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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海峽兩岸交流研討會會後參訪～黃山  
李國誠*

一、前言 

地工技術基金會成立 32 年來，定期舉辦

工程地質研討會，一直深受工程界的肯定與愛

護，足跡遍及草嶺、東台灣、澎湖、中橫梨山、

恆春半島、長江三峽、TBM 隧道、大屯山地

區、金門、廬山、奧萬大、綠島、溪頭、澎湖、

花東、馬祖、龜山島及東北角、小琉球及南台

灣、武夷山、蘭嶼、張家界、基隆嶼、蘇花公

路、九寨溝、大甲溪與青山電廠、阿里山地質、

青藏高原、湖山水庫、日本東北 311 地震復

原及重建……等地，2016 年 3 月 24 日至 27

日由學術委員會安排走訪黃山 (中國十大風景

名勝中唯一的山嶽風景區 )及週邊區域。  

黃山山頂一般在 10 月下旬至次年 4 月下

旬常會出現冰凍，冰凍的平均天數為 100 天左

右；在 11 月中旬至次年 3 月中旬還會出現嚴

寒天氣，全年約有 20 天。黃山也是安徽省降

雨量最多的地區之一，全年降雨日數約為 182

天，年平均降雨量為 2395 毫米，最長連續降

雨天數為 40 天，雨量較少是冬季，最多的是

春夏兩季，5 月份常有暴雨，6~9 月份，其降

雨量約為全年的 48%。本次行程安排在 3 月

底，原本擔心山上氣候不佳而影響行程，但團

員們很有福氣都遇上很棒的天氣、晴空萬里，

天氣好到連雲海都捨不得出來露臉。 

此次，除了欣賞黃山之美外，亦造訪鄰近

的一個古老村落—宏村及道教四大名山之一~

齊雲山，也將於本文中逐一介紹。  

二、黃山歷史與簡述 

黃山歷史悠久，遠在六、七千年前，即西

元前 51 世紀，人類就已經在這片美麗富饒的

山區勞動生息了。在距今三、四千年的殷商時

期，這裡曾居住著一支叫山越的先民。山越乃

百越中的一支。在春秋戰國時期，這裡先屬

吳，吳亡屬越，越亡屬楚。秦始皇統一六國之

後，實行郡縣制，這裡為會稽郡屬地。南朝時

開始設置新安郡，郡府搬遷又始終未離開新安

江上游，徽州古稱新安，其源蓋出於此。宋代

徽宗宣和三年五月廿四日 (西元 1121 年 )，歙

州被詔改為徽州。關於徽州名稱的起源，一說

因其境內有徽嶺、徽水、大徽村等，州則因地

得名；另一說趙宋王朝是取“徽者、美善也”之

意，炫耀他對這一地區的失而復得。此二說並

存了八百多年，州名亦被歷代沿用至今，清康

熙六年 (西元 1667 年 )建省的時候，就是摘取

安慶、徽州二府首字作為省名的。  

徽派文化底蘊豐富，內涵深廣，是我國三

大區域文化(藏學、敦煌學、徽學 )之一，涵蓋

了哲、經、史、醫、科、藝諸多領域。黃山市

位於皖、浙、贛三省交會處，群山環抱之中，

古代徽州歷來有“山深不偏遠，地少士商多”之

說。每當中原戰亂之秋，這裡就成了臥虎藏龍

之地，它既是亂世的世外桃源，又是治世的人

才寶庫。古徽州文風昌盛，教育發達，“十家之

村，不廢誦讀”，因此歷史上以才入仕、以文垂

世者，代不乏人，燦若繁星。「辭海」的單列條

目中，徽州名人有 50 多人，列全國各州府之

首。據不完全統計，明清兩代中進士 542 人，

舉人多達 1513 人。連科三殿撰，“十裡四翰

林”、“父子宰相”、“四世一品”者並不鮮見。  

明清時代徽商稱雄商界長達二、三百年，

有 “無徽不成鎮 ”之說。徽商賈而好儒， “官、

賈、儒”三位一體，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徽州文

化。歷史上各種人才應運而生，學術研究異彩

紛呈。活字印刷術創始人畢昇，宋代理學集大

成者朱熹，明清三朝元老、軍機大臣許國 (歷

仕明嘉靖、隆慶、萬歷 )、曹振鏞 (歷仕清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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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道光 )，富可敵國的大鹽商鮑漱芳，著

