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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霞地貌的孕育──通天岩丹霞地貌的特點及其發展成因 

1. 前言 

此報告以介紹通天岩的自然地貌特點為題，內容大致分為四部份。一，前言：

簡介丹霞地貌、江西的丹霞地貌及通天岩。二，丹霞地貌的形成及發展因素，此

部份有助了解丹霞地貌特點的產生，為第三部份的基礎。三，通天岩的丹霞地貌

──這部份將應用第二部份提及的因素於通天岩此個案上，為其丹霞地貌特點仍

詳細分析。四，總結。 

 

1.1 丹霞地貌的簡介 

所謂丹霞地貌，乃於 1928 年被中國地質學家馮景蘭在廣東北部考察時首次被

發現──丹霞山的紅色砂礫岩與周圍泥質紅層的顯著差異，並取其名為「丹霞

層」。然而，直至 1961 年才有學者黃進對丹霞地貌的定義首次作出闡釋。 多年

來學者對丹霞的定義不斷補注（詳見表一）。據«中國丹霞地貌及其研究進展»一

書，彭華縱合前人之意見，把丹霞地貌的定義略為「紅色陸相碎屑岩的赤壁丹

崖」。 

表一) 中國丹霞地貌的發現及定義進程表 

1928 中國地質學家馮景蘭在廣東北部考察發現丹霞山的紅色砂礫岩與周圍

泥質紅層的顯著差異，命名「丹霞層」 

1938 正式使用「丹霞地貌」的術語 

1961 黃進首次對丹霞地貌的定義作闡述 

1980 曾昭璇、黃少敏《中國自然地理 。地貌》中總結中國紅層的分布、岩

石特徵、地貌發育過程及形態特點 

1983 《地理學詞典》及《地質地點》對丹霞地貌的岩石、形態、構造作大致

相同的解釋 

1992 黃進簡化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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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紅色砂礫岩形成的丹崖赤壁及其有關地貌稱為丹霞地貌」  

1993 彭華認為紅色碎屑岩應加上「陸相」(non-marine)的限制 

1994 羅成德、劉尚仁提出丹霞地貌的「陡崖坡」應有高度及坡度的指標  

（引自 彭華，2000） 

 

丹霞地貌非中國獨有，如美國猶他州天生橋區、法國的撒克遜區及澳洲等地

均有丹霞地貌的分佈（彭，2000），然而，中國丹霞乃世界之首。在 2010 年，中

國的湖南崀山、廣東丹霞山、福建泰寧、貴州赤水、江西龍虎山和浙江江郎山六

處聯合申報的「中國丹霞地貌」獲列入世界自然遺產目錄（World Heritage Centre, 

2010）。 

 

1.2 江西省的丹霞地貌簡介 

江西省共有 123 處丹霞地貌，位置集中於省內東北部、東部及南部。江西省

的丹霞聚集成一條密集細長，呈帶狀的分布；由上饒市南部向西至鷹潭市西南

方，經過撫州市南伸延至贛州的東北部，再往南伸展至贛州的東南部。贛州市的

通天岩則為其中最為發育的丹霞地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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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江西丹霞地貌分布圖（引自曾愛花等，2008） 

1.3 通天岩簡介及位置圖（見圖二） 

通天岩位於贛州城的西北部，距城區約 6.8 公里，屬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國家 AAAA 級旅遊區。通天岩地勢丘陵，因「石峰環列如屏，巅有一窮通天」

而得名。通天岩景區總面積共 6 平方公里，自然景觀方面，區內有丹霞地貌及園

林美景；文物古跡方面，通天岩亦保存了唐宋時期的石龕造像，並因作為我國地

理位置最南端的石窟而得「江南第一石窟」之美譽。(Tong Tian Yan, 2011) 

 

圖二）通天岩位置圖 

 

2. 丹霞地貌的形成及發展 

據世界自然遺產的介紹，丹霞地貌是大陸上紅色陸相的沈積層受內營力

（endogenous forces）及外營力（exogenous forces）影響而產生的地貌（World Heritage 

Centre, 2010）。«中國丹霞地貌及其研究進展»一書更清楚闡述丹霞地貌的發展發

成因（見圖三）。 

 

2.1 內營力 

所謂內營力，乃指由地球內部力量帶來的地形變化，內營力主要來自地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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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力。岩石因地球的熱量而長期處於岩漿狀態，帶來不斷活動，致使板塊移動、

斷層、地殼抬升等活動。 

 

2.1.1 區域構造控制盆地沈積 

彭華（2000）指區域構造影響了沈積盆地的分布。中生代以來，中國不少地

台發生強烈活化。如東部地區受太平洋板塊活動的影響，形成了一系列北東向及

北北東向的隆起帶和拗陷帶。板塊活動由是控制了紅層盆地的分布。 

 

圖三）丹霞地貌的形成條件 

 

2.1.2 斷層節理控制山塊格局 

 盆地內的構造線則控制了丹霞地貌山塊的格局及形態。大的構造線，即主要

的斷層節理掌握了山塊總體的排列方向；而小的構造線則影響山塊的走向、密度

及其平面形態。 

 

2.1.3 岩層產狀控制坡面形態 

岩層產狀影響著丹霞地貌的山塊頂面及構造坡面。岩層的分類一般分以下三



GRM3121 江西考察報告                    GRM/3 鍾嘉欣(1008631863) 

丹霞地貌的孕育──通天岩丹霞地貌的特點及其發展成因 

5 
 

種： 

• 近水平丹霞地貌 (<10°)  

• 緩傾斜丹霞地貌 (10-30°)  

• 陡傾斜丹霞地貌 (>30°)  

 

在一般情況下，近水平岩層（傾角少於 10° ）上發展的丹霞地貌有「頂平、

身陡、麓緩」的特點。而緩傾斜岩層（傾角界乎 10-30° ）發育的丹霞地貌則「頂

斜」，具單面山的特點，其斜頂與岩層層面基本上一致。陡傾斜的丹霞地貌（傾

角大於 30° ）通常難形成平頂或緩斜頂；除非保留了古侵蝕面，否則多為尖頂。 

 

2.1.4 地殼升降 

 地殼升降對後期上升區的紅層盆地提供便為侵蝕的條件。若地殼上升至一定

程度而長期處於穩定，便有利丹霞地貌按幼年期至老年期逐步演化（見圖五）。

間歇抬升有利於多層性丹霞地貌的出

現，如安徽齊雲山便因而有五級緩坡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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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丹霞地貌的侵蝕循環圖 （引自 彭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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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外營力 

所謂外營力，乃指各種影響及改變地球表面形態的力量。外營力主要來自太

陽幅射及地心吸力。針對丹霞地貌的發育，塑造著其地貌的外力條件包括流水作

用、風化作用、重力作用。 

  

2.2.1 流水作用 

流水作用在丹霞地貌的發展中主要以下切（downcutting）及側蝕（lateral 

erosion）表現。流水不斷蝕去坡面的風化物令風化得以繼續進行。流水的側蝕多

在坡腳蝕出水平洞穴，使上覆岩可懸空，使重力崩塌的可能性增加。另外，流水

對紅層中的可溶性成份會進行溶蝕，加強了侵蝕及風化的進程。 

 

2.2.2 風化作用 

風化作用對暴露的紅層坡面進行破壞，特別在流水作用較少的陡坡上，各種

風化，如片狀、塊狀、粉末狀風化也相當清楚。由於紅層在垂直向上的岩性差異

使之具不同的打風化能力，由是使砂礫岩等硬岩石相對凸出成岩額或岩脊，而泥

質或粉砂軟層則凹進成岩槽或順層岩洞──形成丹霞地貌獨特的微地貌景觀。 

 

黃進（1996）以紅層孔隙度大、礦物成份複雜，導溫能力差，易於出現片狀

風化。黃進把風化作用分為凸片狀風化、凹片狀風化。凸片狀風化圓化山頂、山

脊或石塊，凹片狀風化使軟岩層凹進。黃進指，凹進岩槽進一步風化可發展成扁

平洞，繼而穿成洞，部份穿洞會崩塌成天生橋。 

 

值得注意的是，乾早地區的鹽風化、高寒區的凍融風化令該地的丹霞地貌受

強烈的物理風化，故其形成表面會比較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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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重力作用 

重力作用主要發生在流水下切或側蝕而形成的懸空坡面上，懸空的岩塊或沿原生

構造節理或減壓節理而發生崩塌。洞穴和天生橋的頂板也常發生局部崩塌。 

 

3. 通天岩丹霞地貌的特點及形成原因 

  通天岩的地層屬於白堊系上统南雄組（方，1983），即陸相碎屑岩──這解

釋了區域構造對紅層分布的影響。加上，實地考察可見其岩石呈紅色，地形陡峭

（見圖六）；這些特點正付合了上述的丹霞定義。

 

