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地質景觀資源盤點成果一覽表 

編號 名稱 行政區 經緯度座標 

GSGP_01 本山礦場 銅山里 
經度：121.858 
緯度：25.101 

GSGP_02 黑肉坪（烏肉坪） 瓜山里 
經度：121.857 
緯度：25.105 

GSGP_03 本山五坑／黃金館 銅山里 
經度：121.859 
緯度：25.106 

GSGP_04 金瓜石神社 銅山里 
經度：121.858 
緯度：25.104 

GSGP_05 第一長仁礦體 濂新里 
經度：121.860 
緯度：25.111 

GSGP_06 竹礦體 銅山里 
經度：121.859 
緯度：25.107 

GSGP_07 第三長仁礦體 濂新里 
經度：121.865 
緯度：25.108 

GSGP_08 牛伏礦體 濂新里 
經度：121.868 
緯度：25.107 

GSGP_09 獅子岩礦體（茶壺山） 銅山里 
經度：121.865 
緯度：25.106 

GSGP_10 小金瓜 瓜山里、弓橋里、永慶里 
經度：121.845 
緯度：25.100 

GSGP_11 半平山 濂新里、銅山里、南雅里 
經度：121.868 
緯度：25.102 

GSGP_12 水湳洞化石坪 濂新里 
經度：121.869 
緯度：25.124 

GSGP_13 基隆山（山頂） 石山里 
經度：121.849 
緯度：25.118 

GSGP_14 基隆山谷地（山尖古道） 石山里、濂新里 
經度：121.858 
緯度：25.116 

GSGP_15 基隆山湧泉 海濱里 
經度：121.858 
緯度：25.123 



II 

編號 名稱 行政區 經緯度座標 

GSGP_16 水圳橋 石山里 
經度：121.856 
緯度：25.113 

GSGP_17 報時山 濂新里 
經度：121.859 
緯度：25.113 

GSGP_18 黃金瀑布 濂新里 
經度：121.861 
緯度：25.117 

GSGP_19 陰陽海 濂洞里 
經度：121.861 
緯度：2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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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本山礦場 編號 GSGP_01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3.26 
行政區 銅山里 紀錄者 紀權窅、莊勝傑 

TW97 座標 E: 336,616 N: 2,777,280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58 
緯度：25.101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石英安山岩（基隆火山群） 岩性（岩石） 矽化安山岩 

礦物 
黃鐵礦、明礬石、重晶石、硫砷銅礦、呂

宋銅礦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本脈斷層 

地景描述 

本山礦場位於金瓜石-九份地區中央的位置，為金瓜石最主要的金銅礦脈。位於本山礦場一帶的本脈礦體，南北延

伸達約 2,000 公尺，垂直分布由海平面下百餘公尺至地表，總深度超過 700 公尺。在地表處，本脈南北端矽化範圍可達

百公尺寬，均有露天開採，北段為本山礦場，主要附生於本山安山岩中，南段為樹梅礦場，發育於南港層砂、頁岩中。

本脈在本山與樹梅中間地表為黏土化安山岩所覆，但在坑內則南北相連。從本山礦場往北延伸山勢稜線大致呈南北向，

它是本脈礦體的北端，發育在南港層的砂岩內（黃金神社到本山五坑上方稜線），也受到了強烈的矽化作用。 

本山礦場中保留了開礦後出露的礦體，此處的岩石為矽化的安山岩，其中可以發現許多黃鐵礦、硫砷銅礦、呂宋

銅礦、明礬石及重晶石等礦物。本山礦體係沿南北向的本山斷層形成，但是有許多後來的東西向斷層切過它，並且也

有金礦化作用生成，在本山礦場便可以看到許多東西向斷層的裂隙，及開採東西向金銅礦脈的坑道。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198m 寬：62m 面積：1.0945 公頃 管理單位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台電公司） 

金瓜石段 39-68、39-14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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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狀況 

本山礦場為露天開採的廢棄礦場，2018 年優人神鼓為營造「亙古劇場」而加以修整，但因

涉及違法施工而遭輿論撻伐，後再修整為目前的「石頭陣」，且取消亙古劇場的計畫。根據黃

克峻指出，本山礦場地表原本存有許多含有礦物結晶的礦石，但經過整地後已被埋入土中或破

壞，沒能用自然的方式保育實為可惜。 
本山礦場位於早期瑞芳鎮公所規劃的金瓜石地質公園內，102 線道入口處有設立金瓜石地質

公園入口意象，並有 6 個停車位及流動廁所，同時有解說系統。整個金瓜石地質公園的園區由

102 線道入口至本山礦場，步道舖面及階梯設置完整，維護狀況良好，沿途另設有路標、解說牌、

造景等設施。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本山礦場為露天開挖之礦場，為昔日大金瓜之所在地（2020.3.26 拍攝） 

 

2018 年 5 月優人神鼓進駐本山礦場闢建亙古劇場，因社會輿論中止計畫，留下俗稱的「石頭陣」（2020.3.26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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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地質公園入口意象（2020.3.26 拍攝） 

      

金瓜石地質公園步道現況（2020.3.26 拍攝） 

       

金瓜石地質公園導覽系統，多已老舊待更新（2020.3.26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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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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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礦體 本山系 

 
金瓜石礦山礦床屬性表（黃春江，1955） 

本山 
形狀 扁豆狀 
走向 
傾斜 

N5∘W 
70∘-80∘E(W) 

大小 
H: 
W: 
V: 

+2,000 
5-30 
+700 

圍岩 砂岩 
石英安山岩 

礦化過程 裂罅充填 
礦染，交代 

構造 重膜 
破碎角礫 

主
要
之
初
生
礦
石
及
脈
石
礦
物 

黃鐵礦 XXX 

硫砷銅礦 XXX 

塊狀硫砷銅礦 X 

石英脈石 X 

重晶石 X 

明礬石  

纖維鋅礦  
礦種 銅、金 

備註 
帶狀分布顯著、下

部富於黃鐵礦及

硫砷銅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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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南 1800 座標東西向剖面圖（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 

相關報導 

1. 在金瓜石「破壞山林」遭罰並停工，優人神鼓道歉：不知道搬石頭違法。關鍵評論 2018.5.25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6460 

2. 北台灣就有異次元「石頭陣」！海景步道雙秘境一次收編。東森旅遊雲 2019.9.2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526783.htm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臺灣金屬經濟礦物。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地質之十：臺灣經濟礦物，第 1 卷。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1526783.htm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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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黑肉坪（烏肉坪） 編號 GSGP_02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3.26 
行政區 瓜山里 紀錄者 紀權窅、莊勝傑 

TW97 座標 E:336,473 N:2,777,674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57  
緯度：25.105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南港層 岩性（岩石） 
矽化安山岩、黏土化安山

岩（礦場捨石） 

礦物 黃鐵礦、明礬石、石英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地景描述 

黑肉坪位於本山礦場下方，據當地人口述，清末時即有人於黑肉坪一帶山坡上採金，後來日治初期田中組也有開

放當地人採金，但因時常山崩造成傷亡，1898 年 9 月石尾發生山崩，共有 30 人在此被壓死，而後就改做為棄置場。

本山礦場開採出的礦石，會先經人工初步篩選，品位高的礦石會送至廠區提煉，品位低的礦石則找地方棄置。礦石經

年累月的丟棄，將整面山坡堆滿，黑肉坪的黑色則來自於風化的硫砷銅礦與黃鐵礦。從被丟棄的礦石中，可以一睹本

山礦場中各樣的岩石，如矽化安山岩、黏土化安山岩……，都可在此一窺他們的風貌。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38m 寬：44m 面積：0.157 公頃 管理單位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台電公司） 