名戲劇家汪道昆，醫學家汪機、汪昂，徽墨、

歙硯高手李廷、李少微，新安畫派的創立者和

近代著名代表漸江、黃賓虹，哲學家戴震，理

財家王茂蔭 (馬克思「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

中國人 )，珠算大師程大位，近代教育家學者

有陶行知、胡適，音樂家張曙，還有工程技術

專家詹天佑、鄭復光，孫中山元帥府秘書長、

近代法學家徐謙…等，都是徽州人。  

同時，由徽商興盛而形成了新安理學、新

安醫學、新安畫派、徽派盆景、徽墨歙硯、徽

派建築、徽雕、徽刻、徽劇、徽菜等獨具地方

特色的文化流派。現已發現地面文物 4900 多

處，其中列入國家和省級重點保護的 45 處。

直至今日，黃山大地上仍遍佈古橋、古塔、古

亭閣、古宗祠、古牌坊，猶如一座天然的歷史

大博物館。  

三、黃山之地貌與地質 

3.1 峰林地貌 

黃山四周群山起伏，均為低山丘陵，獨有

黃山出類拔萃，巍然屹立為花崗岩峰林地貌。

峰林石柱，雄奇壯觀；怪石遍佈，千姿百態，

是黃山地貌景觀的最大特色。  

黃山最高海拔 1864 米 (蓮花峰 )，平均海

拔約 1600 米，千米以上高峰有 77 個，主峰

相對高度多在千米左右。形成峰頂尖陡，群峰

林立的地形(圖一)。  

在平面上，除太平岩體分佈區多為丘陵低

山外，黃山主體地貌分兩大區。中心部位為起

伏平緩的山頂面區，此區內光明頂為古剝蝕面

殘留，地形平緩，最大坡度約為 20°。平頂面

區岩石，風化後形成較厚的砂石層，平均 2.5

米以上，最厚達 10 米。除中心區外，四周廣

大地區，則為地形強烈切割區。山體受抬升運

動、重力崩解及流水的影響，遭受強烈切割。

切割深度多在 500~1000 米之間，成為懸崖峭

壁，坡陡峰險，險峻處坡度在 60°~74°之間，

有的則近於直立。 

自黃山中心部位，向四周成放射狀排

列，展布著眾多的山間溝谷，有 U 谷，V 谷

及谷中谷，較大的有 36 條。這些切割較深的

溝谷，自內向外，由深谷漸變為寬谷。根據峰

林地貌的形態，全山又可分為塊狀峰林、簡狀

峰林等多種。塊狀峰林，以朱砂、眉毛、鼇魚

等峰為代表。簡狀峰林，以蓮花、天都、蓮蕊

諸峰為代表(如圖二所示)。北坡獅子林至芙蓉

嶺，展布著數條南北方向平行排列的山脊，脊

薄如刀刃，稱之為刀刃式嶺脊。西海排雲亭深

谷兩側則多是陡懸破碎的峰林。  

花崗岩石林、石柱的廣泛分佈，是黃山地

貌又一奇特之處。石林由較多的垂直石柱並立

而成，典型的有石筍、東海門群峰等。獨立的

石柱在黃山分佈也較多，多分佈在峰的邊緣， 

 
圖一  黃山各峰分佈圖 

 
圖二  峰林地貌代表 (蓮花峰及天都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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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啞口或山谷中。石柱即古黃山志中的所謂