圖六）通天岩的丹霞──紅色陸相碎屑岩的赤壁丹崖 

 

 區域構造亦控制了通天岩丹霞地貌的岩石特徵，間接影響了其地貌特點。根

據彭華的分類（2000），丹霞地貌的岩石可分三類： 

• 礫岩或砂礫岩丹霞地貌  

• 砂岩丹霞地貌  

• 砂頁岩丹霞地貌  

而通天岩的岩石則包含砂礫岩、含礫鈣質砂岩、含鈣礫岩、含鈣砂岩、含鈣

砂礫岩、鈣泥質砂礫岩(方大起等，1983)，故屬砂礫岩丹霞地貌（見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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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砂礫岩丹霞地貌──明顯看到幼細的砂岩和堅硬粗大的礫岩 

 由於通天岩屬砂礫岩丹霞地貌，岩石的結構差異性大。相較較抗蝕的礫岩，

含鈣質的砂岩更有利於水的溶蝕作用，形成通天岩坡面上的溶洞（見圖八）。 

 

圖八）通天岩坡面上的溶洞 

 

 此外，由此砂礫岩丹霞地貌的岩可結構粗幼懸殊，其垂直剖面的岩性差異亦

比較大。其陡崖坡面多較凹凸不平，看起來風化面也較粗糙（彭華，2000）（見

圖九及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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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通天岩陡岩坡面的岩性差異 

 

圖十）通天岩的陡崖坡面凹凸不平 

 

 值得留意的是，通天岩的石刻題象多集中在含鈣泥質砂岩及含礫鈣質砂岩中

（方大起等，1983），這相信亦是因為砂礫岩岩性差異大的岩石特點，古人多集

中於較易雕塑的砂岩上進行藝術活動。（見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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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通天岩內在砂岩上的石刻題象 

 

岩層傾角亦會影響丹霞地貌的山塊頂面及構造坡面。通天岩的岩層傾角，如

江西的大部份一樣，界乎 7-10°（方大起等，1983；Zhang et al.,2010）屬於近水平

面的岩層傾角。近水平的丹霞地貌特點是其山頂形態與層面接近，呈微上凸形，

而四壁則陡立，呈方山；簡的來說其地貌特徵有「頂平、身陡、麓緩」（彭華，

2000）（見圖十二）。 

 

圖十二）近水平丹霞地貌──「頂平、身陡、麓緩」 （引自 彭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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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是另一個影響著通天岩岩霞地貌特點的因素。一般而言，丹霞地貌可分

為五種： 

• 濕潤區丹霞地貌  

• 半濕潤區丹霞地貌  

• 半乾旱區丹霞地貌  

• 乾旱區丹霞地貌  

• 高寒區丹霞地貌               （引自 彭華，2000） 

 

江西贛州通天岩位處亞熱帶，年平均氣溫為 19.4°；年均降水量 1461.2mm（中

國氣象局，2006），屬濕潤區丹霞地貌。濕潤區丹霞地貌的地貌特點是其山頂和

緩坡有良好的霞蓋度（彭華，2000；Zhang et al., 2010）（見圖十三），其森林覆蓋

率達 80%以上。此外，其流水作用面會較光滑，陡崖坡上多侵蝕的豎向淺溝（彭

華，2000）（見圖十四）。 

 

      

圖十三）通天岩區內植坡覆蓋率高     圖十四）通天岩的流水氖作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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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岩乃濕潤區丹霞地貌，區內氣溫高，降水足，有利風化作用的進行。圖

十五明顯是物理風化的痕跡。區內的 

 

圖十五）風化痕跡 

 

 以上提及的均是通天岩區內一些整體的地貌特點，然而實際上，每一小處的

地貌形成仍取決於各處的斷層斷理──與流水作用、風化作用、重力作用等外力

的相互影響，才能形成每處的地貌的微小特徵。例如圖十六所見的岩洞，相信是

由於該處的節理，以及流水作用、風化作用、重力作用的影響，日積月累，慢慢

侵蝕而成的。 

 

圖十六）通天岩內的岩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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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 

總的來說，通天岩屬於近水平的丹霞地貌，形態上呈「頂平、身陡、麓緩」

的特點。通天岩的岩石有砂礫夾雜的特點，屬砂礫岩丹霞地貌──當中的含鈣砂

岩促坡面溶洞的形成；粗幻懸殊的岩性使通天岩的陡崖坡面有凹凸不平、垂直剖

面岩性差異大的特點。植坡覆蓋率高及流水作用面光滑、有侵蝕淺溝是濕潤區丹

霞地貌──通天岩帶來的其他地貌特點。再加上每處岩石的斷層節理分布，與外

力作用、時間的相互影響，則形成了通天岩的獨特丹霞地貌特點，為該處旅遊業

的一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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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丹霞地貌的生態旅遊發展潛力 

 

引言: 

「丹霞地貌」是在 1993 年首次在文獻中被提出，經歷 90 年代的研究發展在中國

丹霞地貌正式被學者確定為重點的研究對象之一。丹霞地貌一般被認定為形成於

內陸盆地厚層紅色砂礫岩之上，砂礫岩經長期風化及流水侵蝕而形成的垂直陡峭

地形，經過多年來的研究，於 2008 年中國已發現並證實的丹霞地貌達 780 多處(中

國丹霞網,2010)，並分布在不同氣氛區內，而於國外亦有該類型地貌的分布。而

自近年，受到旅遊業的推動，令中國的科研人員對丹霞地貌的研究更為熱切，其

中雖然丹霞地貌區往往是生態相對比較脆弱的地區，但其自然、文化景觀豐富，

極具旅遊開發價值(彭華,1999)。而中國丹霞地貌群以廣東丹霞山為首，聯同貴州

赤水、福建泰寧、湖南峎山、江西龍虎山、浙江江郎山，成功於 2010 申辦為世

界自然遺產，令中國丹霞地貌再一次得到重視。而不少的學者亦相繼指出中國丹

霞地貌極具生態旅遊價值。而就江西省的情況而言，江西省內亦有豐富的丹霞資

源，配合當地獨特的紅色文化，及客家文化，加上交通網絡的發展，從供應的角

度而言，江西省的生態旅遊資源非常豐富。然而就實際統計數字分析，江西的旅

遊業卻追不上鄰近的省份福建的發展。隨國際間及國內的生態旅遊的意識不斷上



升，江西省應能在以其丹霞地貌景點，發展國內其中一個生態旅遊的重鎮，然而，

在地區優勢上，卻較難吸納台灣及港澳的旅客。 

 

1.中國丹霞地貌的簡介： 

丹霞地貌的研究在國內只有約 80 年的歷史，丹霞地貌本在世紀 20 至 30 年代由

中國科學院院士馮景蘭和陳國達教授於廣東韶關丹命名，而於 1960 年黃進把廣

東地貌的其中一種類型命名為丹霞地形，開始了對丹霞地貌的種種研究，經多年

以來不同專家的探討與陳述，丹霞地貌被定義為是由紅色陸相碎屑發育而成，以

赤壁丹崖為特徵的地貌，而不同的學者對有關丹霞地貌的定義在細節上作出了不

同的解釋（羅成德, 1999），而大部分學者仍接受把「紅色陸相碎屑岩」作為丹霞

地貌的物質基礎，把「陡坡」作為形態限定，把「頂平、身陡、麓緩」的坡面組

合作為基本形態特徵（彭華,1999）。 

 

丹霞地貌在中國廣泛分布。其中，丹霞地貌分布在中國 26 個不同的省份上，橫

跨了熱帶、亞熱帶濕潤區和青藏高原高寒區，形成了丹霞地貌在不同地理環境分

區的區域差異。（彭華,1999）跟據不同的標準，丹霞地貌可分為不同的類型，已

被提出的分類方法包括了以地層傾角大小分類，以氣氛因素分類，以丹霞地貌發

育階段分類、以地貌形態分類等（表.1）。（羅成德, 1999；彭華,1999），其中直接

影響丹霞地貌發育的外營力因素主要有流水，風化和重力等作用，而以流水為塑



造丹霞地貌的主動力。而在乾旱區，丹霞地貌主要受到風力侵蝕及鹽風化作用的

影響；而在濕潤區，生物活動較為活躍，丹霞地貌受生物風化的影響亦較為明顯。 

 

表.1 丹霞地貌的分類初步方案 

分類方法 類型 

岩層傾角 (<10°)近水平丹霞地貌，(10-30°)緩傾斜丹霞地貌，(>30°)陡倾斜丹

霞地貌 

氣候區 濕潤區、半濕潤區、半乾旱區、乾旱區丹霞地貌 

發育階段 幼年期、壯年期、老年期丹霞地貌 

喀斯特化 (具喀斯特化)丹霞喀斯特，(無喀斯特化)非丹霞喀斯特地貌 

地貌形態 宫殿式(柱廊狀、窗欞狀)、方山狀、峰從狀、峰林狀、石牆狀、

石堡狀孤峰狀等 

 (根據彭華, 1999) 

