) 

三、揮別蘭嶼 

拜訪完氣象站後，搭乘第一梯次班機回台東

的人員收拾好行李，到機場報到，而搭乘第二梯

次班機的人員尚還有一個多小時的空檔，因此抓

住這段時間，想拜訪燈塔的去拜訪燈塔 (圖二十

一 )、想悠閒喝杯咖啡的找間特色咖啡座品嘗一

杯海景咖啡、想看海的去海邊坐著發呆 ...，真是

羨煞得趕著搭乘第一梯次班機的成員了。  

小飛機從蘭嶼機場跑道起飛，飛到饅頭岩的

上空轉彎，向西北方的台東飛去，蘭嶼島越來越

小，最後消失在海面上 (圖二十二 )。  

蘭嶼，對大部分的台灣人來說，太近，又太

遠。它太近了，近得只是隸屬台東縣的一個鄉，

使得很多人如果能有多天一點的長假，寧願出國

旅遊，多看看其他世界。它太遠了，交通不便，

交通費又太貴，使得很多人若有同樣的預算，寧

願去東南亞旅遊，可以當大爺。但也許就是因為

這樣太近又太遠的距離，得已使蘭嶼保存著很多

原始而美好的一面，加上達悟族人愛惜故鄉與祖

靈土地的團結力量，有幸踏上蘭嶼島的人，都能

被這塊島嶼的自然與野性，深深感動著。  

 

 
圖二十二 飛離蘭嶼，機上俯瞰椰油村(朱育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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