“石人 ”，清人方蘊山「石人」詩中有 “峰頭多

石人”之句。  

黃山不僅是一座峰林石柱的大觀園，而且

是奇石巧石的天然陳列館。其中又有不少是屬

於“石蛋”型的，如天都峰的仙桃石、仙桃峰上

的飛來石等。它們都是裸露的花崗岩，沿著花

崗岩的立方節理風化後形成的。  

黃山在垂直方向上留存有三級古剝蝕

面，是高一級剝蝕面海拔 1650~1800 米，如

光明頂、等處。次一級剝蝕面為 1300~1500

米之間，如朱砂峰、紫石峰等峰頂。最低一級

的剝蝕面約為 600~700 米，如溫泉一帶。山

週邊兩岸河谷也可見三級較平坦的階地，前山

週邊高差約 100 米，後山至太平甘棠一帶，

則有兩級階地，高差約 50 米。這些階地的存

在，顯示出黃山山峰自第四紀以來，仍有間歇

上升的趨勢，為新構造運動所造成。南部河灘

階地高差大，顯示地殼運動的力量強，帶有向

北斜掀的性質。  

黃山岩體的受內外因素作用，沿垂直斷裂

長期崩落風化，形成了眾多的陡峭群峰。規模

較小者，風化成石柱、石林；而沿立方體(或長

方體 )節理風化則成渾圓或帶有棱角的 “石

蛋”。沿斷裂受流水沖蝕的，形成一處處溝谷。

至於黃山的洞穴，多為岩塊崩落堆砌而成。 

黃山無數石景都是花崗岩歷經千變萬化

的產物。這種變化是受一定的規律制約的。主

要受斷裂的形態、大小、密集程度、地形高度、

積雪積水條件影響。“前山雄偉，後山秀麗”的

原因，主要是前山斷裂巨大而較稀，後山節理

密集而多姿，同時風化條件也有差異而造成的

(維基百科，2016)。  

3.2 地質結構 

黃山在大地構造上，處於江南古陸與其以

北的下揚子台坳的接觸帶上，位於這兩大地質

構造單元的過渡地帶。其主要地質構造線與山

脈的走向基本一致，均為東北—西南走向。黃

山的主體部分為花崗岩類所組成 (圖三中的 I1

類 )。僅在逍遙溪斷層以南，為晚元古代沉積

生成的砂岩、石英砂岩、火山岩、變質火山岩；

前山稱黃山岩體，芙蓉嶺以北，為太平岩體。

太平岩體與黃山岩體成南北向橢圓形展布，但

二者地貌截然不同。太平岩體為丘陵低崗，土

壤覆蓋；黃山岩體峻峭突兀，蔚為壯觀。  

黃山岩體平面上作近東西向的橢圓形，長

軸方向長約 15 公里，短軸方向約 10 公里，

面積約 107 平方公里。岩體按其生成順序和

岩石結構的不同，又分為兩部分：黃山花崗岩

和獅子林花崗岩。前者占黃山 90％以上，形

成于中生代燕山晚期；後者位於黃山中心部分

(略偏西 )，僅有 7.7 平方公里，形成時間略晚

於黃山花崗岩。  

黃山風景區

 
圖三  黃山區域工程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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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山花崗岩北至芙蓉嶺與太平岩體為

界，南至黃山賓館，東至黃獅壋，西至雲門峰

(湯嶺關以西)。黃山花崗岩多為肉紅色，主要

組成礦物有長石(紅色白色粗粒長柱形 )，約占

岩石的 60％；石英 (煙灰色細粒 )，約占岩石的

40％；還有黑色礦物 (黑雲母、角閃石 )。此外

尚含微量磷灰石、磁鐵礦等 23 種副礦物。富

含氣成礦物如螢石、黃玉等。黃山花崗岩岩體

中心是粗粒似斑狀結構，占岩體面積 90％以

上，構成懸崖峭壁、奇峰異谷。  

黃山岩體的最大特點是斷層和節理發

育。經實測的主要斷層有：前山的黃山斷層，

或稱逍遙溪斷層，由釣橋庵至湯口，自西北向

東南延伸，長 14.5 公里。西南側 (桃花峰一側 )

