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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劃之目的是研究台灣西部新構造運動與地震
機制之關係。台灣一直被認為是環太平洋造山帶的
一個典型。台灣的新構造運動，主要由歐亞大陸板
塊及菲律賓海板塊的斜向聚合現象所控制；除了這
個機制以外，大部分的前陸構造，亦強烈的受到北
港及觀音兩個構造高區所影響。在這些構造高區
旁，台灣西部第四紀的台地亦開始發展及變形。

伴隨這些構造事件的台灣前陸構造，由北而
南可以簡單的描述於後：台灣北部的構造是以擠
縮，橫移，旋轉及伸張變形之組合為其特徵。桃園–
林口台地則代表在觀音高區上一個較穩定的構
造。雪山–出磺坑區域，處在兩構造高區之間呈現
擠壓堆疊及拱起之現象。玉山山脈為一擠縮構造，
而旗山–屏東區域，則也以逃脫構造為其特徵。這
些構造的生成，可以由野外的觀察，模型分析與地
震研究得到驗證。

關鍵詞：地質模型、台灣附近區域，新地體構造，
地震，應變能

二、英文摘要
Taiwan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modern analog 

of collision belt of the circum-pacific area. This 
proposed investigation is mainly to focus on the study 
of the neotectonics in the Taiwan Mountain Belt. The 
neotectonics of the Taiwan mountain belt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oblique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Eurasian plate and the Philippine Sea plate. In 
addition to this mechanism, most of foreland 
structures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existence of 
the Peikang and Kuanyin structural highs. Around 
these structural highs, the Quaternary tablelands in the 
western Taiwan were developed and deformed.

The foreland structures of Taiwan in association 
with this tectonic events can be briefly summerized,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as: The northeastern 
Taiwa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scape structures. The 
Taoyuan-Linkou Tableland represent a relatively 
stable structures sitting on the Kuanyin High. The 
Hsuehshan-Chuhuangkeng area is distinguished by 
squeeze-out or pop-up structures between the two 
structural highs, the Tatu and Pakua Tablelands are 
relatively stable, sitting on the Peikang High. The 
Yushan area is characterized by a transfer zone and 
the Chishan-Pingtung area is also marked by the 
escape structures. 

The formation of these structures are in accord 
with the field observations and paleomagnetic data.

Keywords: Geological modeling， western Taiwan，
earthquakes, tectonics.

二、緣由與目的
921 大地震是台灣百年來最大的災難之一。除

了悲痛與感傷之外，它更帶給我們許多的警示與機
會。其中包括：探討台灣的新地體構造與地震之間
的關係以及地震的破壞力量與地震可能造成的災
害，讓我們吸取教訓而防範於未然。

台灣之造山帶為南北走向的呂宋弧及 北東
北走向的脊梁山脈與先第三紀基盤所組合成的後
座體與東北東 走向的東中國大陸邊緣斜碰撞之結
果。現在此二者間聚合速度為向西北方向每年 7－
８公分(Seno,1977，Yu, et al.,1999).導致碰撞
邊緣之傳播速度為每年數公分。 這個傳播速度的
提出可讓我們在研究特定構造的演化在造山帶中
時間--空間所佔的地位有所考量. 斐其及蘇強
(Page & Suppe,1981) 亦用此關係式重建利吉混同
層生成之位置,蘇強(Suppe,1981;Darlen and 
Suppe,1988)利用此關係式,加以已知的侵蝕率推
論出台灣大部分地區的地形已達到平衡的狀態.  
這個地形平衡的狀態是由不同構造及變質史之岩
石所構成。

台灣造山帶大致可分為三個區域性的構造帶. 
自西向東為: 前陸褶曲逆衝斷層帶; 過渡帶(或板
岩帶)以及腹地帶(或大南澳片岩區).本計畫主要
著重於前陸褶曲逆衝斷層帶.