金瓜石段 39-14、39-20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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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狀況 

黑肉坪位於黃金博物館入口旁往本山礦場（金瓜石地質公園）之石尾路步道上，因黑肉坪為裸

露之捨石場，因此坡面受雨水及地表逕流沖刷而使土石崩落的現象，又因遊客偶而會攀爬，而

加劇土石的崩落。因此處原本即為人為之地景，因此無須維護其自然狀態，但為維持景點的安

全仍須加強水土保持的對策，以防止坡面的石塊持續沖刷至步道上而影響遊客的安全。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黑肉坪全景（2020.03.26 拍攝） 

 

解說牌為 103 年新北市觀光旅遊局設立（2020.03.26 拍攝） 

（工程名稱：103 年新北市特色步道工程，猴硐越嶺三貂嶺步道及淡蘭古道石碇段等特色步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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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上佈滿沖蝕下來的石塊，行走不易（2020.03.26 拍攝） 

  

散落地上的矽化安山岩（左）與黏土化安山岩（右）（2020.03.26 拍攝） 

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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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正射影像圖 

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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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圖表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4)金瓜石地區宗教信仰與聚落關係發展關係之研究。 

5. 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2008)臺北縣瑞芳鎮金水地區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 

6. 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2010)金瓜石地方礦業史研究調查。 

7.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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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本山五坑／黃金館 編號 GSGP_03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5.30 
行政區 銅山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6,650 N: 2,777,838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59 
緯度：25.106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南港層 岩性（岩石） 砂岩 

礦物 
硫砷銅礦、金礦、呂宋礦、法馬丁礦等 

（館內展示） 
化石 

黃鐵礦化海膽化石 

（館內展示） 

特殊地質現象 
 

地景描述 

本山五坑為沿本脈礦體所開闢的九層坑道的第五層坑道，海拔約 295 公尺。金瓜石於 1972 年停止開採金礦後，

本山五坑在 1978 年也面臨撤收的命運。本山五坑是本山九個坑道中的保存最好的一個，包含昔日採金用的壓風機、礦

車頭、盥洗間、運礦索道等依舊被保存下來。2004 年黃金博物園區規劃要前來的遊客能夠在園區體驗採礦工在漆黑坑

道中工作的情境，所以在本山五坑規劃從舊有的坑道內，在原本坑上方挖掘了一條長約 110 公尺的新坑道，並與舊坑

道連接，將原來五坑入口 70 公尺長的平坑延伸為 180 公尺，歷時三個多月的挖掘，成為今日所見模擬礦工採礦實境的

本山五坑體驗館，讓拜訪者能在短短幾十分鐘的情境體驗過程中，一窺當時礦工辛苦工作的情況。 
進入本山五坑的內部，由相思木製成的「牛條仔」鞏固的坑壁結構，迴響著水流聲，讓參觀者即刻感受到礦坑的

潮濕，壁上的黃色調燈光，將原本粗糙的坑壁渲染成金黃的顏色。在坑道裡，每段路拜訪者都可以在角落瞥見礦工不

同階段的工作，包括「架牛條」、「鑽鑿」、「爆破」、「運礦」等多個動作，在坑裡無聲地進行著。 
黃金館為昔日臺灣金屬鑛業公司的採礦辦公室，經由整建再利用後作為展示館使用，展覽以常設展的方式呈現，

共分為兩大展區：一樓展示區「金光下的山城」，規劃「黃金年代」、「產金又產銅」、「地下坑道的秘密」、「礦

山生活」以及「戰爭與和平」等單元，結合歷史文獻、老照片的展示、加上做工精巧人物生動的坑道模型與設計精美

的歷史年表，以及互動展示等手法，將礦業歷史變遷、礦業技術與設施，礦山常民生活，以及因為戰爭時期所導致的

人權事件等一一呈現，讓民眾一窺礦山百年產業人文歷史的發展軌跡。 
黃金館二樓展示區除展出深受大家喜愛的大金磚之外，另於 2019 年規劃全新的展示主題「大地的寶藏」。在台灣

百年地質調查中，金瓜石與九份地區擁有最豐富的礦物多樣性，猶如臺灣的「礦物學熱帶雨林」，這些珍貴礦物造就

豐饒的礦山產業，在礦業開採過程中如曇花一現，隨著結束後就永存於地下的礦石，因為礦山居民、收藏家與博物館

典藏倖存至今，讓我們有機會在常設展中看見在金九地區地下發現的「大地寶藏」，總計展出約 140 顆礦石，種類豐

富令人目不暇給，是本常設展的一大亮點。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45m 寬：28m 面積：0.0613 公頃 管理單位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台電公司） 

金瓜石段 25-6、36-3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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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狀況 

本山五坑與黃金館為展示金瓜石礦山的重要場館，利用礦山既有的設施改建為展示場館，並且

展示重要的岩石及礦物標本，為地質遺跡元素(geoheritage element)異地保存的重要場所，應

視為地景保育之核心區加以經營管理。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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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館內展示金瓜石礦山的文史與岩石礦物（2020.05.30 拍攝） 

  

本山五坑內展示礦工在礦坑內工作的景象（2020.05.30 拍攝） 

  
黃金館與本山五坑外觀（2020.05.30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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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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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本脈四坑至八坑本路礦體及坑道圖，擷取本山五坑部分（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 

 
硫砷銅礦線上 3D 展示（資料來源：黃金博物館網站 

https://www.museum.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I127460277080695593&sid=0I127652719029950624） 

https://www.museum.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I127460277080695593&sid=0I1276527190299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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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1. 老礦工架「牛條仔」 守護坑道安全。今日新聞，記者陳志仁／新北報導 2017.12.18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1218/2664698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臺灣金屬經濟礦物。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地質之十：臺灣經濟礦物，第 1 卷。 

7.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網站 https://www.gep.ntpc.gov.tw/ （2020.5.30 檢索） 

 

https://www.gep.ntpc.gov.tw/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1218/266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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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金瓜石神社 編號 GSGP_04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5.12 
行政區 銅山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6,605 N: 2,777,667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58 
緯度：25.104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南港層 岩性（岩石） 矽化砂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地景描述 

金瓜石神社位於本脈礦體向北延伸的矽化帶東側，本處地層屬於南港層，受矽化作用而形成矽化砂岩。矽化作用

形成的堅硬山脊形成崎嶇險峻的地形，從黃金博物園區望去十分壯觀。若仔細觀察矽化砂岩，可發現細小的黃鐵礦結

晶。 
金瓜石神社於 2007 年已劃定為直轄市定古蹟，神社落成於 1898 年 3 月 2 日，由金瓜石礦山田中事務所創建，為

臺灣史上第一座具完整神道信仰空間、從無到有、格局完整具規模的神社。歷經礦業經營權的更替，原有神社建築老

朽，加上社會經濟環境等因素的變動，臺灣礦業株式會社在 1936 年 4 月 20 日進行改建，戰後歷經天災人禍等因素而

荒廢。神社坐落於金瓜石本山岩嶂上，於空間的營造上展現日人的神道信仰觀。第一代神社的社殿樣式採用流造，鳥

居為明神造，並設有巨型旗桿座，旗桿座在日治時期臺灣個神社建築中為罕見。第二代神社建築的社殿與鳥居採用神

明造，參拜道兩側設置石燈籠及噴水池等附屬設施。目前僅存鳥居、石階與拜殿、本殿部分柱子、旗桿座及臺基等。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直轄市定古蹟 劃定名稱 金瓜石神社 