相對上升，東北側 (紫石峰一側 )相對下降，並

有數十米水準距離的錯動，沿斷層線侵蝕成斷

層谷，逍遙溪主要流經此斷層谷。在主斷層線

北側，平行並列有數條斷層破碎帶。中部的蓮

花峰斷層，位於獅子林岩體與黃山岩體之間，

作西北方向(280°)延伸，長約 3.5 公里。後山

的蠟燭峰斷層亦作西北方向 300°延伸，長約 7

公里，排雲亭至西海溝方向亦為一大斷層，遺

留有斷層懸岩。  

黃山花崗岩中節理非常發育。按其在平面

圖延伸方向，主要有四組：西南 245°、北偏

東 9°、西北 288°及西南 201°。按成因分，有

岩漿冷卻凝結時的張力節理、岩體凝固後受動

力作用產生的節理及溫差重力滑動等作用形

成的表生節理三類。按形態和產狀分，則有立

方體節理、垂直節理、縱節理，橫節理、X 形

節理及不規則節理等 (百度百科，2015)。  

3.3 冰川遺跡 

黃山第四紀冰川遺跡，是我國著名地質學

家李四光於 1936 年到黃山考察時首先發現並

論證的。立馬峰的 “冰川擦痕 ”及其他冰川遺

跡，打破了中國東部大陸無冰川的觀點。他的

論文「安徽黃山更新世冰川現象之確據」發表

後，曾得到中外一些地質學家的贊同。  

黃山第四紀冰川遺跡，主要分佈在前山的

東南部。典型的冰川地貌有：冰川移動刨蝕而

形成的 U 形谷(如逍遙溪、苦竹溪)；兩條 V

形谷夾刨蝕殘留的薄如刀刃的刃脊 (如眉毛

峰、薄刀峰、鯽魚背等 )；三面冰斗刨蝕遺留

下來的角峰(天都峰峰頂)。百丈泉、人字瀑是

冰川支谷與冰川主谷相匯成的冰川懸谷。逍遙

溪至湯口、慈光閣、黃獅壋、烏泥關等河谷和

河床階地中，分佈有冰川搬運堆積的冰磧層

(泥石 )；相傳是軒轅黃帝煉丹的 “丹井 ”、 “藥

臼”，也是冰川作用而形成的冰臼 (如圖四所示 ) 

(安徽黃山地質公園入口網站，2016)。  

 
圖四  軒轅黃帝煉丹的“丹井”(冰川作用而形成

的冰臼) 

四、行程紀要 

本次的黃山地質研討行程共四天，簡要行

程列表及紀要詳述如下：  

表一  黃山地質研討行程簡表 
天數 行程摘要  

Day1 湯口雲谷索道黃山北海景區入住西海酒店

Day2
西海景區光明頂白雲景區 (仙跡橋 )入住白

雲賓館  

Day3
玉屏景區玉屏索道宏村入住春滿五里桃源

會所  

Day4 齊雲山景區屯溪老街、黎陽 in 巷返回台北  

第一天 (湯口至黃山北海景區) 

黃山為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中唯一的山嶽

風景區，以“奇松、怪石、雲海、溫泉及冬雪”

五絕著稱於世。首先，由黃山的後山乘坐雲谷

索道上山，向北海景區邁進，當山上氣溫約接

近零度，因此山頭上及松樹梢上均可見片片殘

雪 (圖五 )。上山後，一路上目光早已被各式的

奇松、怪石給吸引，約步行半小時後，來到北

海以東的始信峰，此峰三面臨空，懸崖千丈，

壁立如削，峰頂遍佈奇松，古有“不到始信峰，

不見黃山松”之諺。峰下溝壑深幽，風雲變幻

莫測，遊人至此，終於“始信黃山天下奇”，因

得此名「始信峰」。午後，又來到黃山 36 大峰

之一的“獅子峰”，海拔約 1690 米，整座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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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似一隻伏臥的雄獅。途中經“清涼台”位於獅