 

2. 江西省內的丹霞地貌資源簡介: 

江西地勢獨特，東、南、西三面環山，中部為丘陵地區，北部為鄱陽湖平原。主

要河流發源於省內的邊境山系，其中江西五大河流為贛江、修水、撩河、信江、

饒河，眾河流注入鄱陽湖再與長江交會。當中贛為江西最大河系，江縱貫南北。

而配合這獨特的地勢，江西的丹霞觀景主要分布在周邊的丘陵地帶區域，在贛



南、贛東南地區較為集中，而在贛西和贛西北亦有零星的分布。根據郭福生等人

在 2006 年的統計，江西全省共有 123 處丹霞地貌景觀資源，按年代地層單位分

類而言，江西大部分丹霞景觀屬上白惡統(佔 82%)，其次為下白惡統(佔 15%)和

下第三系(3%)。其中，上白惡統地層分布廣泛，因為在這類地層中含有大量磚紅

色、紫紅色厚層狀礫岩、砂岩，表面較為粗糙，抗風化能力較強，故較容易型成

丹霞地貌。 

 

而按丹霞地貌的規模而言，江西省內丹霞地貌景區的範圍大小相差額大，最小的

景區只有 2.2km
2
，而最大的約 66.2 km

2
。景區的一般海拔為 100 至 200 米，個別

海拔 300 至 400 米。其中，江西省內的丹霞主要屬於中、青年階段的峰林、峰從

型丹霞地貌，丘陵型、岭谷型丹霞地貌也發育較好。年青地貌類型與河流關係較

為密切，地勢高差較大，贛東、贛東南和贛南丹霞景觀多為峰林，峰從型和岭谷

型地貌，高低落差可達型數百米。(郭福生等,2006)如龍虎山則為發育良好的峰林

型丹霞地貌，其高度標準為 178 米至 280 米，高差相差達數十至百多米。 

 

江西省內的丹霞觀景可主要劃分為信江中上游區、撫河中上游區、貢水流域區這

三個密集型的丹霞地貌區，當中三區所佔的丹霞地貌分別為為 23、20、44，佔了

全省總數丹霞景點的約 70%。而樂江流域區、修水中上游區、錦江中上游區、井

崗山水系區、章水流域區、桃江流域區為其他 6 個稀疏型的丹霞地貌區。江西省



丹霞地貌景觀沿河流走向呈帶狀分布，特別在信江、撫河、貢水、修水兩岸密集

分布，反映了丹霞地貌的分布與水系密切相關。水流穿越景區，在景區形成水庫

和湖泊，形成山水結合的景觀。(郭福生等,2006) 

 

3. 江西省生態旅遊的資源評估: 

生態旅遊一詞由學者赫茲特 (Hetzer)於 1965 年提出，一直發展成為一種強調保育

當地資源、社區概念，的綠色旅遊文化。而丹霞地貌的生態旅遊價值除了丹霞地

貌自身的分布的集中程度，地貌的組合類型的多樣性，及景區的綠化保育程度影

響外，亦受到景區社區的文化因素，及運輸配套所影響。而江西的丹霞地貌，單

由資源的供應角度出發，其發展潛力非常高。 

 

3.1 丹霞地貌的生態旅遊價值 

隨住世界經濟不斷發展，城市化的進程不斷加快，過度的城市擴張造成了人們對

回歸大自然的渴求。這些渴求便是生態旅遊的需求，即到自然界及生態環境中去

參與遊覽、探險、登山，去享受寧靜舒暢的環境。（陳建庚等,1999）而當中丹霞

地貌便能成為生態旅遊景點，其中，丹霞地貌區結合了不同的地貌特徵，除了最

為人所熟識的赤壁丹崖外，還有平項山，峽谷，洞穴等等不同的地貌。而世界遺

產委員會亦指出「中國丹霞」整體為臨水型峰叢，即包括了江西的龍虎山，丹霞

地貌結合了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壯觀的瀑布及碧綠的河溪，構成了「丹山、碧水、



綠樹、白雲」組合，印證了丹霞地貌作為一生態旅遊景點的價值。 

 

3.2 江西省丹霞地貌作為生態旅遊景點的價值的因素： 

從總量而言，江西省的丹霞地貌足夠作為生態旅遊景點。江西省內包含了豐富的

丹霞資源，其中按黃進及齊德利等人的分析，中國東南區的丹霞地貌佔了中國總

數的的一半，按 2004 年的數字，為 286 處。而按郭福生等於 2006 年的遙感監證，

江西省內的丹霞總數要達 123，即以佔了整個東南丹霞區四成多的丹霞景區。從

丹霞資源的總數而言，何謂在全國名列前茅。 

 

除了數量外，丹霞地貌的分布亦影響了其自身作為旅遊景點的吸引力，而江西省

的丹霞景區大部分呈集中型的分布，有利作旅遊景區的發展。其中，景區的大小

直接影響了景區作為一個旅遊景區的吸引力，一般而言，景區範圍愈大，其吸引

力亦較大。而另外，當景區結合在一起時，由於可以聯合發展，其吸引力便更大。

而跟據江西省的丹霞地貌分布，七成的丹霞地區分布在三個主要的丹霞地貌集中

區中，由此，其集中型的丹霞分布有利其作為景點的發展。 

 

而就其外貌而言，江西省屬於亞熱帶濕潤區，加上其獨特的地貌，河流匯集，形

成丹霞地貌與水資源結合的地貌。而在適當的降水及溫度配合下，形成了江西省

丹霞地貌綠葉成林的景象，如本次考察所到的通天岩，保有了原始的古老樹林，



面興達六平方公里，植物種類繁多，有三種國家二級保護植物，及 81 種名貴樹

種，如桂樹、圓柏、菩提樹等。配合種種的歷史原因，令到這種丹山、碧水、綠

林結合的地貌結構仍能在江西得到保留。 

 

除了丹霞本身的數量、分布、及外貌等的因素外，江西的丹霞亦結合了眾多的人

文因素。一般而言，由於東南部的氣候宜人，在中國自以來也是人民聚居之處。

而丹霞地貌的岩質較為鬆散，適合進行雕刻及題字的活動，令不少的丹霞地貌亦

與人文因素所結合。其中，江西省的丹霞地貌中亦包括了內有二百多磚石雕的通

天岩，及道教名山龍虎山。在歷代詩人的題刻及宗教文化的相互影響下，令丹霞

地貌有潛力作為一個體會自然風光、文化的生態旅遊景點。 

 

除此以外，江西省內的丹霞地貌除了在是國家級的景點外，亦是國際級的旅遊景

點。景點擁有國家或國際認可亦能提升景點的知名度及吸引力，其中，在江西省

內，龍虎山已通過以「中國丹霞」的名義成功於 2010 年成為世界自然文化遺產，

而通天岩亦作為國家 4A 級的景區，從知名度而言，江西省的丹霞地貌亦足以發

展成為生態旅遊景區之一。 

 

3.3 江西省內配合丹霞生態旅遊發展的因素: 

除了江西省內的丹霞地貌自身的特徵以外，江西省內的其他景點的數量、分布、



知名度等亦會影響江西省內丹霞地貌作為生態旅遊景點的發展。其中，丹霞作為

一個自然風光景點能與其他景點結合，在集聚效益下發展成生態旅遊路線。而江

西省內除了丹霞地貌外，亦有作為世界人文景觀遺產的廬山及作為全國最大保護

濕地之一的鄱陽湖，配合上千年文化古鎮景德鎮，在贛北形成了一個多元化的生

態旅遊景區路線。而在贛西南則能與井崗山等革命遺址景點結合成「紅、綠」二

色旅遊路線。 

 

而除了景點的配合外，江西省內的交通配套尚算完善。航空方面除了現有的五個

機場外，另外仍有 2 個機場在與建中，而鐵路、公路運輸網絡完善，武九鐵路，

京九鐵路打通了江西自武漢、北京、廣東、香港的鐵路運輸。然而在廣深高鐵仍

未完工的情況下，由經鐵路由廣東至江西井崗山站仍需花上一天的時間，可見在

交通的配套上仍有待改善。 

 

4.江西省的生態旅遊需求評估： 

儘管江西省的丹霞地貌擁有極高的開發作生態旅遊資源，然而，從供應的角度上

分析。江西省能發展的生態旅遊模式及其針對的客源相對較為局限，其主要原因

是由於鄰近與省份的資源重疊，而江西省在地理位置上亦估不到任何優勢，故對

能針對國內，或部分的國際客源，雖然江西鄰近台灣及港澳地區，但三地對江西

省的生態旅遊的需求並不大。 



 