公告日期 2007.3.14 主管機關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42m 寬：21m 面積：0.0718 公頃 管理單位 台灣電力公司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台電公司） 

金瓜石段 37-1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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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狀況 
金瓜石神社於 2007 年已劃定為直轄市定古蹟，是觀光客時常造訪的景點，將其地質環境背景加

入文史的導覽內容，有助於運用既有設施來做地質公園的整體規劃，並提升地質公園的能見度。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金瓜石神社全景（余炳盛等，2019） 

 
金瓜石神社出露的矽化砂岩露頭，當中可見黃鐵礦結晶（余炳盛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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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神社步道入口處的解說牌與指標（2020.5.12 拍攝） 

 
從基隆山上望向本脈礦體，清晰可見矽化的山脊及周邊的地質景點（2020.5.15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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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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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國家文化資產網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20070314000002 (2020.10.28 檢索)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20070314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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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第一長仁礦體 編號 GSGP_05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5.30 
行政區 濂新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6,827 N: 2,778,380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60 
緯度：25.111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石底層 岩性（岩石） 砂岩、矽化砂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地景描述 

第一長仁礦體為長仁系礦床最早被發現的一個，長仁系礦床群多為金銅角礫岩筒，這些筒狀的破碎岩體以角礫岩

為組成，分布於沉積岩中、斷層或安山岩接觸部，除與高壓熱水噴發作用有關外，有些也與斷層活動息息相關，成為

礦物沉澱的溫床。第一長仁礦體的露頭及氧化袋中，曾經產出多量的孔雀石、銅藍、自然銅等礦物及少量的辰砂及輝

銻礦。深部之礦石大致可分成金銅礦與黏土金礦。金銅礦呈破碎構造（角礫構造），係由硫砷銅礦、黃鐵礦、石英、

重晶石、明礬石、高嶺土、硬水鋁石、自然硫等礦物構成。 
「第一長仁」於 1904 至 1905 年間發現，以當時礦主「田中長兵衛」與礦長「小松仁三郎」各取一字命名，礦體

中以多量硫砷銅礦與自然金共生，是本礦床群最早發現的礦體。第一長仁發現後除現地開挖外，另開闢長仁一號、二

號、三號坑，後發現有第二長仁、第三長仁、松、竹、鶴等礦體。原含有自然金的矽化砂岩山頭因露天開挖消失，於

大正時期已不見蹤影，是金瓜石地區因採礦最早消失的地景。 
長仁礦床群之發現對金瓜石的重要性包含：(1)金瓜石從金礦山轉變為金銅礦山，開始生產銅礦；(2)礦山建設開始

往北遷移，除原先的本山一坑至五坑外，另於露頭下方的長仁三坑開鑿往本脈礦體的本山六坑，將兩大礦床系合併以

金瓜石最大坑道系統串聯；(3)礦山運輸系統之礦石改於本山六坑運出；(4)選煉廠新址；(5)礦山排水系統、礦山收銅系

統的建置。目前緊鄰安山岩體的第一長仁礦體露頭為開挖後留下的大窟窿，內部主要為強烈矽化與角礫岩化之石底層

沉積岩。矽化砂岩中富含有大型的熱液溶洞(solution cavity)，溶洞與孔隙中充填有細晶之硫砷銅礦與呂宋礦，兩礦物

常見有互層之構造。過去曾分析此地之矽化砂岩含有約 6 ppm 的金，於今日以示富礦。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141m 寬：120m 面積：1.2279 公頃 管理單位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台電公司／中華民國） 

水南洞段 20-36 地號（公有）、金瓜石段 38-4 地號（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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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狀況 

第一長仁礦體因露天開挖呈現巨大的窟窿，位於往茶壺山的產業道路旁，因為植生覆蓋也未設

置解說牌，因此少有人知。礦場內仍有少數的露頭出露，亦保有坑口及平台，但出入礦場的路

徑狹小陡峭，不宜開放遊客入內。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第一長仁礦體因長時間廢棄，已幾乎被植生覆蓋（2020.5.30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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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長仁礦體內僅見幾處露頭（2020.5.30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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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長仁礦體北側產業道路闢建為觀景平台，當中設有許多解說牌，包含茶壺山、水湳洞選礦場、陰陽海、基隆山、浪

漫公路，但沒有任何關於第一長仁礦體的解說內容（2020.5.30 拍攝） 

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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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正射影像圖 

區域地質圖 

 



GSGP-05，第 6 頁 

相關圖表 

 
礦體 長仁系 

 
金瓜石礦山之礦床（黃春江，1955） 

第一長仁* 
形狀 圓筒狀 
走向 
傾斜 

NS 
20∘-90∘SSE 

大小 
H: 
W: 
V: 

400 
25（最大） 
200 

圍岩 砂岩（頁岩） 
石英安山岩 

礦化過程 礦染，交代 
裂罅充填 

構造 破碎角礫 
主
要
之
初
生
礦
石
及
脈
石
礦
物 

黃鐵礦 XXX 

硫砷銅礦 XXX 

塊狀硫砷銅礦  

石英脈石 X 

重晶石 X 

明礬石 XXX 

纖維鋅礦 X 
礦種 銅 

備註 

沿石英安山岩接觸
部生成，在 400 公

尺中包括有 4 個不

規則礦筒 

 
金瓜石南 1800 座標東西剖面圖（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臺灣金屬經濟礦物。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地質之十：臺灣經濟礦物，第 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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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竹礦體 編號 GSGP_06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4.16 
行政區 銅山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6,717 N: 2,777,954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59 
緯度：25.107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南港層 岩性（岩石） 砂岩、矽化砂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地景描述 

竹礦體屬於長仁系礦體，以南港層為基岩產生矽化作用而形成礦體，礦體中具有角礫構造的富金礦床，常見的礦

物有黃鐵礦、硫砷銅礦、石英脈、重晶石、纖維鋅礦等。竹礦體主要為礦坑開採，坑道口位於祈堂路一帶，因此當地

人早期常有進入礦坑盜採的行為，俗稱「九婿窟」。現在坑口皆已封閉無法進入，但仍可從祈堂路旁拾獲矽化的砂岩

與角礫岩。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297m 寬：150m 面積：3.3624 公頃 管理單位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台電公司） 

金瓜石段 38-4 地號 

 

保育狀況 

竹礦體由於為坑道開採，因此外觀並未受到破壞，且因地形崎嶇也未有任何開發行為。坑道內

部因坑道皆已封閉一般民眾無法入內，但仍有少數當地人潛入採金。有部分當地居民期待竹礦

體可以整修並開放參觀，此一想法仍需要與地主與各單位進一步討論。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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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從本山礦場遠眺竹礦體（2020.3.26 拍攝） 

 
由黃金館遠觀竹礦體，其位置位在祈堂路上方，坑道皆已封閉（2020.5.12 拍攝） 

   
祈堂路旁可以觀察到由竹礦體崩落的矽化砂岩與泥岩（2020.5.12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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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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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礦體 長仁系 

 

金瓜石礦山之礦床（黃春江，1955） 

竹礦體 
形狀 扁豆狀 
走向 
傾斜 

NS 
60∘-70∘W 

大小 
H: 
W: 
V: 

? 