處於造山帶前緣的前陸地區會產生褶皺與逆
衝斷層，並向前推進造成地殼的抬升, 地表的縮短
與傾斜。逆衝斷塊的抬升會造成前陸受壓而下沈而
形成前陸盆地。最前緣逆衝斷層的推進，亦會造成
背衝斷層()的抬升，兩者之間會有揹負(piggy back)
盆地的產生。伴隨著侵蝕與堆積作用而有背斜台地
的發展。

今日的台灣呈紡綞狀，中央山脈是一個彎曲
呈 S 形的造山帶。造成山脈彎曲的現象，主要是因
為板塊的斜聚合或是有剛性地塊嵌入的結果。在板
塊斜聚合或是有剛性地塊嵌入的過程中，首先會在
板塊的前緣造成許多衝上斷層的堆疊，使地殼加厚
造成擠壓的阻力增大。部分的岩石因此不能向前堆



2

疊，而藉由平移斷層和正斷層向兩旁旋轉或推移造
成逃脫構造。逃脫構造主要的特徵有：(1)地殼向
兩旁拉張造成的拉張盆地；(2)非常密集的平移斷
層使山脈有分節錯動的現象；(3)局部擠壓的構
造，伴隨著兩旁下沈的前陸盆地等。台灣島的許多
大型構造即顯示了擠壓構造與逃脫構造的特徵。

除了這個斜聚合及剛性地塊嵌入的機制以
外，台灣大部分的前陸構造，亦強烈的受到北港及
觀音兩個構造高區所影響。北港及觀音構造是由先
第三紀火成及變質岩所組成，而被台灣西部及北部
的沈積岩所覆蓋的基磐高區。在這些構造高區附
近，有許多有趣的構造現象。台灣西部及北部的河
流分布﹐在北港高區附近的河流以濁水溪為中心
線﹐呈對稱的分布﹐由河川襲奪的研究顯示北邊的
河流向北遷移 (Lu, et al.,1994)﹐而南邊的河流
則向南遷移(盧嘉興, 1978, Yang et al.,2000)。
例如大肚溪與大甲溪有明顯的向北灣﹐而八掌溪與
曾文溪有明顯的向南灣的現象。921 地震主震的震
央正好在這些河流對稱的中心點﹐其上游為日月
潭。台灣西部第四紀的台地亦在這兩個高區邊緣發
展及變形。第四紀台地在兩高區之間最為發達,八
卦台地、斗六台地、中寮丘陵與大肚台地環繞者北
港高區，而 921 地震主震的震央在斗六台地、中寮
丘陵弧狀交界的頂點。台灣西部的第四紀台地都是
由頭科山層所組成，但是台地的表層則可分為由紅
土覆蓋與由礫石覆蓋兩類。一般而言，紅土的形成
需要高溫、多雨以及長期穩定的環境。因此，紅土
台地表層可代表較穩定的區域，相對的礫石的表層
則代表常受擾動而無法發育紅土的區域。比較可發
現紅土台地區域極少地震而礫石區多為地震密集
區，921 地震時九份二山與九九峰的大崩山可見一
斑。北港高區在澎湖附近最淺，其北邊沈積物最
厚、前緣與南邊沈積物較薄。如果將台灣西部的構
造線劃上，並以板塊聚合方向為水平軸，則可看出
許多有趣的現象。北港高區相對運動的正前方是玉
山山脈。北港高區北方的逆衝斷層前緣遠較其前方
（東南方）發達，更向西北方傳播。921 地震主震
的震央處在這兩區之間的轉換帶上，並處在由北港
高區北方各個右移斷層與東南方各個橫向斷層所
組成弧狀構造的焦點位置。埔里、魚池、日月潭等
三個盆地則夾在兩條左移斷層之間。三義-埔里地
震密集帶平行北港高區北緣，並處在北港高區北方
的各逆衝斷層彎曲的軸線上。

以上所描述的台灣西部構造，僅是今日我們
觀察到呈現在地表的現象，如果想要暸解他們的變
形過程和機制就須要經由模型分析的輔助。現今
世界各地紛紛成立大型的模型分析研究中心，目的
是要將地球上可觀察到的現象作一些總體的解
釋，並運用這些解釋去預測可能會發生的現象。由
於受到各大石油公司的支持，配合地球物理探勘以
及鑽井的資料，模型分析的技術可說是日新月異。
由於深部地質構造的生成大多都是在高溫以及非
常低的應變速率下進行，在實驗室很難利用與變形
構造相同的材料做出類似的模型。所以許多在常溫