其中，儘管江西省內的龍虎山成功申報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但同時成為世界遺產

的「中國丹霞」其他 5 個景點省份的距離相近，而且在「中國丹霞」以廣東的丹

霞山最為人所熟識，所以在丹霞熱的情況下，江西省能分到的實際利益相對有限。 

 

另外，江西省的地理位置雖鄰近香港、澳門及台灣等生態旅遊意識較高的城市，

而亦有道路及鐵路連接香港地區。而且，在中台兩岸加強互通的國情下，江西省

理應能分析到更大的經濟得益。然而，從 2007 年的統計數據可見(表 2)，儘管江

西省與福建省相鄰，但是前往江西省旅遊的人數明顯較福建為少，而且在入境旅

客的人數差異更為明顯。當中，福建省享有的沿海地理優勢，與台灣相鄰，在相

近的景點比較下，福建省的入境旅客自然較江西為多。故此，可以推論，即使中

台兩岸的經濟發展計劃成功簽訂，對江西的旅遊業發展的幫助相對有限。 

 

表 2. 2007 年度中國全國及福建、江西兩省旅遊接待統計 

2007 年度旅遊業發展情況(萬人次) 

 全國 福建 江西 

國內旅遊人數 ~161000 8041.12 6944 

入境旅客人數 13187.33 2687.45 664.686 

外國人 2610.87 100.797 23.9443 



港澳地區人士 10113.57 877.897 30.1993 

台灣地區人士 462.79 801.587 12.3250 

(來源: 中國統計資訊網) 

 

另一方面，除了江西省的地理位置外，江西省在推動丹霞生態旅遊時，往往把相

關的路結合其「紅色」革命景點。一般而言，這種推銷方法對國內遊的遊客的吸

引力較大，故此江西省的國內遊客的人數與鄰近省份之間的差異沒有如此明顯。

然而，「紅色」革命景點對有著不同政治體制及背景的台灣及港澳地區的吸引力

不大。故此，江西結合丹霞生態旅遊及革命景點的推廣方法，對丹霞地貌作生態

旅遊發展的幫助於內地以外地區而言，成效較低。 

 

故此，在旅遊業早已發展的福建及廣東包圍的情況下，江西以丹霞地貌作為生態

旅遊景點發展缺乏了獨特性，而江西省的相關配套設施如道路系統、酒店，公共

交通系統亦較鄰近地區較為缺乏。然而，隨內地民眾對生態旅遊的認知日漸上

升，結合了丹霞地貌原始風貌及革命文化的江西的生態旅遊發展潛非常龐大。然

而，若江西省政府想把江西丹霞生態遊進一步推廣到國外，仍需要進一步的努力。 

 

 

 



參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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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申遺」-申報世界遺產曾經在中國掀起過一鼓熱潮。 自 1985 年中國加入《保

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締約國行列以及 1987 年一年內有 6個世界遺產

申報成功, 中國國地興起了「申遺熱」,世界遺產所帶來的龐大經濟利益和榮

譽，造成各地爭相推選及申報世界遺產。直至 2001 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凱恩

斯決議》, 將全世界每年入選項目提名限制為 30個，而每個國家每年最多只可

以有一處地方入選世界遺產, 中國的「申遺熱」才大大消退。然而, 直至現今,

仍有不少中國的古跡, 景點, 希望申報世界遺產, 江西贛州的通天岩便是其中之

一。本文將會對世界遺產的資料和申報條件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並對通天岩能否

申報成功和其申請的利弊作出討論。 

 

二、 何謂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又名世界襲產,是指那些根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簡稱

世遺約) 被列入公約的各種遺產。這是一項由聯合國

支援、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負責執行的國際公約

建制, 於 1972 年 11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 

以保存對全世界人類都具有傑出普遍性價值的自然或

文化處所為目的,。聯合國希望籍此能喚起人類珍惜，

保護，拯救和重視這些地球上獨特的景點。 

                                                    世界遺產標誌 

 

這些遺產全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其極其罕見和不可在生及複製。正因為這

個特點, 聯合國產生出保護世界遺產的概念,希望能夠在它們受到破壞及威脅前

建立一個完善的制度, 把它們妥善的管理和保護。 

 

 

 



世界遺產主要能夠分成 3種,分別是 a.文化遺產,b.自然遺產以及 c.混合遺產。 

a.文化遺產就是一些具有深厚, 珍貴歷史意義的古跡, 有名的例子包括中國的萬

里長城, 故宮以及意大利的古羅馬鬥獸場。b.自然遺產即是一些出色的自然景觀, 

也可以是重要的動物棲息地等, 例子有中國四川九寨溝, 廣東丹霞山, 江西龍虎

山等。而 c.混合遺產則是同時包含上述兩種遺產的元素, 例子有中國的泰山, 黃

山以及峨眉山。各種世界遺產的主要特徵會在下一部份詳細地交代。 

  

               泰山(混合)                      萬里長城(文化) 

              

    丹霞山(自然)                        古羅馬鬥獸場 

到 2010 年為止, 在全世界 151 個締約國中被列入世界遺產的項目有 911 個, 其

中文化遺產佔 704 個, 自然遺產佔 180 個而混合遺產則佔 27 個。 

 

 

 



三、 如何成為世界遺產 

對於成為世界遺產的條件, 世遺約給了以下的指引,作為各種遺產的基準: 

(1) 表現人類創造力的經典之作。 

(2) 在某期間或某種文化圈裡對建築、技術、紀念性藝術、城鎮規劃、景觀設計

之發展有巨大影響、 促進人類價值的交流。 

(3) 呈現有關現存或者已經消失的文化傳統、文明的獨特或稀有之證據。 

(4) 關於呈現人類歷史重要階段的建築類型、 或者建築及技術的組合、 或者景

觀上的卓越典範。 

(5) 代表某一個或數個文化的人類傳統聚落或土地使用、 提供出色的典範特別

是因為難以抗拒的歷史潮流而處於消滅危機的場合。 

(6) 具有顯著普遍價值的事件、活的傳統、理念、信仰、藝術及文學作品、 有

直接或實質的連結 （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該基準應最好與其他基準共同使

用）。 

(7) 包含出色的自然美景與美學重要性的自然現象或地區。 

(8) 代表生命進化的紀錄、重要且持續的地質發展過程、具有意義的地形學或地

文學特色等的地球歷史主要發展階段的顯著例子。 

(9) 在陸上、淡水、沿海及海洋生態系統及動植物群的演化與發展上、 代表持

續進行中的生態學及生物學過程的顯著例子。 

(10) 擁有最重要及顯著的多元性生物自然生態棲息地、 包含從保育或科學的角

度來看、 符合普世價值的瀕臨絕種動物種。 

 

以上 1-6 是判斷文化遺產的基準，7-10 則是判斷自然遺產的基準。但是有一點要

注意的是並不是每個世界遺產都能滿足以上所有條件, 有些遺產可能只能夠滿足

一至兩個條件。例如只滿足基準 6的世界遺產是:原子彈爆炸圓頂屋(日本),格雷

島(塞內加爾),奧斯威辛集中營(波蘭)等。全部的 6項文化遺產基準都達到的有

世界文化遺產 2處:敦煌莫高窟(中國)和威尼斯(義大利),以及自然文化遺產的泰

山(中國)一處。 



 

 

除了要滿足以上某些條件外,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過程便是遺產的提名和登錄。正

如前文提及過,申報世界遺產是有限額的,每個締約國只能每年提名 45 個遺產,而

能獲登記的則是自然遺產及文化遺產各一項。這就出現了僧多粥少的情況,每每

有遺產符合了條件但因名額有限而被列入預備世界遺產。 

 

而世界遺產的提名過程亦頗為複雜, 但由於並不是太重要,我只會將提名過程列

出作簡單介紹: 

 

尋求登記的地域的擔當政府機關候選地推薦·暫定名單提出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要求 

↓ ↓ 

文化遺產候選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

(ICOMOS)現場調查報告 

自然地遺產候選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IUCN)現場調查報告 

↓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判斷登記推薦 

↓ 

在世界遺產委員會最後審議 

↓ 

正式登記 

 

 

 

 

 



 

 

四、 中國的世界遺產 

1972 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簡稱

《世遺約》)。當時參加大會的 191 個國家中, 有 180 國成為了《世遺約》的締

結國。由於中國當年正處於動蕩時期,並未有獲邀出席會議。直到 1982 年夏天, 

中國聯合國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才收到來自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總部的信件, 獲邀簽署公約，成為締約國。可是,當時國內並沒有對其重視。 