圍岩 砂岩 

礦化過程 礦染 
裂罅充填 

構造 破碎角礫 
重膜 

主
要
之
初
生
礦
石
及
脈
石
礦
物 

黃鐵礦 XX 

硫砷銅礦 X 

塊狀硫砷銅礦  

石英脈石 X 

重晶石 XX 

明礬石  

纖維鋅礦 X 
礦種 金 

備註 下部富於硫

砷銅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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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南 1800 座標東西剖面圖（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臺灣金屬經濟礦物。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地質之十：臺灣經濟礦物，第 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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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第三長仁礦體 編號 GSGP_07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4.14 
行政區 濂新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7,323 N: 2,778,062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65 
緯度：25.108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南港層 岩性（岩石） 砂岩、矽化砂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地景描述 

第三長仁礦體位於茶壺山步道登山口一帶，是開採長仁礦床的露天礦場。第三長仁礦體是熱液作用於南港層砂岩、

頁岩所形成，在地表可以清楚的看到沉積岩特有的層理構造，礦體的岩石已受強烈的矽化作用。第三長仁礦體及位於

其下的石炭脈礦體屬於脈狀金銅礦體外，尚有許多角礫岩礦筒狀之礦體賦生，其中最著名為獅子岩（茶壺山）角礫岩

礦筒，其餘尚有第二長仁、第四長仁、第五長仁、第六長仁、第七長仁（新礦床）、第八長仁（八十萬礦體）及葡萄

礦體等，前述礦體皆發育於南港層沉積岩中。在角礫岩中常發現有含安山岩之角礫，顯示地層深部有安山岩存在。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172m 寬：98m 面積：0.9967 公頃 管理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水南洞段 20-28 地號 

 

保育狀況 

第三長仁礦體露天礦場保存完整，但階梯狀的礦場坡陡且散落崩落岩塊，若要靠近觀察具有危

險性。坑道口目前皆已封閉禁止進入，遊客僅能沿登山步道以及賞景平台觀察礦場周邊露頭。

可詳細調查適合展示的露頭，並設立解說牌來強化解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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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第三長仁礦體位於產業道路旁，可由茶壺山登山步道上山（2020.4.14 拍攝） 

  
步道局部路段表面土壤侵蝕導致岩石裸露，行走不易（2020.4.14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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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石中黃鐵礦化的貝殼化石與海膽化石（余炳盛等，2019） 

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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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正射影像圖 

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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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圖表 

 
礦體 長仁系 

 

金瓜石礦山之礦床（黃春江，1955） 

第三長仁 
形狀 扁豆狀 
走向 
傾斜 

N10∘E 
40∘-45∘E 

大小 
H: 
W: 
V: 

+700 
1-2 
+400 

圍岩 Astriclypeus 砂岩 

礦化過程 礦染，交代 
裂罅充填 

構造 破碎角礫 
（重膜） 

主
要
之
初
生
礦
石
及
脈
石
礦
物 

黃鐵礦 XX 

硫砷銅礦 X 

塊狀硫砷銅礦 X 

石英脈石 X 

重晶石 XX 

明礬石  

纖維鋅礦  
礦種 金 

備註 

沿一層面斷層生

成，在六坑以下富
於硫砷銅礦及塊

狀硫砷銅礦 
 

 
金瓜石南 1800 座標東西剖面圖（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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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長仁六坑本路平面圖（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臺灣金屬經濟礦物。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地質之十：臺灣經濟礦物，第 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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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牛伏礦體 編號 GSGP_08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4.14 
行政區 濂新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7,618 N: 2,777,974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68 
緯度：25.107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南港層 岩性（岩石） 砂岩、矽化砂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地景描述 

牛伏礦體位於半平山與獅子岩礦體中間，礦體寬約 20 公尺，南北延伸達 100 公尺。北方已出露地表具有多層開挖

面，底部可達六坑本路（海拔 179 公尺），垂直分布在 200 公尺以上。牛伏礦體發育於南港層十分寮段之砂、頁岩中，

但淺部之礦體主要賦生於砂岩中。礦石多受過強烈矽化作用，但圍岩之黏土化作用並不強烈，大部分的礦體均已出露。

由南港層砂、頁岩角礫岩礦筒，含金品位高。目前礦體大部分均仍未開採。 
牛伏礦體所含礦物以石英（石髓）、黃鐵礦為主，並有少量重晶石及硫砷銅礦。黃鐵礦含量豐富，晶形有正立方

體、正八面體等，直徑由極細粒至 0.2 公分，散佈於角礫岩基質中。重晶石集中在礦體頂部，在同一位置可發現兩種不

同晶型者，一為方型，約 0.5 公分大；另一為片狀，可達 3 公分大、0.5 公分厚，並具有所謂之累帶構造，顯示由不同

期熱液作用生成。 
牛伏礦體地表及坑內露頭均佳，角礫岩構造清楚。此區角礫岩筒之角礫成分以黑色頁岩及白色砂岩角力為主，並

有少數黃色石髓角礫，未曾發現安山岩角礫。角礫岩之角礫以角狀至次角狀為主，大小由小於 1 公分至大於 40 公分，

相差極大，混合程度較弱。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86m 寬：66m 面積：0.4427 公頃 管理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水南洞段 20-28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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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狀況 

牛伏礦體具有開闊的步道與空間，是山友及觀光客時常造訪的地點。露天的礦場平台狹小、地

面不平整，礦場內幾處陡坡需要拉繩攀爬或因坡面散落石塊較具有危險性，而礦場陡峭的岩壁

也具有落石的危險。在西側產業道路入口處設有地下水汙染管制場址的告示牌，禁止遊客進入，

但相關單位並無相關管理作為。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遠望牛伏礦體，裸露的岩體因地衣附著呈現暗紅色（2020.4.14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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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伏礦體中的眼鏡洞（2020.4.14 拍攝） 

 

坑道皆已封閉並設立告示牌（2020.4.14 拍攝） 

 

山友自行繪製的牛伏礦體導覽圖（2020.4.14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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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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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礦體 長仁系 

 

金瓜石礦山之礦床（黃春江，1955） 

牛伏 
形狀 圓筒狀 
走向 
傾斜 

N10∘E 
40∘-60∘E及W 

大小 
H: 
W: 
V: 

30-250 
5-30 
+250 

圍岩 Eponides 硬砂岩 

礦化過程 礦染，交代 
裂罅充填 

構造 破碎角礫 
主
要
支
出
生
礦
石
及
脈
石
礦
物 

黃鐵礦 XX 

硫砷銅礦 X 

塊狀硫砷銅礦  

石英脈石 X 

重晶石 X 

明礬石  

纖維鋅礦  
礦種 金 

備註 沿地層及節理面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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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南 1800 座標東西剖面圖（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 

 
第三長仁六坑本路平面圖（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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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臺灣金屬經濟礦物。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地質之十：臺灣經濟礦物，第 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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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獅子岩礦體（茶壺山） 編號 GSGP_09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4.14 
行政區 銅山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7,314 N: 2,777,844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65 
緯度：25.106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南港層 岩性（岩石） 砂岩、矽化砂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角礫岩礦筒 