子的腰部，亦稱“北海的風景窗”，此處是觀雲

海及日出的理想之地。  

下午一路在北海景區觀賞各式的奇松如黑

虎松、團結松、連理松(圖六 )、探海松…等，

就在目不睱給的景色招呼之下 (圖七)，一路來

到了白鵝山莊稍做歇息(圖八 )，並在此處平台

欣賞遠處山景及遠眺飛來石 (圖九)，伴隨著夕

陽，大家也來到第一晚住宿的西海酒店(圖十)。 

 
圖五  北海景區之殘雪雪景 (李國誠攝) 

 
圖六  連理松(有如夫妻一般相依而立) (李國誠攝) 

 
圖七  猴子觀海 (李國誠攝) 

 
圖八  於白鵝山莊前合影 (高秋振攝) 

 
圖九  遠眺飛來石 (李國誠攝) 

 
圖十  遠眺西海酒店及夕照 (高秋振攝) 

第二天 (西海景區、光明頂及白雲景區) 

今日的行程最為挑戰也是在黃山上路程最

長的一天，但不少團員搶先在天光未露時即已

經前往丹霞峰欣賞日出。隨後用過早餐，即前

往本次黃山行程重頭戲之一“夢幻景區—西海大

峽谷”，此景區是黃山另一絕勝之處，偉、奇、

險、幽相容並蓄，景區內奇岩林立，怪石遍佈，

石峰簇擁(圖十一)，谷底幽深，雲霧繚繞…，眾

美紛呈。可惜這幾天因山上低溫及降雪，因此

西海景區的行程只推進至一線天峽谷即因封路

無法前進，但前半段的綺麗景色早已讓大家目

不睱給。從一線天原路返程，來到今日體力大

考驗的主要路段，搶攻“光明頂”，一路上都是急

上坡的階梯，爬不到十五分鐘，儘管戶外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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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只有 3 度左右，汗水早已從額頭滲出。就在

氣喘如牛之際，行經“飛來石”(圖十二)，想起這

就是昨日從白鵝山莊遠眺的那顆奇石，因視角

不同，一下子沒有認出。此石高 12 米、寬 8 米，

厚 1.5~2.5 米，重約 360 噸，形態奇特，如此

巨石卻被豎立在一塊長約 12~15 米、寬 8~10

米的平坦岩石上，令人驚歎不已！在此短暫稍

歇息後，即又邁開步伐續攻光明頂。 

光明頂海拔 1840 米，為黃山的第二高峰，

其頂部高曠而平坦，面積達六萬平方米，和它

相連的是平天矼，黃山的前山及後山即以此處

為界。這裡建有華東地區海拔最高的氣象站—

黃山氣象站；此外，由於此處地勢平坦寬廣，

故亦是黃山看日出及觀雲海最佳地點之一。站

在光明頂可以統觀東、南、西、北海和天海，

真可謂五海煙雲盡收眼底！故有民間諺語說：

「不到光明頂，不見黃山景。」(圖十三) 