 

直到 1985 年, 在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的促成下, 中國科學院的陽含熙、城鄉建

設部的鄭孝燮、國家文物局的羅哲文三位全國政協委員同意聯名提出《建議我國

政府盡早參加〈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提案。最終,這個提案獲人

民大會通過,中國於同年年底正式簽署了《世遺約》,成為締約國。第一批申報世

界遺產候選名單有 6個，其中 5處文化遺產：長城、明清故宮、周口店“北京

人”遺址、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以及 1 處自然遺產：泰山。6處

遺產地最後均得到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批准, 在 1987 年 6 月列入了《世界遺產名

錄》。 

 

中國的世界遺產共有 40 項, 包括自然遺產 8項,文化遺產 28 項,混合遺產 4項, 

在數量上居世界第三位, 僅次於意大利的 44項和西班牙的 41 項。有鑑於中國還

有無數項目未申報, 中國很有可能在未來成為全世界最多世界遺產的地方。 

 



                  

              中國世界遺產標誌                       兵馬俑坑(文化) 

五、 通天岩成為世界遺產的可能性 

通天岩是丹霞地貌的一種, 但是並未有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中國丹霞」

的一列。在《世界遺產名錄》中, 被列入「中國丹霞」的地方包括福建泰寧、湖

南崀山、廣東丹霞山、江西龍虎山（包括龟峰）、浙江江郎山、貴州赤水。對於

這些地方得以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 《世遺約》的解釋是他們符合了十大

準則中的第七和第八個條件: 

 

第七個條件: 包含出色的自然美景與美學重要性的自然現象或地區 

中國丹霞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而獨特的自然景觀。紅色礫岩和砂岩構成的特殊自

然景觀塑造成美麗壯觀的山峰，柱子，峭壁和峽谷。加上茂密的森林,蜿蜒的河

流，雄偉的瀑布，使中國丹霞成為了一幅美麗而自然的圖畫。紅色的岩石和翠綠

的森林以及蔚藍的河流形成的對比造就了中國丹霞地貌的偉大。此外,中國的丹

霞地貌亦一直被學術界以及藝術界所推崇。各種不同的丹霞文化包括廟宇、石

刻、壁畫、文章和佛像令到丹覆形為一個美麗的風景以至宗教的聖地。 

 

第八個條件: 代表生命進化的紀錄、重要且持續的地質發展過程、具有意義的地 

            形學或地文學特色等的地球歷史主要發展階段的顯著例子 

和世界上其他同類型的地方一樣, 中國丹霞是典型的溫暖和潮濕氣候形成的紅層

地貌。但是,無比合適的地理、氣候、和水文等條件令到中國地紅層地貌比世界



其他地方發展得更好、更多。此外, 中國丹霞包含各種各樣的發達紅層地貌，如

峰，塔，台地，單面山，懸崖，峽谷，洞穴和拱門。內型力（包括隆起）和外型

力（包括風化和侵蝕）為中國丹霞地貌提供了不同方面的自然景觀。 

 

    

          通天岩景色                       通天岩石刻 

以上兩圖中的景色是通天岩的景色, 與《世遺約》對「中國丹霞」的描述, 無疑

是非常相似。通天岩本身的名氣自然比不上入圍的幾個丹霞景點, 但是要符合

《世遺約》對「中國丹霞」的描述,是絕對可以的。因此通天岩要繼續爭取成為

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員, 並不是沒有可能。通天岩想和兵馬俑坑、泰山等地方一樣

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化遺產明顯是不太現實, 但要爭取成為「中國丹霞」中的一員

則很有可能成功。 

 

 

六、 通天岩成為世界遺產的利與弊 

凡事有利必有弊, 通天岩能成為世界遺產的一份子無疑是令人雀躍, 但從另一方

面想, 也未必是十全十美。 

通天岩申報成為世界遺產的好處: 

 

1. 增加知名度, 吸引旅客 

各地景點紛紛爭取成為世界遺產, 其中最大的原因無疑是為了提昇知名度, 

以吸引更多的旅客來訪。的確, 是否世界遺產已經成為很多旅客評定景點的

準則, 而成為世界遺產亦是對一個景點的歷史和其價值的肯定。 



 

 

 

2. 保護通天岩 

《世遺約》成立的目的便是為了保護各種各類珍貴而有意義的自然和文化遺

產。為了保護它們, 《世遺約》建立了《瀕危世界遺產名錄》。一旦某些景

點受到威脅或監管不力便會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中。這些威脅可分

為人為影響和天然災害兩大類。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表示該項遺

產因各種原因未得到適當的保護。根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保護世界遺產的責任首先在擁有該遺產的締約國，該國須為此竭盡所能，到

必要時才“利用所能獲得的國際援助和合作，特別是財政、藝術、科學及技

術方面的援助和合作。” 有了這個制約, 對通天岩的保護便可以加強, 免受

破壞。 

 

通天岩申報成為世界遺產的壞處: 

1. 申報失敗, 降低吸引力 

如果說申報成功能令一個景點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並且是對一個景點的肯定, 

那麼申報失敗就意昧著吸引力的下降。不申請而未成為世界遺產並不能說明

一個地方的價值, 但申報而失敗則意味著其價值未能達到世界遺跡所要求的

程度。 

 

2. 申遺代價大 

申報世界遺產並不是所說那麼簡單, 每個景點申報世界遺產都要付出不少的

金錢和人力。廣東丹霞山剛剛申報成功, 成為「中國丹霞」的一員。可是,高

達 1.2 億的申遺成本令到丹霞山要把門票的價格上調, 以抵消申遺造成的損

失, 甚至有可能得不償失。 

 



 

 

3. 環境破壞 

雖說成為世界遺產能增加對景點的監管, 更意味著知名度的進一步提高和經

濟價值的進一步提昇。然而，世界遺產也可能會面臨被過度開發的危險。例

如,美國佛羅裡達南端的大沼澤地國家公園曾是著名的水鳥世界，但是由於外

圍土地的開發，水鳥數量已減少了 90%。在中國，敦煌莫高窟、麗江故城、蘇

州古典園林等世界文化遺產都面臨很大的旅遊壓力，如何做到旅遊開發與保

護相得益彰，值得研究。 

 

七、 總結 

被列為世界遺產，不僅是榮譽，更是一種責任。世界遺產公約是一把雙面刃, 在

提高人們對遺產關注的同時, 亦大大增加了遺產的知名度, 吸引了更多的遊客, 

增加保育和保護的難度。通天岩自然有成為世界自然遺產的能力, 然而, 成為世

界自然遺產並不意味著更多的金錢和榮譽, 更是一種承擔和責任。要做到“保

護、保存、展出和遺傳後代”, 談何容易。通天岩現在的發展雖然不是很完善, 但

是遊客數量不多所以壓力也不是很大。但是一旦名氣大了, 旅客自然會多起來。

那時候, 怎樣保護通天岩, 就要靠內地政府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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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考察報告 

 

通天岩景區的優點及不足之處的是什麼？ 

1. 前言 

江西省位於中國東南部(圖一)﹐大概在北緯 24o至 30o﹐東經 113o至 118o之

間﹐全省面積達 16.69萬平方公里。通天岩位於江西省贛州市西郊區﹐屬於國家

4A級旅遊景點﹐總面積達六方公里。內由五座的岩石群所組成﹐包括忘歸岩、

翠微岩、龍虎岩、同心岩等(王﹐1994)。這裡有典型的丹霞地貌﹐當中的有很大

量的由唐宋時期遺留下來的石刻﹐石龕、題字及寺院等﹐是江南地區最大的一個

石窟。 

 

 

圖一:  江西位置圖 

 

江西擁有豐富的丹霞資源﹐而江西的丹霞是屬於濕潤區丹霞地貌。中國的丹

霞地貌分佈全國﹐當中包括了濕潤區、半乾旱區、乾旱區及高寒區。直到二零零

九年﹐中國共發現了五百多處的丹霞地貌﹐江西省共佔當中的一百二十三處(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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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及姜﹐2010)。在江西省﹐丹霞地貌沿著河流形成﹐分佈在東北、東及南部地

區﹐呈長條的形狀﹐在信江和貢水等附近都有發現﹐當中的發展與水形力是有關

的。以下將會細說通天岩的旅遊價值。 

 

2. 通天岩的生態價值 

    生態旅遊指在旅遊期間保護環境﹐改善當地人的生活。生態旅遊亦能提升人

們對環境及文化的注意﹐而景點同時可以為旅客提供正面的旅遊體驗(TIES, 

2010)。生態旅遊應該可以為旅客帶來高質素的旅遊經驗並刺激當地的經濟發展﹐

多元化當地的經濟架構﹐創造更完善的社會福利及基建﹐提供更多資料予管理及

保育環境﹐推廣及教育當地人保育環境的方法和重要性。而最常見的生態旅遊地

點為公園及受保護地區(TIES, 2010)。 

 