地景描述 

獅子岩礦體及俗稱的茶壺山（或稱無耳茶壺山），是熱門的登山景點。獅子岩礦體是一個矽化角礫岩礦筒，為第

三長仁地區的金銅礦體之一。礦體位於第三長仁礦體南邊，上部已出露地表（海拔約 600 公尺），在地形上形成顯著

高點，因而成為重要的地標及地方象徵。其底部可達第三長仁三坑二中段（海拔 366 公尺）以下，上下延伸超過 240
公尺，由上而下向東傾斜約 5 度。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52m 寬：44m 面積：0.1519 公頃 管理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台電公司／中華民國） 

南子吝段哩咾小段 74 地號、水南洞段 20-28 地號（以上為公有）、金瓜石段 38-4 地號（私有） 

 

保育狀況 

茶壺山與半平山、燦光寮山被山友命名為「黃金三稜」，近年受到網路媒體大幅報導，成為大

眾登山熱門路線。茶壺山為裸露的岩體，且角礫岩礦筒岩體破碎，經長期踩踏攀爬有破壞地質

遺跡的疑慮，亦有造成崩落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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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從本山礦場附近遠眺無耳茶壺山（2020.3.26 拍攝） 

  

獅子岩礦體與第三長仁礦體位於同一步道系統（2020.4.14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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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壺山登山步道與登山口前設立之禁止進入告示牌（2020.4.14 拍攝） 

  
茶壺山登山步道口設立之「角礫岩化作用」解說牌（2020.4.14 拍攝） 

  

茶壺山登山步道口林務局與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設立之告示牌與解說牌（2020.4.14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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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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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礦體 長仁系 

 

金瓜石礦山之礦床（黃春江，1955） 

獅子岩* 
形狀 圓筒狀 
走向 
傾斜 

NS 
80∘-90∘E 

大小 
H: 
W: 
V: 

50 
50 
 

圍岩 砂岩 

礦化過程 礦染，交代 
裂罅充填 

構造 破碎角礫 
主
要
之
初
生
礦
石
及
脈
石
礦
物 

黃鐵礦 XX 

硫砷銅礦 X 

塊狀硫砷銅礦  

石英脈石 X 

重晶石 XX 

明礬石 X 

纖維鋅礦 XXX 
礦種 金 

備註 可能為第二

長仁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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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南 1800 座標東西剖面圖（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臺灣金屬經濟礦物。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地質之十：臺灣經濟礦物，第 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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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小金瓜 編號 GSGP_10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9.08 
行政區 瓜山里、弓橋里、永慶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5,262 N: 2,777,114 經緯度座標 
經度: 121.845 
緯度:25.100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石底層 岩性（岩石） 砂岩、矽化砂岩 

礦物 黃鐵礦、明礬石、石英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角礫岩筒 

地景描述 

小金瓜礦體露頭位於海拔 560 公尺，約成南北向 30x20 公尺橢圓形，礦體向下延伸約略呈筒狀，有別於九份、武

丹山主要礦體的脈狀。根據況體型態及坑內挖出具有角礫岩構造的礦石推斷，礦體本身可能是一個角礫岩筒。小金瓜

礦體露頭中心為矽化砂、頁岩組成，含金品位約 8 公克／公噸，矽化岩石中黃鐵礦呈網脈狀及浸染狀分布。矽化砂、

頁岩露頭四周轉變成黏土化砂、頁岩，範圍度可達 100 公尺。（本段文字摘錄自《黃金山脈地質趣》） 
小金瓜為水金九地區最早被發現的金礦露頭，為 1893 年李姓的淘金客沿著大粗坑巡溪而上所發現。此一事蹟立碑

紀念於九份四號福德祠。小金瓜後續並未受到大規模開採，因而保存了礦山發現的起源地，是重要的歷史見證。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88m 寬：82m  面積：0.4979 公頃 管理單位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臺陽公司） 

金瓜石段 42-1 地號、新猴硐段 21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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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狀況 

小金瓜露頭岩體裸露且破碎，坡底可見許多落石與岩屑。坡底有利用岩塊堆砌成簡易擋土設施，

避免土石沖刷流失。但因設施簡易且土石量大，岩屑已漫流至平台。露頭有潛在落石風險，但

未設置保護設施或告示牌，較有安全疑慮。小金瓜主要動線是由 102 縣道旁的產業道路進入，

至露頭入口處才有明確指標。步行路線沿線有多處崩塌，往小金瓜的步道雜草較長，維護狀況

不佳，前往露頭的指標英文也有錯誤的情形。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小金瓜露頭岩體裸露且破碎，崩落的岩塊及岩屑散落於坡面（2020.9.8 拍攝） 

 

小金瓜露頭旁的步道，雜草較多（2020.9.8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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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頭旁的岩塊中可以觀察到顯著的礦物結晶（2020.9.8 拍攝） 

 

通往露頭的指標，英文 Outcrop 誤植為 Lu Tou（2020.9.8 拍攝） 

  

通往小金瓜的步道路口指標及告示牌，步道沿途有幾處落石及岩屑崩滑（2020.9.8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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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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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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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半平山 編號 GSGP_11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11.05 
行政區 南雅里、濂新里、銅山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7,644 N: 2,777,437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68 
緯度：25.102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南莊層 岩性（岩石） 砂岩、矽化砂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角礫岩筒 

地景描述 

半平山位於茶壺山東南方，南北延長，是從金瓜石地區東望的天際線。半平山是由矽化的南莊層砂岩組成，整個

稜線山勢非常陡峭驚險，是近來相當熱門的登山路線。半平山可發現許多角礫岩筒，例如半平山三角點南方約 300 公

尺處的獨立山頭，便是一個範圍達 100 公尺以上的矽化及角礫岩化露頭。有些堅硬的角礫岩筒自成山頭，成為獨特的

地景，此區唯一被開採的礦體是位於北端，鄰近牛伏礦體的半平山礦體，其露頭舊名「蠟燭岩」。臺金公司幾乎從未

對此區進行探勘，因此地底下是否還有其他角礫岩礦體或富金包，無法確定。 

由半平山山頂往下 200 公尺左右，地層由南莊層變成南港層。此區地表淺處南莊層有輕微礦化作用，而整個半平

山東坡之砂岩也發現有矽化現象，可能顯示另有其他熱液來源作用而成。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89m 寬：22m 面積：0.1752 公頃 管理單位 行政院農業員會林務局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南子吝段哩咾小段 64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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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狀況 

半平山主要地質特色為矽化砂岩及單面山構造，整體景觀尺度較大，因此景觀不易受到破壞。

山友因安全考量在岩壁上設置安全繩，雖破壞岩石表面，但對於景觀的衝擊尚小，但因登山客

數量遽增，部分陡坡上的覆土植生被踩踏流失。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半平山位於矽化的南莊層砂岩，堅硬傾斜的岩壁加設繩索確保山友安全（2020.11.5 拍攝） 

  
山友沿山凹處開出一條連通半平山與茶壺山的山徑（2020.11.5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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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礫岩（左）及矽化砂岩的斷面（右）（2020.11.5 拍攝） 

 

未矽化的南莊層砂岩，表層易風化銹染，經踩踏而磨出新鮮面（2020.11.5 拍攝） 

   
步道上的導覽及指標系統（2020.11.5 拍攝） 



GSGP-11，第 4 頁 

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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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金瓜石南 1800 座標東西剖面圖（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 