早上的行程著實消耗了不少體力，用過餐

後，大多的團員都已體力透支，僅有少數的團

員仍然熱血的打算挑戰白雲景區中最知名的

步仙橋，全程來回約需 3 個小時，為了趕在日

落之前能順利返程，便需以急行軍的速度走完

全程，雖然馬不停蹄的趕路，但途中所經之景

色亦是讓人為之讚嘆 (圖十四)，遊歷黃山當地

有句名言 :「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乃因

景色雖美，但也因地形陡峻，遊客們需特別留

意腳下安全。午後至白雲賓館出發後，歷經 1

個多小時的路程終於來到傳說中的中國十大

名橋之一~步仙橋，此橋雖不長，但景緻極為

特別，建構在一個極狹長的岩縫中 (圖十五及

圖十六 )，看起來特別險要。在步仙橋這看遠

方的山巒，有如水墨畫中層層堆疊的山峰，流

連忘返之際才發現夕陽已漸漸西斜，追日勇士

們也不忘補捉到美麗的夕照(圖十七)。  

 
圖十一  西海景區 (李國誠攝) 

 
圖十二  飛來石 (江政恩攝) 

 
圖十三  光明頂上合影 (高秋振攝) 

 
圖十四  白雲景區峰林 (高秋振攝) 

 
圖十五  白雲景區步仙橋 (李國誠攝) 



118  與會報導～黃山 

 
圖十六  步仙橋前合影 (何樹根攝) 

 
圖十七  白雲景區夕照之追日勇士 (高秋振攝) 

第三天 (玉屏景區及宏村) 

聽說光明頂為一欣賞日出的絕佳位置，不

少人摸著黑一早就來到光明頂卡位，希望能找

到一個最佳的攝影位置，果然沒讓大家失望，

天公作美讓我們看到旭日就從遠方的山陵線

慢慢的浮出，大家看到曙光的那一刻，都發出

驚嘆(圖十八)。  

今日是在黃山上的最後一天，主要的行程

就是要遊覽前山的玉屏景區，以玉屏樓為中

心，蓮花峰和天都峰為主體，古稱文殊院，是

黃山中心景區之一。玉屏峰海拔 1716 米，峰  

 

壁如玉雕屏障，故名，有黃山絕佳處之稱。玉

屏景區著名的景點有“鰲魚峰”(圖十九 )，此峰

海拔 1780 米，峰以形命名，有如那巨大高昂

的鯨首，大有鯨吞天地勢。穿過鰲魚峰便來到

步步危艱的“百步雲梯”(圖二十 )；連接鰲魚峰

與玉屏峰，階梯沿著山壁的天然裂縫開鑿而

成，可沿著傾斜陡峭的石階登上山頂，體驗直

上雲霄的感受。玉屏景區奇松多，被稱作國寶

的迎客松 (圖二十一 )，一側松枝伸出，似展臂

迎客，姿態蒼勁，翠葉如蓋，剛勁挺拔，顯得

彬彬有禮。 “天都峰 ”位於玉屏峰南 (圖二十

二 )，是黃山三大主峰中最為險峻之處，海拔

1830 米，為三大主峰 (蓮花、天都、光明頂 )

中最險峻者，古稱 “群仙所都 ”；意為 “天上都

會”。在看完前山的各式奇峰怪石後，便搭乘

玉屏索道回到山下。黃山市除了黃山景區令人

驚嘆外，前述所提的徽州文化更是另一個遊黃

山必定要欣賞的亮點，其中徽式建築之美最具

代表且保存最好的古村落必非—宏村莫屬。

“宏村”是電影《臥虎藏龍》外景拍攝場地。宏

村古稱弘村(圖二十三 )，位於黃山西南麓，是

古黟桃花源裏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歷經八

百年的風雨滄桑，至今仍完整的保存著明清古

民居 140 餘幢，面積為 30 多公頃。自然景觀

與人文內涵交相輝映，是宏村區別于其他古民

居建築佈局的特色，品味極高(圖二十四及圖二

十五)，是中國古代依據仿生學建造的，整個村

落呈“牛”型結構佈局，“山為牛頭樹為角，橋為

四蹄屋為身”，被譽為當今世界歷史文化遺產的

一大奇跡。 

 
圖十八  光明頂之曙光初露 (高秋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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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鰲魚峰 (高秋振攝) 

 
圖二十  遠眺百步雲梯 (高秋振攝) 