下較易變形的物質如沙子，黏土，蜂蜜以及矽膠類
等，都被嘗試用來模擬地質構造；本文所強調的模
型為砂盒模型。砂盒模型已被公認為適合模擬地表
變形構造之最佳工具之一。

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組成的後座體
(Backstop)可視為剛性地塊，它的走向是北 16 度
東，隨著菲律賓海板塊以每年約八公分的速度及北
55 度西的方向，向歐亞大陸板塊靠攏。而中國大陸
邊緣的走向是北 60 度東以致造成斜聚合及剛性地
塊嵌入的效果，我們可利用以上的組合來發展台灣
的造山模型。Lu 與 Malavieille（1994）利用三維
的砂盒模型來闡述台灣造山帶的運動學模式。運用
一不對稱的嵌入體與大陸邊緣的岩石產生斜碰
撞，這個實驗的主要成果是發展一個不對稱的楔狀
逆衝增積體，並可相對嵌入點的位置劃分不同的構
造區。變形的過程包含了擠壓橫斷及伸張的組合產
生逆衝斷層與平移斷層。由實驗結果顯示斷層或剪
切帶在嵌入點周圍受到平移斷層的影響而產生旋
轉。在嵌入點北部有區域性順時針旋轉（右移運動）
的現象，而在嵌入點南部有區域性逆時針旋轉（左
移運動）的現象。斜嵌入與旋轉的現象可由以下三
點顯示：(1)新月形的逆衝楔狀體，(2)由平移斷層
造成的拉分構造，(3)在嵌入點周圍產生書疊式平
移斷層的影響而產生塊體旋轉。在垂直剖面上（，
相對於後座體，均可分為三個區部（α，β及γ）：
α區部是以向前陸伸向的覆瓦狀逆斷層為主。γ區
部是以向後座體伸向的背衝逆衝斷層為主。而β區
部的特徵是前期之覆瓦狀逆衝斷層受到平移斷層
的疊置或切割。北部剖面呈現正型花狀構造，此一
現象可解釋為一『脫逃構造』。中部及南部的剖面，
因為在水平方向缺乏自由空間，便在垂直方向發展
冒起構造。

另外的實驗(Calassou, 1993)亦被用來瞭解
台灣中西部前陸衝斷帶逆衝斷層前緣呈S形變化的
轉型構造。在此砂盒模型中，沈積物的厚度分為厚
薄兩部分，擠壓後兩者間產生轉型區，此區具有特
殊堆疊方式的覆瓦狀逆衝斷層。在沈積物較厚的部
分逆衝斷層的前緣前進較遠且間隔較大，與共軛逆
衝斷層共同產生冒起構造的機會易較大，因此地形
面亦因向上堆疊而較高，山脈的前緣成S型的轉折。

以上的實驗並未考慮到構造高區形狀的問
題，於是我們又針對北港高區與觀音高區的嵌入後
台灣西南部構造的變化陸續進行了更進一步的實
驗(Jeng et al., 1997; Lu et al., 1998)。當逆
衝楔狀體向基磐高區迫近時，在兩高區之間部份的
逆斷層較其他部份發達，在持續擠壓過程中，這個
區域會突然出現新的逆衝斷層片段。接著這個片段
會沿著走向延。然後會有－個壓合密實的階段使得
逆衝斷層的間距縮小，楔狀體受擠縮而堆高及伸
長。

根據以上實驗的結果，對台灣西部構造的解
釋如下：
1. 台灣西部主要的台地與丘陵如：大肚台地、八

卦台地、中洲台地、嘉義丘陵等，皆可解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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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衝斷層上磐折曲褶皺的背斜部份，由於較周
圍的地形高以至形成台地地形。