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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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臺灣金屬經濟礦物。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地質之十：臺灣經濟礦物，第 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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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水湳洞化石坪 編號 GSGP_12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5.30 
行政區 濂新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7,722 N: 2,779,824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69 
緯度：25.124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南港層 岩性（岩石） 砂岩 

礦物 
 

化石 高雅星盾海膽 

特殊地質現象  

地景描述 

水湳洞化石坪位於水湳洞漁港東北側，台 2 線 79.1 公里處海邊。水湳洞化石坪出露了南港層砂岩，其岩層位態約

北偏東 10 度，向東傾斜 20 度，厚層的砂岩中有幾段海膽化石富集，因此黃克峻將其命名為水湳洞化石坪。本處地層

外觀具強烈生物擾動、大量盾狀海膽化石為特徵，往南延伸進金瓜石，可追蹤至三貂嶺一帶，為重要的指準層。此為

南港層中段富含生物碎屑與化石的砂岩層，碳酸鈣可達 20-40%，成為熱液侵入時容易反應的母岩，為金瓜石重要含礦

圍岩。水湳洞露頭為高雅星盾海膽種標準地點 (type locality)，也是最容易觀察的地點，甚為重要。 
本處所產的海膽化石為高雅星盾海膽(Astriclypeus elegans)，由王家慶於 1986 年所命名。高雅星盾海膽的特徵如

下：殼體大，呈圓盤狀，寬略大於長，最寬處在頂系後方，邊緣薄；殼內支撐系統複雜；頂系位於中央，有 4 個生殖

孔；五個步帶上均有長卵形月孔，通常前方一對月孔較短，月孔與邊緣的距離較與花瓣的距離長。花瓣區佔殼體的比

例較 A. miaoliensis 為小，前端花瓣最長而窄，孔間帶較有孔帶寬，花瓣末端均閉合。口側平；口側的間步帶上均有四

對間步帶板，圍肛部即位於第一對和第二對板之間；間步帶均不與基冠環(basicoronal circlet)連接；基冠環小，其上的

間步帶板極為凸出，形成五角星形；食物溝清楚，在基冠環外即分為兩岔，繞過月孔，並在月孔外圍分出 3-4 條側向

溝。赤道部的間步帶寬於步帶。本件標本僅露出反口側，殼體稍向右上左下拉長，部分破損；表面因磨蝕而看不出細

疣，但頂系可見 4 個生殖孔。 
化石坪東側有一礫石灘，為一野溪的出海口，由於野溪上游集為長仁系礦床，因此海灘上有許多由矽化的岩石集

角礫岩，並且因海水的侵蝕淘洗，讓岩石內部的構造與礦物結晶清晰可見。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221m 寬：150m 面積：2.0845 公頃 管理單位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水南洞段 45-2、46-4、61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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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狀況 

水湳洞化石坪為裸露的海蝕平台，主要為釣客從事海釣的場所。由於未規劃為觀光遊憩區，因

此進入此處的通達道路路況不佳，也因無人管理化石層有遭踐踏及盜採之虞，釣客所遺留的垃

圾也對環境清潔造成影響。因路旁即有停車空間，也似有早期為推展觀光所建的公共廁所，為

何此景點無持續維護管理已不得而知。此處為高雅星盾海膽化石標準產地，野外露頭也十分完

整且分布範圍甚廣，有提報為自然紀念物之潛力。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水湳洞化石坪出露南港層砂岩，向東傾斜的地層可一路延伸至茶壺山一帶（2020.5.30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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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高雅星盾海膽的砂岩層（2020.5.30 拍攝） 

 

局部受風化侵蝕形成蜂窩岩（2020.5.30 拍攝） 

   
化石坪東側的礫石灘，上面散佈了許多從礦山搬運下來的矽化岩石或角礫岩（2020.5.30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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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坪向東望去可見陰陽海和基隆山，此視角是當年「金瓜石礦山寫真帖」中的一景（2020.5.30 拍攝） 

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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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正射影像圖 

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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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圖表 

 

「金瓜石礦山寫真帖」中的呈現的水湳洞風景（絹川健吉，1914） 

  
王家慶(1986)所拍攝的高雅星盾海膽化石照片及手繪圖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典藏臺灣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4/34/61.html （檢索日期 2020.5.30） 

7. 王家慶(1986)臺灣產星盾科海膽化石之研究。中國地質學會會刊，第 29 號，第 149-183 頁。 

8. 絹川健吉(1914)金瓜石礦山寫真帖。絹川寫真館。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4/3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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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基隆山（山頂） 編號 GSGP_13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5.15 
行政區 石山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5,639 N: 2,779,216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49 
緯度：25.118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基隆山安山岩體 岩性（岩石） 安山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地景描述 

基隆山屬於侵入的火成岩體，即岩漿未噴出地表就固化，後經地殼的抬昇及侵蝕作用，才使其出露於地表。基隆

山的生成年代約在距今 170-140 萬年前，是一個安山岩體。由於安山岩較周圍的沉積岩堅硬且抗風化，因差異侵蝕而形

成聳立的山頭。 

基隆山安山岩體四周與沉積岩接觸，沉積岩主要是以石底層的砂、頁岩，並夾有煤層。石底層是臺灣北部主要的

產煤地層，在基隆山附近早期也有許多煤礦，煤層局部曾受到火成岩侵入所帶來熱量的作用，而使得其品質提昇至無

煙煤甚至焦炭。目前為止雖然尚未在基隆山發現金礦化作用，但在東邊的山坡曾經開採新鮮的安山岩，供作造陸或建

港等基石材料，目前在該處仍可以看到採石後留下來一階一階的開採痕跡。 

基隆山是金瓜石地區重要的地景，由於三角形的外觀有如竹編的雞籠而被稱為「雞籠山」，後才改為較為文雅的

基隆山。基隆山具有完備的登山步道及涼亭，山頂的視野極佳，可以遙望向北遠至野柳、向東遠至鼻頭角，亦可俯瞰

整個金瓜石九份的山峰及聚落。若從他處觀賞基隆山，亦有不同的風貌，從長仁亭的方向看有如金剛，從本山一帶看

去則如大肚美人。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29m 寬：16m 面積：0.0417 公頃 管理單位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不詳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台電公司／中華民國） 

焿子寮段 385、387 地號（以上為公有），金瓜石段 15-4 地號（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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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狀況 

基隆山範圍甚廣，因此保育標的針對賞景點及露頭點局部劃設為核心區來保育，包含基隆山頂、

湧泉以及河谷的部分。基隆山頂因視野極佳，且有廣闊的平台與涼亭可供賞景及遊憩，但未設

置解說設施，如欲維持良好的視野，也需針對雜草及灌木進行修剪。基隆山登山步道有鋪設石

階，沿途也有許多涼亭可供休息，局部階梯有毀損未修繕，另在登山口附近有部分路段岩壁中

仍有置放骨灰罈，應思考如何改善此一景觀。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雜草與灌木遮蔽視野）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基隆山山頂平台設有涼亭以及可供站立的水泥台階（2020.5.15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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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眺北海岸以及鼻頭角（2020.5.15 拍攝） 

  
遠望金瓜石聚落以及山稜線（2020.5.15 拍攝） 

   

基隆山登山步道設施狀況（2020.5.15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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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上可見九份與金瓜石之全景（2020.5.15 拍攝） 

  
步道入口附近出露石底層的砂、頁岩，有局部岩壁中留有未遷葬的骨灰罈（2020.5.15 拍攝） 

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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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正射影像圖 