    中國有很多的資源供生態旅遊﹐當中可分為自然、生態及歷史三部份。在自

然方案﹐有很多著名的山脈、湖泊、河流、山洞及自然保護區都有潛力成為生態

旅遊的目的地﹐共有二千五百多種不同的自然保護區﹐總佔國土超過十五個百分

比﹐例如天山、桂林的七星岩及吉林長白山自然保護區等(Studley, 1999)。在生態

資源方面﹐中國有很多珍貴的野生動植物﹐而且有部分都只可以在中國境內才能

夠發現。當中包括熊貓、金絲猴及中華揚子鱷等。在文化歷史方面﹐中國有超過

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主要集中在中國的西南地區的森林及山區中﹐維持著原始的

生活方式  (Studley, 1999)。 

 

通天岩丹霞地貌位於贛州盆地﹐位於江西的南部﹐早己開發為旅遊景區﹐而

且當地是亞熱帶季風地區﹐降水量充足﹐有利植物的生長﹐在崖頂都有林木的生

長﹐整個環境都有利江西省政府推廣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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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的通天岩﹐除了有自然的景觀﹐即丹霞地貌及洞穴之外﹐還有林木的

生長﹐加上多年的歷史文物和藝術﹐政府亦做了很多的措施增加了通天岩的吸引

力﹐成功吸引了不少旅客前往參觀。 

 

 

2.1. 地貌景觀多樣化 

 

景區內有多種的景觀﹐包括了丹霞地貌、洞穴和天然環形山壁等。丹霞地貌

呈紅色﹐並且體積巨大﹐岩石上亦有不少受到外形力風化的痕跡﹐形成了很多的

蜂蝸狀風化﹐有很多小型的洞﹐由於抗蝕力弱﹐易於受風化侵蝕﹐令當中不少的

岩石都呈奇形怪狀﹐亦有利在岩石上雕刻藝術。除了小型的洞穴之外﹐亦有不少

大型的洞穴﹐在廣福禪寺後﹐便有數個大型洞穴﹐更成為了寺廟的存放經書及石

像的地方；另外﹐龍虎岩便是一個丹霞洞穴﹐大概一百米深；在忘歸岩附近更有

一個因為風化而成的丹霞穿洞﹐更有一個貫穿的洞﹐禮佛岩亦有貫穿的洞穴。而

因為擁有天然環形山壁而命名的通天岩﹐四面被山壁圍繞﹐可以直視天空﹐通天

岩的山崖上部亦有一個額狀洞穴﹐洞大概寬六十米深﹐深約三十米﹐高約七點五

米﹐洞中有古寺廟﹐屬於奇特的景觀。這些的景色都有其獨特之處﹐有能力成為

吸引不同的旅客的景色。 

 

2.2. 生態價值 

 

江西的森林覆蓋率達到百分之六十﹐保護森林的措施都很足夠〈贛州市通天

岩風景名勝區管理局﹐2010〉。在通天岩中﹐有不少珍貴的植被﹐而且當中的植

被都是多元化﹐種類繁多。通天岩屬於未被開發的景點﹐保留完好的原始森林﹐

森林面積達到六平方公里。景區中有三種的國家二級保護植物﹐八十一種的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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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種﹐普通的樹種有廿二種﹐總共一百零六種的植被﹐例如桂樹、羅漢松及菩提

樹等。而且很多地區都未受人為破壞及採摘﹐樹木的完整性得以保存﹐景區內森

林覆蓋率達八十六個百分比﹐其生態價值十分高〈黃﹐2011〉。 

 

 

2.3. 豐富歷史文物藝術 

 

石窟寺是華南地區其中一個很獨特的景點。由於很多的石窟寺都是沿經黃河

及長江所建的﹐所以在較遠離黃河長江的華南地區則很少有石窟寺的出現﹐其中

一個在通天岩興建石窟寺原因大概是唐代的北方的人民南移到贛州﹐於是在通天

岩便會發現石窟寺〈王﹐1994〉。 

 

通天岩自唐朝開始便已經有人文活動﹐經過考察人員發現﹐通天岩中有多達

三百五十九個造像﹐三百一十五個窟龕﹐主要分佈在四個地方﹐包括通天岩、龍

虎岩、忘歸岩及翠微岩。在三百五十九個造像當中﹐有珍貴的摩崖造像﹐屬於唐

代後期至宋代的作品﹐而且各有特色〈朱﹐2001〉。在唐代的作品如兩尊座落在

通天岩和翠微岩之間的八座觀音菩薩﹐都受到北方佛教影響；另一方面﹐在宋代

的作品帶有南方佛教的影響﹐如在通天岩頂部的羅漢像﹐規模龐大﹐屬於江南地

區的少數〈朱﹐2001〉。 

 

除了摩崖石像之外﹐還有一百二十八個摩崖題刻﹐由北宋直到清代及民國期

間都未曾間斷有新的題刻出現﹐最古老的可追溯至北宋的熙寧六年﹐亦即 1073

年﹐大概一千年前﹐而近代的大概是民國三十七年﹐當中有不同的字體﹐包括了

隸書及正楷等﹐而且包含多種形式﹐例如詩詞、書聯及題名等﹐內容則涉及政治、

宗教及歷史。這些的題刻當中有不同的名人所題寫﹐王陽明及唐邦佐等﹐他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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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的題刻技巧、書法及藝術都有很大的影響〈王﹐1994〉。有這麼豐富的文物

及歷史價值﹐是能夠成為其中一個吸引旅客的特色。 

 

2.4. 新開發景區 

 

通天岩景區除了由古代便留下的古蹟及藝術作品之外﹐在一九九七年之後﹐

江西政府便開發了新的景點﹐以令通天岩有新的吸引之處。開發的新景區位於通

天岩石窟附近﹐方便旅客在新景區互動。在新的景區中﹐江西政府盡量避免破壞

原有的森林﹐並建立了新的六大功能旅遊地區﹐例如和水上遊樂園及新石刻區

等。在這些的新開發區之中﹐有一個長約二十三點七米的卧佛﹐它是由丹岩所組

成﹐另亦有高十米左右的漢白玉觀音。在二零零二年﹐贛州政府決定投資了一千

二百萬改善旅遊區的規劃﹐增添十多處的新景區﹐古宋城牆及贛南客家等以增加

吸引力。 

 

2.5. 江西政府旅遊規劃 

 

通天岩由於擁有江南很少有的石窟寺廟資源﹐固成為了通天岩一個很大的特

色﹐另外﹐通天岩當中的六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亦成為了重要的推廣的旅遊地

點，江西政府為了令景區可以吸引更多旅客前往﹐把通天岩等地區的名勝帶入珠

三角經濟圈，而且嘗試使通天岩成為京九沿線其中一個景點，並與附近的地區加

強旅遊經濟的融合，增加在廣東一帶的客源﹐特別是香港及澳門﹐而台灣及東南

亞等國內外市場都是江西政府其中一個主要的推廣市場〈贛州市通天岩風景名勝

區管理局﹐2010〉。 

 

2.6. 提高可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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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開發景點初期﹐市政府缺乏資源﹐令通天岩的可達度成為了景區一個

很大的發展障礙。為了解決此問題﹐市政府建設了兩條的公路﹐泰贛高速公路及

贛定高速公路﹐通往廣東及內蒙古等地區〈江西商報  ﹐2004〉。 

 

泰贛高速公路長約一百二十八公里﹐此公路為贛粵公路的其中一段﹐是十五

計劃其中一個重點工程﹐途經多個景區﹐包括三百山、通天岩及瑞金旅遊區等﹐

可達度上升﹐並有利吸引更多由廣東省前往景點的地區。另外﹐贛定高速公路由

南康到龍南段共長一百二十六公里﹐是內蒙古至深圳公路其中一段﹐屬於國家重

點幹線﹐為贛粵高速公路的組成部分。此公路的北方是南康市龍嶺﹐與泰贛公路

相通﹐南方為定南縣並連接廣東省高速公路﹐建造費為四十五億人民幣﹐全由贛

州市政府負責﹐沿途經過不同景區﹐通天岩便是其中一個〈中國江西省人民政府﹐

2004〉。 

 

3. 江西旅遊的不足 

 

通天岩的景色除了有自然及歷史的優勢之外﹐還加上政府的投資及鼓勵﹐

其旅遊潛力是十分高的。雖然通天岩有很多的特色﹐江西政府亦做了很多的政策

以改善通天岩景內的景觀﹐並不斷向各地旅客推廣通天岩的特色﹐令通天岩的知

名度大增﹐但仍然有其不足之處需要改善﹐包括開發存度不足﹐交通可達度較低﹐

生態資源面對危機等。 

 