 
圖二十一  迎客松 (李國誠攝) 

 
圖二十二  松鼠跳天都(高秋振攝) 

 
圖二十三  宏村 (何樹根攝) 

 
圖二十四  宏村一隅 (何樹根攝) 

 
圖二十五  宏村汪氏祠堂前 (何樹根攝) 

第四天 (齊雲山景區及屯溪老街) 

在安徽除了黃山、宏村這兩大主題景區

外，不可不提的就是“齊雲山”，自古齊雲山即

為中國道教四大名山之一，因此就宗教而言，

它有極大的歷史價值意義。另外一個迷人的特

色，就是他的丹霞地貌，其主要特色即為紅層

地貌，其中所謂“紅層”是指在中生代侏羅紀至

新生代第四紀沉積形成的紅色岩系，一般稱為

“紅色砂礫岩”。水平構造地貌指由產狀水平或

近於水平的第三紀厚層紅色砂礫岩為主組成

的平坦高地，受強烈侵蝕分割、溶蝕和重力崩

塌等綜合作用而造成平頂、陡崖、孤立突出的

塔狀地形。然而此種地貌全世界最多的是在中

國，齊雲山就包含了多處，這種神奇地貌不只

帶來漂亮的紅色岩石景色，在這裡還能看到恐

龍的化石，板塊的擠壓將中生代白堊紀的恐龍

腳印保留了下來，甚至骨骼化石、恐龍蛋化

石…等。齊雲山上有著名的月華街，街上是古

樸端莊的徽派民居 (圖二十六及圖二十七)，目

前住有 8 戶道士與家眷，一些道觀院房依山勢

巧布其中，天然造就的風水寶地。齊雲山擁有

大量的碑刻和 573 處摩崖石刻，歷史上曾多

達一千四百餘處。由於長年風雨侵蝕，加上人

為破壞，至今才只留存下來一半。這些碑刻和

摩崖石刻，真、行、草、隸、篆俱全，風格各

異具有極高的書法鑒賞價值(圖二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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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  齊雲山民居 (何樹根攝) 

 
圖二十七  齊雲山道觀居士 (何樹根攝) 

 
圖二十八  齊雲山碑刻和摩崖石刻 (李國誠攝) 

在結束這幾天的行程前，最後來到源自於

宋代的屯溪老街(圖二十九 )，在明清時期其發

展成為徽州物資集散中心，現在已經成為黃山

旅遊必去採購伴手禮的首選，至今老街仍古風

典雅，街面以石板舖成，兩側店家還保留徽州

民居的建築傳統風格，店舖鱗次櫛比。在午後

信步走在街道上，悠閒看著茶樓、書坊、墨莊、

古董店等老街的店舖古意盎然 (圖三十 )，皖南

建築風格，文化色彩甚濃，感受徽商融合儒商

的藝術特點，以及老街被譽為『活的清明上河

圖』的理由(圖三十一 )。  

五、結論 

本次行程沿途美景之外，更讓大家感受到

黃山的巍峨，當然也付出了不少的體力，深深

體會古人所謂的“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

不看岳”這句點評的含意。除此，更體驗博大

深遠的徽州文化及其蘊底，包含了建築、美

食、儒學及人文…等，此行收穫良多。短短的  

 
圖二十九  屯溪老街 (李國誠攝) 

 
圖三十  屯溪老街一景 (李國誠攝) 

 
圖三十一  被譽為「活的清明上河圖」的屯溪   

(李國誠攝) 

幾天行程實不足以更深入的去體會徽州的更

多文化，但業已如穿越時光隧道般快速遊覽過

從上古時代至現代這個城市的點點滴滴。  

最後感謝地工技術基金會、天銨旅行社及

與會人員之辛勞付出，共同為此次研討行程劃

下完美句點，滿載而歸。本文內容諸多歷史典

故及地質資料引用自網路維基百科及百度百

科以及參考文獻中之其他文獻，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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