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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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圖表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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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基隆山谷地（山尖古道） 編號 GSGP_14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4.25 
行政區 石山里、濂新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6,536 N: 2,779,001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58 
緯度：25.116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基隆山安山岩體 岩性（岩石） 安山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地景描述 

基隆山谷地位於基隆山與報時山之間，地層屬於基隆山安山岩體。由於這段溪谷的基盤岩層屬於安山岩，並有斷

層經過，因此使溪流侵蝕出特別的峽谷景觀。溪谷兩側高聳的岩壁，以及溪谷中散布的巨大安山岩塊，可以從近距離

觀察基隆山安山岩的岩石組成以及地表的侵蝕與塊體運動的作用。基隆山谷地從長仁橋至石山橋，山尖路觀光步道比

鄰而行。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530m 寬：145m 面積：2.9584 公頃 管理單位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台糖公司／臺陽公司／中華民國） 

水南洞段 211、212、213 地號（以上為公有）、金瓜石段 1-4 地號（台糖）、金瓜石段 15-153
地號（臺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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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狀況 

基隆山谷地為九份溪的溪谷，主要賞景點為山尖路。溪谷內有整治工程，部分河岸亦有保護的

工程，其餘部分皆維持天然的狀態。山尖路部分路段上邊坡緊鄰裸露岩體，對於遊客的安全較

有疑慮，河谷中散落的巨大岩塊顯示地質歷史上有山崩的事件，雷霆峰下方的大岩壁可能是落

石的來源，由於大規模的崩塌難以預測，應加強落石的警示與宣導。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基隆山谷地為安山岩構成的峽谷，從長仁橋西側可見陡峭的安山岩岩壁（2020.4.25 拍攝） 

 

溪谷中可見散落於河谷中的安山岩岩塊（2020.4.25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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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山岩中呈現節理構造（2020.4.25 拍攝） 

 

  
遠望基隆山谷地，可見谷地位於雷霆鋒與報時山之間（2020.4.25 拍攝） 

  
山尖路觀光步道沿基隆山谷地而行，下游從長仁橋始上游至石山橋止（2020.4.25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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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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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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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基隆山湧泉 編號 GSGP_15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4.04 
行政區 海濱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6,524 N: 2,779,786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58 
緯度：25.123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基隆山安山岩體 岩性（岩石） 石英安山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湧泉 

地景描述 

基隆山湧泉位於台 2 線 77.7 公里海邊，為臺金公司為提供水湳洞選煉廠礦業用水所開闢的水源。基隆山安山岩體

為良好的地下水儲集層，在海岸邊地下水位面較接近地表，有機會沿地表裂隙流出。基隆山湧泉除湧出清澈的地下水

外，海岸邊可見新鮮的安山岩礫石，可觀察岩石內的礦物結晶。由於此處位於南港層與安山岩的交界，向東望去可見

海岸邊堆積的岩塊，呈現出安山岩與砂岩的明顯差異。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14m 寬：3m 面積：0.0042 公頃 管理單位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交通部臺

灣鐵路管理局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焿子寮段 326-7、391 地號 

 

保育狀況 

基隆山湧泉為臺金公司廢棄的設施，現為國有地但無積極的管理，又緊鄰道路與停車場，較有

觀光客進出，因此環境較為髒亂，湧泉附近因無廢水排放，也有早期建設的圍牆阻擋海水入侵，

因此水質並未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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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文史導覽行程）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基隆山湧泉位於台 2 線公路 77.7 公里處海邊，原為臺金公司水湳洞選煉廠礦業用水的抽水站（2020.4.4 拍攝） 

  
湧泉上方曾為山城美館搭設平台作為賞景平台，現已拆除（2020.4.4 拍攝） 

 
賞景平台拆除後之狀況（2020.11.5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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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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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尋水記——濂洞小旅行》，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https://www.gep.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K259558079306285510&sid=0K261457007332356172 （檢索

日期 2020.4.4） 

 

https://www.gep.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K259558079306285510&sid=0K26145700733235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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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水圳橋 編號 GSGP_16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3.26 
行政區 石山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6,425 N: 2,778,590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56 
緯度：25.113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安山岩 岩性（岩石） 矽化安山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安山岩巨石 

地景描述 

水圳橋為既有的文化資產，橋旁切穿岩石的步道被網路流傳為「摸乳巷」。從地質圖上來看可知此處的岩層為矽

化的安山岩，而從航照圖與野外側面遠觀可清楚辨識出此處為一直徑超過 20 公尺的巨岩。巨岩以圳橋旁這顆尺寸最大，

鄰近區域也有不少直徑數公尺的巨石，其來源應為山崩或土石流所造成，但仍需更多科學證據證明。此地區的矽化安

山岩曾做過礦物化學成分分析（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其中金的含量 0.19 克／噸，品位偏低，但銀與汞的含量分

別達 13.6 克／噸與 25.3 克／噸，相對其他礦體是較為富集的狀況。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27m 寬：24m 面積：0.0536 公頃 管理單位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台糖公司） 

金瓜石段 3-4 地號 

 

保育狀況 
水圳橋及水管路周邊因社區環境營造，步道狀況良好，巨石因由堅硬的安山岩組成，尚不易風

化剝落。但因近期網路知名度暴升，遊客的踰矩行為仍有可能造成景點的破壞。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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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水圳橋旁的巨石從側面看清晰可見，圳道從巨岩中切穿（2020.3.26 拍攝） 

 

除了水圳橋旁的巨石外，鄰近坡面上仍可見許多巨石（2020.3.26 拍攝） 

  
圳橋旁的內九份溪溪谷，可見安山岩岩塊堆積於溪床（2020.3.26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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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橋及旁邊的解說牌（2020.3.26 拍攝） 

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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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正射影像圖 

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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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圖表 

 

 

 

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曾報導金瓜石地區礦石化學成分，瓜山國小（即水圳橋一代矽化安山岩）的含金量不高，

但銀與汞的含量卻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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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臺灣地質之十，臺灣經濟礦物第一卷，臺灣金屬經濟礦物。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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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報時山 編號 GSGP_17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3.27 
行政區 濂新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6,698 N: 2,778,608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59 
緯度：25.113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基隆山安山岩體 岩性（岩石） 安山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地景描述 

報時山為金瓜石近期崛起的熱門景點，其景觀步道坐落在基隆山安山岩體的山脊上，具有 360 度的視野，可遠望

基隆山、水湳洞、陰陽海、半平山、茶壺山、第三長仁、本山礦場等，並鄰近第一長仁礦場及斜坡索道，具有極佳的

區位整合文化及地質景觀資源，作為解說展示的點位。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69m 寬：16m 面積：0.0735 公頃 管理單位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台電公司／中華民國） 

水南洞段 197 地號（公有）、金瓜石段 1-13 地號（私有） 

 

保育狀況 
報時山屬於賞景點，目前步道景觀景台設施完善，亦無受植生遮蔽的問題，景觀視野良好。未

來可針對地質景觀增設解說牌。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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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報時山觀景台遠望六坑坪及水湳洞（2020.3.27 拍攝） 

 
報時山觀景台遠望茶壺山及第三長仁礦場（2020.3.27 拍攝） 

 
報時山觀景台遠望大肚美人山（2020.3.27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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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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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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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黃金瀑布 編號 GSGP_18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3.27 
行政區 濂新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6,854 N: 2,779,056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61 
緯度：25.117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石底層 岩性（岩石） 砂岩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酸性礦山排水 