2. 台灣西部主要的盆地與平原如：台中盆地、嘉
南平原、屏東平原等，皆可解釋為前陸或揹負
盆地構造,也就是夾負在兩組逆斷層間的凹陷
盆地及平原。

3. 北港高區在蓬萊造山運動中是扮演被動嵌入體
的角色。在聚合過程中，其北方的沈積物向西
北逃脫，造成伸張壓縮作用，連續形成埔里、
魚池、日月潭等三個拉分盆地。北港高區前方
的沈積物則受到擠縮作用而堆疊成為玉山山
脈。再次擠壓時南方有北港高區與玉山山脈的
阻擋，北方的伸張壓縮作用更為顯著，而導致
921 地震的發生。北港高區周圍的河流形態也
隨著北港高區的嵌入而向外緣遷移。當板塊繼
續擠壓，北港高區周圍的河流形態也隨著北港
高區的嵌入而向外緣遷移而形成今日的地形景
觀（Lu, 1994；）。
921 地震的主震發生在車籠埔斷層之上，由地

震的震源機制顯示主震是由逆衝斷層的運動所引
起，其主要破裂面約為南北走向，傾角向東約為 26
度，幾乎為純逆衝斷層的機制。由破裂研究分析顯
示地表破裂總長約一百公里，抬升寬度達約四十公
里。最大錯動位於震央往北約 35 公里處（豐原一
帶）約 6.5 米，然後繼續往東四十五度轉折約三十
公里，由震央往南破裂約 30 公里。然而斷層的生
成又與構造運動息息相關。斷層的摩擦是不穩定
的，當一個斷裂在斷層面上動態傳播時滑動會快速
的產生。這種突然的運動會產生地震波，這也就是
最普遍且重要的地震型態之機制。

破壞的形態主要可以分成兩類：(1)斷層沿線的
破壞；(2)震央附近的破壞。此兩主要破壞形態分
述如下：

(1) 斷層沿線的破壞
由逆衝斷層的運動﹐我們可以看出逆衝斷層上

磐相對下磐抬升﹐同時上磐與下磐會互相接近。
當建築物位在斷層上磐，且與斷層線有段距離，整
個地磐等量隆起，建築物未被斷層撕裂；但會受地
震波影響而破裂﹐這種破壞形態與下節描述的類
似。

當在上磐前緣急速抬升，上磐隆起、彎曲、
張裂；建築物會傾斜，甚至腰斬或完全倒塌；上磐
前緣的地層也可能坍塌而形成瀑布，台中縣埤豐橋
在地震後形成落差 7 公尺的瀑布。

建築物跨在斷層線兩邊時會被嚴重撕裂、坍
塌，台中縣石岡壩跨在車籠埔斷層線兩邊，右邊部
份為上磐抬升約六公尺，斷層將右邊的壩基抬起露
出水面。當建築物尾邊緊接斷層線，會受到斷層抬
升而傾斜。

另外，地層或建物的方位（伸長方向）如果與
逆衝斷層的運動方向斜交（亦即夾角在 0 度與 90
度之間）時，往往會造成外觀上的平移差距。地層
或建物的方位為北 45 度東，受到南北向的逆衝斷

層作用後由上方向下看則會有左移的視位移，而在
南北向的切面上則有右移的視位移；地層或建物的
方位為北 135 度東（北 45 度西），受到南北向的逆
衝斷層作用後（由上方向下看則會有右移的視位
移，而在南北向的切面上則有左移的視位移。921
地震後有很多描述性的平移差距大多都是視位移
所造成的。

震央及其鄰近區域如集集,日月潭及中寮，由
於其接近車籠埔斷層開始破裂的位置，當車籠埔斷
層開始傳播時滑動會快速的產生。這種突然的運動
會產生地震波，將長期累積的能量釋放而形成重大
的災害。

三．結果與討論

結論
此次地震造成大量之斷層位移，並導致諸多

之工程建設破壞。以橋樑為例，簡支式橋樑之設計
原意將橋樑分段，以免破壞擴及橋樑全部；惟遭大
位移時會造成橋面板脫落，造成通行人、車之重大
傷亡。爾後簡支橋之設計亦應考量橋段脫問題，避
免「遽變式」之破壞。