3.1. 開發力度不深 

 

通天岩屬於省內有吸引力的旅遊資源﹐當中的丹霞地貌早於一九六零年代便

已經開發﹐可惜最初由於中國的經濟未開始發展﹐缺乏資源開發旅遊景點﹐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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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旅遊景點的開發度不夠深入﹐可達度較低﹐較少交通工具可以前往到達﹐亦

較少宣傳﹐令旅客數量處於低數量﹐總而言之﹐各方的旅遊設施都有改善的空間。

直到近年﹐江西及贛州市政府才與其他省區政府合作﹐建設了泰贛高速及贛定高

速公路﹐提升了通天岩的可達度﹐否則通天岩仍然會是一個較難以吸引遊客的景

區。 

 

3.2. 旅遊設施不足 

 

在通天岩附近﹐其旅遊設施有明顯的不足﹐難以吸引旅客的前往。目前﹐江

西省中共有三百五十多間有星級的旅遊飯店或飯店﹐但當中只有五家屬於五星級

的酒店﹐基本上全都集中於南昌及九江的大城市中﹐在江西十一個國家級的重要

旅遊區﹐包括通天岩附近﹐是沒有一間是五星級酒店﹐其供應遠差於需求。另外﹐

很多的江西的旅遊設施都是檔次較低﹐難以吸引檔次較高的旅客前往﹐因此如需

吸引高檔的旅客前往﹐通天岩附近的旅遊配套仍有需要改善的地方〈羅﹐2008〉。 

 

除此之外﹐在二零一一年的春節期間﹐通天岩的總收入增長達到百分之八十﹐

旅客大增﹐當中很多都是自駕旅遊人士﹐但當中較少協助自駕旅遊人士的設施﹐

很多的停車場都在假期期間擠得很滿﹐指導旅客的服務員皆是為自願人士﹐實在

是有需要增加專業服務員及加強對他們的訓練。 

 

4. 建議 

就以上的不足之處﹐江西及贛州市政府可以作出一些的改善政策﹐令通天岩

成為更完善的景點﹐並在開發的同時可以保護景點內的自然資源﹐並以此作出以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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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注重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在贛州政府在開發時﹐應避免破壞丹霞地貌及周邊的原始森林資源﹐旅遊資

源﹐當中很多地質及景觀在省內其他的地方都難以有相同的研究及旅遊價值﹐通

天岩中有自然及人文景區﹐並得以融合﹐但景區內的旅遊設施及服務都有進步的

空間﹐市政府可以加大力度發展不足的旅遊設施﹐而宣傳方面亦可以做到更好﹐

以國家 4A級、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地區及江西省風景名勝區先進單位等吸引旅客

〈贛州市通天岩風景名勝區管理局﹐2010〉。 

在開發的時期﹐由於通天岩景區內有多達六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區﹐而且亦

有很多大型的丹霞地貌﹐古蹟歷史藝術寺廟都是華南地區中絕無僅有的﹐他們一

旦受到人文活動的破壞便難以修覆﹐應該加以保護。丹霞地貌是經歷數以千萬年

才形成的﹐當中有不同的內外營力加以塑造﹐而在丹霞地貌上生長的原始森林更

加顯得脆弱﹐如果利用大型砍伐以便景區的發展﹐便會得不償失﹐令整個生態系

統崩潰﹐固此﹐贛州市政府應該堅持以保護地質、自然及歷史遺跡為主要開發的

目的﹐保護及開發同時進行﹐以可持續發展為旅遊業的依歸﹐增加地方及市民的

收入﹐並從中教育大眾市民及旅客有關生態旅遊資源的原則〈曾、郭及曹﹐2008〉。 

 

4.2. 完善旅遊設施 

由於景區在二零零一年才被評為 4A國家級旅遊重點地區﹐要將之提升為 5A

級的國家旅遊景點﹐必須要完善景區內的旅遊設施。首先﹐5A級景點必須要考

慮殘障人士的而需求﹐設置更多的無障礙設施協助他們﹐例如提供給予輪椅的斜

坡及盲人使用的道路。再者﹐在 5A的旅遊區中﹐必須要增加更多的專業導遊﹐

除了提供本地語言服務之外﹐更要為海外旅客提供外語服務﹐更要提升他們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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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程度及服務態度〈江西省贛州市通天岩風景名勝區管理局﹐2010〉。 

 

在旅遊的基建及配套設施方面﹐景區中的停車場及管理設施都需要改善﹐以

配合更多的自駕人士前來﹐並增設遊客服務中心、公廁及商務等服務設施；為道

路及景區內進行綠化及美化工程﹐防止因為開發而失去了綠色環保旅遊的意義；

加快更多酒店、購物街區等旅遊接待設施和休憩設施﹐並限制旅客的數量及旅行

團的規模﹐以避免一次太多旅客在景區內﹐因為這不但減低了旅遊欣賞的價值﹐

還會破壞景區內的生態及自然景觀〈江西省贛州市通天岩風景名勝區管理局﹐

2010〉。 

 

總而言之﹐通天岩是一個含有豐富自然、人文及歷史的景區﹐在江西及贛州

市政府大力的發展下﹐通天岩已經擁有自己的特色﹐並吸引不少的旅客。但是﹐

通天岩仍然有其不足的地方需要改善﹐在知道通天岩的不足之後﹐應該慢慢進行

改善﹐避免過度發展﹐市政府應該留意如何可以保護原有的景觀及文物﹐太多新

興建及現化代的設施都會破壞現有的環境﹐固此﹐市政府應該著重可持續發展﹐

以繼續保護環境為大前提下開發通天岩〈江西省贛州市通天岩風景名勝區管理

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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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岩丹霞地貌的特點 – 探討人文方面。 

 

甲、序言 

  在這次跨年江西考察中，我享受了一個短暫的假期，每天遊山玩水，

拋開塵囂，忘我地投入大自然的奇妙和美麗之中。旅程的第四天終於踏上

了舉世聞名的全國重點保護單位─通天岩。出發前我在網上搜尋了相關的

圖片，當時我還質疑圖片是經電腦技巧的修改及整理，才那麼宏偉及漂

亮。但當我遊覽通天岩的丹霞地貌和石窟後，才親身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

威力及古人的超卓藝術造詣。本報告集中討論通天岩丹霞地貌在人文方面

的特點。 

  

乙、通天岩的人文特點 

 通天岩位於江西省贛州市西北郊外，距離市區約 6.8 公里，是國內著

名的旅遊風景區。通天岩是由五座各具獨特形態的岩崗組成，包括通天

岩、忘歸岩、翠微岩、龍虎岩及同心岩。當中擁有約 2 平方公里的丹霞地

貌，呈紅色及紫色，砂粒幼細。古人便善用此自然特點，在丹霞上進行雕

刻及題詩，造就了現時的石窟。自唐宋的興起及經歷明清兩朝的發展，在

赤紅色的丹霞地貌上，現存唐宋 359 尊石像石龕，128 品上至北宋近至近

代的摩崖題刻，97 歷代名人的石刻詩句，因其蘊含了豐富的文化及歷史

產物，故被譽為「江南第一石窟」(朱，2001)。由於通天岩含有強烈的文

化、宗教及歷史背景，於 1989 年被國務院公佈為國家重點全國重點保護

單位，其後更被評級為國家 4A 級景區，對江西省的旅遊業作出極大貢獻。

本報告以自然因素為基礎，綜合我在考察中的體驗和知識，以及參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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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從宗教信仰、歷史文化及旅遊業等三方面，分析通天岩丹霞地貌的人

文特點。 

圖 1. 通天岩風景區衞星地圖 

(A：通天岩；B：贛州市通天岩風景名勝區；C：通天岩石窟售票處；D：通天岩郵政代

辦所；E：贛州市通天岩風景名勝區管理局；F：通天岩石窟)(資料來源：谷歌地圖) 

 

一) 石窟及題刻的宗教意義 

  首先，通天岩丹霞地貌最明顯的人文特點，莫過於是被雕刻在丹霞地

貌上，極具宗教意義的佛像石窟，。綜合了考察中導遊的講解和我的觀察，

以及參考文獻，通天岩現存的石窟造像大致可分為大四類，詳情可見表一。 

 

 位置 石窟造像數目 朝代 

一 通天岩及翠微岩的交接處 八尊，包括兩尊觀音像 唐代末年 

二 通天岩山頂 遮那佛被五百羅漢包圍，普、賢及文殊造

像豎立兩旁 

北宋中朝 

三 通天岩 十八羅漢 北宋後 

四 翠微岩 彌勒佛像 南宋初年 

(資料來源：朱思維. (2001). 江南石窟通天岩. 南方文物. (4):57,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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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斯大規模的佛像石窟，乃因通天岩的丹霞地貌提供了天然優勢，讓