地景描述 

黃金瀑布的形成主因為「本山七坑」與「本山六坑」之排水，與選煉廠無關。黃色懸浮物、沉澱物係透過礦山的

硫化金屬礦物，與水、氧氣、微生物交互作用風化產生「酸性礦山排水」，並於出露地表時透過曝氧、曝氣快速氧化

沉澱。在金瓜石地區，礦山排水於地表約數百公尺後即入海與海水混合稀釋。酸性礦山排水(Acid Mine Drainage, AMD)
形成需要五大因素: (1)硫化物礦物、(2)氧氣、(3)水、(4)細菌（嗜鐵桿菌 Thiobacillus sp.）、(5)缺乏碳酸鹽礦物。瀑布

上的金黃色沉澱物並非黃金，而是四方硫酸纖鐵礦(schwertmannite)，瀑布中略帶黃綠色的部分則是嗜鐵桿菌。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88m 寬：82m 面積：0.4099 公頃 管理單位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水南洞段 202、203、204 地號 

 

保育狀況 

黃金瀑布為天然的溪谷，遊客無法下到溪中。景點設有寬闊的觀景平台、停車位，亦設有解說

牌，是金瓜石最知名的景點。主要可能破壞景點的因素為極端氣候造成瀑布的侵蝕崩塌，或因

人為因素造成礦山排水流向他處以至水源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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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黃金瀑布因人為干擾極少，景觀維持十分良好（2020.3.27 拍攝） 

 
瀑布上黃綠色的部分為嗜鐵桿菌（2020.3.27 拍攝） 

  
觀景平台中設置的解說牌（2020.3.27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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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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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整理自陳君榮與黃克峻(2017) 

相關報導 

 

參考資料 

1. 王源(1953)臺灣臺北縣金瓜石及九份一帶地質。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5 期，第 47-64 頁。 

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88)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及說明書─雙溪。 

3.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8)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北部地區。 

4. 余炳盛、方建能、蘇建華(2019)黃金山城地質趣。國立臺灣博物館。 

5. 黃春江(1955)臺灣金瓜石金銅鑛床及其鑛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研究報告，第 7 期，第 1-20 頁。

（陳武夫譯(1963)臺灣礦業，第 15 卷，第 4 期，第 1-18 頁。） 

6. 陳君榮與黃克峻（2017）金瓜石黃金瀑布：看穿美景幕後的嘆息。科博館訊，351 期，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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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地區地質景點登錄表 

位置資料 

名稱 陰陽海（觀景台） 編號 GSGP_19 
主題類別 ■地質地形 □歷史人文 □自然生態 調查日期 2020.04.25 
行政區 濂洞里 紀錄者 紀權窅 

TW97 座標 E: 336,867 N: 2,779,714 經緯度座標 
經度：121.861 
緯度：25.123 

地質地形概況 

地質主題 □本山系礦床 □長仁系礦床 □沉積岩 □火成岩 ■水文環境 

地層 
 

岩性（岩石）  

礦物 
 

化石 
 

特殊地質現象 酸性礦山排水 

地景描述 

陰陽海因在濂洞溪出海口，排出黃色的水，與海水的藍色形成強烈對比，因而有「陰陽海」之名。許多人認為陰

陽海的成因係水湳洞選煉廠所造成的汙染，然而根據當地人的說法百年前已有陰陽海的景觀。陰陽海的成因與黃金瀑

布相同，黃色懸浮物、沉澱物係透過礦山的硫化金屬礦物，與水、氧氣、微生物交互作用風化產生「酸性礦山排水」，

並於出露地表時透過曝氧、曝氣快速氧化沉澱。 
這些出現於海面上的黃色懸浮物質主要為氧化鐵包覆黏土礦物，其中鐵佔的 21%來自黃鐵礦。濂洞溪上游礦坑排

水中主要金屬離子為鐵，其次為銅、鋅等離子，而非金屬則為硫酸鹽，其次為硫化物，顯示陰陽海中的鐵離子與硫酸

根離子應是來自礦山的地下礦坑排水。因區內礦石除了金銅礦物之外，還含有許多黃鐵礦及白鐵礦，黃鐵礦等硫化鐵

礦物在自然風化的過程中，易分解成鐵離子及硫酸根等物質溶解於水中，而這些含有鐵離子的酸性地下水會在地下匯

流，而從較低處的本山六坑或長仁五番坑口流出，便形成所謂的酸礦水。在水溶液中，二價鐵離子的溶解度較三價鐵

離子高，而水溶液的酸鹼度(pH)與氧化電位(Eh)則會影響鐵離子的狀態與溶解度。 
由於黃鐵礦風化會產生硫酸，致使礦區的地下水成為酸性，根據研究顯示坑口排水 pH 值約 3-3.5，而河中段則因

混有地面水與其他支流河水的關係，pH 值逐漸回升。當濂洞溪的河水流入濂洞灣時，由於正常海水的 pH 值約 7.8-8.4，
河海水混合後河水的 pH 值會再升高，因而致使鐵離子的溶解度值漸降低，便有一些鐵離子開始沉澱，形成黃褐色的河

床，而當河水流入海中，pH 值成為弱鹼性，正是三價鐵離子 Fe3+溶解度最低的酸鹼度狀態，故而有大量鐵離子析出，

與黏土礦物結合成膠體懸浮物，使海面形成黃色。 
陰陽海為水湳洞地區顯著的地景，許多地方都可以觀賞到陰陽海的景致，而濂洞里的觀景台是最佳的賞景點，因

位於聚落中交通便利，可結合周邊的社區、業者以及遊客中心來做整合規劃。 
保育劃設 

劃定種類  劃定名稱  

公告日期  主管機關  

經營管理資料 

景點方圓大小 長：88m 寬：82m 面積：0.4099 公頃 管理單位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土地權屬 
■私有 ■公有（所有權人：台糖公司／中華民國） 

焿子寮段 373 地號、水南洞段 218-10、219 地號（以上為公有），焿子寮段 372 地號（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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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狀況 

陰陽海為酸性礦山排水造成的自然狀態，若礦山的地下水環境及排水位置未改變，景觀不至於

被破壞。陰陽海觀景台位於濂洞社區，屬於觀景的位置，具有停車空間以及解說設施，景觀視

野佳，須注意植生是否遮蔽視野，以及觀景台的環境整潔。 

威脅景點行為類型 
□不當之遊憩規劃 □開發建設 □遊憩衝擊 □人為破壞 □風化與侵蝕 □環境承載  

■其他（視野受草木遮蔽） 

非地質重要內容 □特有物種 □特殊生態 □重要文化資產 □其他  

到達路線 □公車 ■自用車 ■步行 □其他 

導覽解說系統 □無 □人員駐點 ■解說牌 □碑碣 □其他 

景點功能 ■一般教學 □科學研究 ■地質旅遊 

現場照片 

 

觀景台所見陰陽海景像（2020.4.25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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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景台除觀賞陰陽海外，也可見基隆山與濂洞里的聚落景觀（2020.4.25 拍攝） 

 

設立於觀景台的陰陽海解說牌（2020.4.25 拍攝） 

 

濂洞溪出海口黃色的溪水注入海中（2020.5.30 拍攝） 



GSGP-19，第 4 頁 

航照影像 

 
2018 年正射影像圖 

 
1979 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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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地質圖 

 

相關圖表 

 

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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