另外，此地震亦提供核廢料最終處置設施之
省思，在西部麓山帶，現有一系列之逆衝斷層會因
地震能量釋放而再移動。由砂盒模擬分析可知，此
系列逆衝斷動亦會進一步往前發展，造成新的前緣
斷層與地表破裂。由於核廢料最終處置設施之設計
年限可達數萬年，遭逢大型地震與伴隨之地震斷層
之機率相對大增。因此，如欲於此類區域設立核廢
料最終處置設施，至少有三課題需要克服：1. 如
何預測那一條現有斷層會再錯動；2. 如何預測新
生斷層之產生位置；3. 貯存設施如何因應大震或
大位移。

地震之分區亦應考量區域之地質構造及其演
變方式，如單純以資料迴歸方式訂立地震危害度分
區，則不時遭遇「意外」是可預期的。

討論
斷層沿地形變化：這次地震中車籠埔斷層出

露的位置，大致為西部麓山地帶與台中盆地及西部
平原的接觸線上。在河谷地區，由於河流的侵蝕，
這條接觸線會移向上游，斷層出露的位置也會因此
而移向上游，因此會導致斷層在河谷處會有沿河谷
轉彎及分叉的現象。由此推論，大量挖取砂石亦會
改變地形面，除了造成在變形過程中局部之能量集
中現象，尚可造成斷層之轉彎與分叉，增加受災面
積與受災程度；此點宜納入工程環評之考量。

車籠埔斷層的走向主要為南北走向，在通過
河谷的部份往往出現東北、東西、甚至西北走向的
分叉，而通過河谷的建築物如鐵路、公路與橋樑的
走向主要為南北方向與河谷部份的斷層走向接近
垂直，因此此次地震後車籠埔斷層沿線河谷的鐵
路、公路與橋樑均受到嚴重的破壞。

台灣地區大部分的橋樑均採用簡支式的設
計，也就是說橋樑是以橋墩為基礎，橋面有如屋頂
上的瓦片一樣是一片一片搭蓋在橋墩上面，橋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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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則是以卡隼互相卡住。這種橋樑的設計方式是無
法抵抗大位移逆衝斷層的破壞；處於斷層上磐橋墩
被抬升後橋面的卡隼就會鬆脫而斷落，緊接在下磐
的橋墩會受到上磐的擠壓而斷裂。顯示台中縣一江
橋橋面的斷落,斷層在北邊有分叉的現象。由台灣
造山的模式可以預測台灣西部造山前緣的構造形
成與發展。這個造山的模式同樣可以應用來分析世
界上有類似條件的山脈。
四．計畫成果自評

由台灣造山的模式可以預測台灣西部造山前
緣的構造形成與發展。這個造山的模式同樣可以應
用來分析世界上有類似條件的山脈。

五、參考文獻

Calassou, S., Larroque, C. and Malavieille, J., 1993. 
Genesis and evolution of transfer zones in thrust 
wedges: Experimental study. Tectonophysics, 
221: 325-344.

Jeng, F.S., Hsiao, M.H. and Lu, C.Y., 1996.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neotectonics near 
Peikang High. Jour. Geol. Soc. China, 39: 
557-578.

Lu, C.Y., 1994. Neotectonics in the foreland thrust 
belt of Taiwan. Petrol. Geol. Taiwan, 29: 1-26.

Lu, C.Y. and Malavieille, J., 1994. Oblique 
convergence, indentation and rotation 
tectonics in the Taiwan Mountain Belt: 
Insights from experimental modeling.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Letters, 
121: 477-494.

Lu, C.Y., Chang, K.J., Jeng, F.S. and Jian, W.T., 1998. 
Impact of basement high on the structure and 
kinematics of the western Taiwan thrust wedge: 
insights from sandbox models. TAO, 9: 
533-550.

Lu, T.F.P., Huang, H. and Shu, S.M., 1994. The effect 
of a river's geomorphic erosion. Annual meeting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program with 
abstracts: 607-611.

Yang, C.H., Cheng, P.H., Chan, G. and Liu, T.K., 
2000. A study of river course changes and 
locating potential aquifers in Tsengwen-chi 
river, southwestern Taiwan by direct current 
resistivity. J. Geol. Soc. China: in revision.

盧嘉興, 1978. 曾文溪中游主要溪道有無改道之論
證. 臺灣風物, 28(2): 111-116.


	page1
	page2
	page3
	page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