當地石窟造像得以發展。張和緯在論文中提及到「丹霞地貌是為石窟開鑿

提供理想空間的地貌類型」(張，1997)，當我在通天岩考察時，終於切身

地明白了他的含意。 

 

  通天岩丹霞地貌形成於白堊世紀，由砂岩及礫岩等碎屑岩沉積而成，

形成呈紅色的岩層。由於岩性結構平勻，碎屑組細，胶結致密，因此有利

於雕刻造像。另外，砂岩含富有鈣質，岩粒粗細有異，較弱抵禦能力的砂

岩有利溶蝕作用。 

而且，通天岩丹霞地貌多屬中厚層，地勢平緩，節理垂直發展，加上贛州

屬潮濕的亞熱帶氣候，通天岩擁有豐富植被，因此易受各種風化作用的影

響，產生了各種奇險崖壁。各種自然因素令通天岩丹霞地貌長期受地質作

用影響，造成如張和緯所指出「頂平、身陡、麓緩的方山、石牆、石峰、

石柱」等奇形崖壁(張和緯，1997)，在空間上提供有利條件予古人雕造石

窟。同時，陡壁下的廊道足以遮擋陽光及風雨，適合雕刻較大型的石窟如

卧佛，免受日曬雨淋。 

 

  除了自然因素外，通天岩丹霞地貌的色彩，與當地佛教造像有密切的

關係。據孔子的觀點，赤色是正色，而唐代規定「士庶不得以赤黃為衣」，

只有皇帝才可穿著赤色或黃色等暖色調衣服，形色分明的社會階級，因此

紅色及黃色在中國社會中代表崇高的政治地位。五代十六國時，僧人明白

到只有依附皇權才能使佛法大盛，於是趨向以紅、黃等暖色色調雕刻佛

像，突顯崇高地位。如上文所述，通天岩的丹霞地貌主要是紅色碎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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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日射、氧化差異等環境因素，構成了斑爛的暖色調，表現了尊貴的感

覺，滿充了中國社會強烈的階級觀念及佛教領袖的宗教思想。 

 

  綜合以上兩點，通天岩的丹霞地貌紅色碎屑岩的母岩特徵，為雕刻佛

教石像提供有利條件。加上丹霞地貌紅色的色彩，與佛教追求尊貴地位的

色調相符，促通天岩的丹霞地貌發展為佛教信仰的載體。 

 

 

圖 2. 在同心岩上的佛教造像，使通天岩的丹霞地貌成為佛教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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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天岩丹霞地貌除了為石窟提供天然條件外，同時亦助長了在丹霞地

貌上的詩辭題刻的發展，令我在當地強烈地感受到中國文學的文化。在當

地遊覽時，隨處可見在丹霞地貌上以正楷、行書、隷書、草書及篆書等文

體的詩辭題刻，字體秀麗，渾厚有力，幾乎比電腦印刷字更工整、更富有

感情。當中包括宋代蘇東坡、胡集、明代王陽明、唐邦佐等著名學者的作

品。尤其以王陽明更為人所廣知，他留居贛州期間，曾在觀心岩講學，宣

揚他「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天理及良知的理論。而詩辭內容所涉及

範圍甚廣，政治、宗教、歷史也包含在內，譽稱為「中國歷史文化寶庫」

也不失為過。 

 

 

圖 3. 被雕刻在忘歸巖上的詩辭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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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考察時所看到王陽明在觀心岩刻下的五言律詩。 

 

二) 歷史意義 

  另外在丹霞地貌的人文發展史上，它見證了中國人民遷移的路線，蘊

含了濃厚的歷史意義。根據導遊的介紹，中國的石窟主要集中於黃河及長

江上游流域，但卻唯有通天岩丹霞地貌的石窟位於江西地域。此乃由於自

古以來，基於歷代興衰，朝代權力轉移等政治及經濟因素，令黃河流域的

人民不斷南移。尤其在唐代天寶之亂後，大量人民帶同他們的藝術技術及

知識，從北方南下到贛州。因此，丹霞地貌上的雕刻及石窟極具歷史意義。 

 

 

 

 

 

青山隨地佳，豈比故園好。 

但得此身閑，塵寰亦蓬島。 

西林日初暮，明月來何早。 

卧醉石床涼，洞雲秋未掃。 

後記：正德庚辰八月八日，訪

鄒陳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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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發展旅遊業的潛質 

  考察時，有感到通天岩丹霞地貌的自然風景固然令人心曠神怡，能頓

時拋開麈世煩囂，但缺少了人文文化，也變得枯燥乏味。因此，丹霞地貌

上的佛教石窟、詩辭題刻、文學及歷史背景，加強了它的文化內涵，甚具

旅遊發展的潛質。 

 

  首先，全球出現了宗教、文化旅遊的趨勢。信徒基於對宗教的崇拜及

虔誠，對往聖地朝聖的慾望大強烈，例如佛教的敦煌、基督教的耶路撒冷、

天主教的梵帝岡、伊斯蘭教的麥加大清真寺。而通天岩的丹霞地貌上的石

窟，把自然與佛教融為一體，較吸引信徒前往一睹風采。另外，通天岩的

丹霞地貌自古流傳了不少有關佛教的傳說，為地貌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感。

例如處於丹霞地貌上的陡壁內，有一深度難測呈漏斗形的小岩洞，直通藍

天，故被命名為「通天岩」。傳說此小岩洞每天也會因應佛僧香客的數目，

流下大米供僧客食用，但一名貪心的和尚卻鑿大了岩洞，結果流了三天大

米後，便停止了供應大米(王，1994)，這個喻理的民間故事廣為流傳。由

此可見，佛教石窟及民俗故事，豐富了丹霞地貌的佛教色彩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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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詩辭題刻，細膩地敍述了通天岩丹霞地貌的文學及歷史背景。宋代

文學家蘇東坡及秘監陽孝本因政治失意，在通天岩一見如故；明代王陽明

在觀心岩下講學授理；蔣經國的別墅仍然完好地保存。梁實秋先生在《書》

一篇散文中，說明了讀者能透過書本，隨時隨地呼喚故聖先賢，但我卻在

丹霞地貌上的詩辭題刻及歷史遺物，和古代聖賢作心靈上的交流。可見丹

霞地貌所蘊含的文學及歷史文化，提供了發展旅遊的潛質。 

 

 

圖 5. 當地放置銅像，展示王陽明在觀心岩下講學授理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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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總結 

  在這次江西遊中，除了感受到大自然的美麗外，更令我驚嘆我國古人

的鬼斧神功。在當時科技落後的社會，竟能在巨大的丹霞地貌上雕刻出宏

偉的佛像及意味深重的詩辭題刻。同時，丹霞地貌的岩石特徵，為造像題

刻提供天然的優越條件，使此景點能被稱為「江南第一名窟」之美譽。加

上古代名賢在這裏留下足印，豐富了通天岩的丹霞地貌文化內涵。通天岩

的丹霞地貌體現了中國「天人合一」的高尚情操，使人文活動和大自然能

夠協調地共融。因此，江西的旅遊業得以蓬勃發展。 

 

 

圖 6. 「江南第一石窟」之美譽，在當地顯而易見。 

 

 

 

 



GRMD3121 Field Trip III 
Field Trip Report    Tam Lim Yan 1008610804 

10 
 

參考文獻： 

 

1.  王成輝. (1995).  江西名勝通天岩.  風景名勝. (5):19.   

 

2.  方起東,  林大祁,  趙撫濱,  夏金瑞,  韓振飛. (1984).  關於贛州市通天岩 

文物風化作用的調查.  南方文物. (2):101‐104 

 

3.  朱思維. (2001).  江南石窟通天岩.  南方文物. (4):57, 84. 

 

4.  李永春. (1999).  丹霞地貌與佛教文化遺存的關係初探.  經濟地理. 19,   

54‐57. 

 

5.  張和緯. (1997).  石窟的地學基礎及其分類.  甘肅地質學報. 6, 135‐138. 

 

6.  張忍順,  齊德利. (2003).  丹霞地貌與巨佛摩崖造像(二)─丹霞地貌與巨 

佛摩崖造像相關的因素分析.  經濟地理. 23, 182‐188. 

 

7.  葛雲健,  張忍順,  楊桂山. (2007).  絲綢之路中國段佛教石窟差異性及其 

與丹霞地貌的關係.  地理研究. 26(6): 1087‐1096. 

 


	4 chung ka yan 1008631863
	4 GRM3121 Field Trip Report
	4 Jiangxi Report_Kok Hung Ngai 08619323_
	4 姹熻タ1
	4 通天岩丹霞地貌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