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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台灣雪山山脈十八重溪層中劈理與褶皺

在空間與成因的關係
計畫編號：NSC 89-2116-M-002-033

執行期限：89 年 8 月 1 日至 9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楊昭男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學系

1. 摘要

在台灣雪山山脈中部，南投縣濁水溪
北岸的雙龍地區，在一由十八重溪層中的一
些薄層砂岩與薄層泥岩互層所構成的露頭
上，展現有發育良好的劈理與褶皺共生的構
造--在中型背斜構造的軸部與翼部，分別有
對稱及非對稱的微褶皺構造 ; 在微褶皺翼
部則有劈理的發育。在中型背斜構造的兩
翼，劈理在穿過不同岩性時，劈理面會明顯
產生偏斜 ; 但這種現象在中型背斜構造的
軸部則不明顯。而本研究認為這個露頭上所
展現的小型構造可以用來研究劈理與褶皺
在成因上的演化關係。在透過中尺度下劈理
與層面的幾何關係分析、微構造的觀察、以
及福來法應變分析後，初步結果如下 :

（一）.泥質岩層與粉砂岩層中的連續
劈理與小型對稱微褶皺，是由於岩層橫向縮
短作用而形成。而在微褶皺形成的同時，微
褶皺岩層的翼部由於應力集中導致易溶物
質（石英、方解石、斜長石）的壓溶並產生
遷移，而殘留下的不易溶物質（雲母類礦
物、不透明泥質物質）則相對富集，而形成
與微褶皺包絡面的夾角約為 90 度的間距劈
理。

（二）.中型背斜構造透過曲流作用的
方式逐漸形成，微褶皺的形態以及劈理面也
因 此 產 生 變 化 �於 中 型褶皺 翼部的 岩層
中，形成非對稱的微褶皺，以及於褶皺軸面
兩側的岩層中形成呈扇形排列的劈理圖
形。而另一方面，由於不同岩性的岩層，各
具有不同的力學性質，對於外力的抵抗能力
以及所產生的變形程度會有所不同 ; 因此
劈理面在由變形粉砂岩層進入相鄰泥質岩
層時，劈理面會產生偏斜，而形成劈理的折

射現象。

2. 計畫緣由

在台灣的變質岩區中，隨處都可見到
一些小型的褶皺與及與褶皺共生的劈理。
依照國外的研究成果，早已意識到這些小
型地質構造蘊藏著一個地區地質構造演化
的信息。因此，要合理地解釋一個地區，
尤其是變質岩區，區域性的地質構造及其
演化，必須對這些小型地質構造的形成機
制有所了解才行。以往對台灣雪山山脈地
質的研究與調查，主要在於概括性的了
解，因此大多注重於區域性地層的建立、
地層的分布狀態為主，而這些小型的次生
地質構造只是被用來幫助解釋岩層的分布
而已，很少進一步研究小型地質構造的成
因及形成時的環境。因此為了增加台灣變
質岩地區地質構造演化的了解，實有必要
加強對於小型地質構造的研究。

本計畫依據過去調查的結果，發現在
台灣雪山山脈中部，南投縣濁水溪北岸的
雙龍地區，由十八重溪層中的一些薄層砂
岩與薄層泥岩互層所構成的露頭上，非常
漂亮地展現著發育良好的劈理與褶皺共生
的構造(見圖 1)。本計畫認為這個露頭可以
作為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案例，研究褶
皺與劈理在形成過程中在時間上與空間上
相互之間的關係。



圖 1

3. 計畫目的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從現在所觀察到的
褶皺劈理的幾何關係，研究組成岩層的材
料在形成褶皺與劈理的過程中，其變形機
制在時間上與空間上相互之間的關係。

從褶皺理論與劈理形成理論下，分析
褶皺岩層中的劈理面和褶皺岩層層面的幾
何關係，由此關係和由理論上於不同褶皺
變緊方式下所推導出的相關數學式，來作
比對與探討 ; 再配合岩石組構分析以嘗試
建立本地區岩石劈理的發育，相對於岩層
褶皺過程的時間、空間關係。所以本研究
甚具構造地質學方面的潮流性，並能提供
本區岩石劈理發育與褶皺作用的相對時間
與空間關係 ; 對於雪山山脈地質構造的
了解以及台灣地質演變史的推論亦將會有
進一步的幫助。

4. 研究結果
在台灣雪山山脈中部，南投縣濁水溪

北岸的雙龍地區，在一由十八重溪層中的
一些薄層砂岩與薄層泥岩互層所構成的露
頭上，展現有發育良好的劈理與褶皺共生
的構造--在中型背斜構造的軸部與翼部，分
別有對稱及非對稱的微褶皺構造 ; 在微褶
皺翼部則有劈理的發育。在中型背斜構造

的兩翼，劈理在穿過不同岩性時，劈理面
會明顯產生偏斜 ; 但這種現象在中型背斜
構造的軸部則不明顯。

在分別透過本區粉砂岩層與泥岩層
中劈理、層面的幾何關係分析與微構造現
象的觀察和應變分析後，有下列的幾項結
論 : 
1.本區劈理的主要形成機制為壓溶作用，
形成環境為在低溫環境（<400℃）。

2.本區劈理的形成時間，大約與微褶皺同
時。

3.微褶皺的形成早於中型背斜構造。
4.微褶皺的形態，在初始形成時為對稱型。
5.岩層主要為透過曲流作用的方式，來促
使兩翼岩層傾斜，形成中型背斜構造、
非對稱微褶皺、扇形排列的劈理。

本研究認為本區劈理與褶皺的形成過程如
下（圖 2）：
1. 由薄層粉砂岩層與薄層泥岩層所
組成的水平岩層（圖 2-1），由於橫向縮
短作用，而分別於泥質岩層與粉砂岩層中
形成連續劈理與小型對稱微褶皺。而在微
褶皺形成的同時，微褶皺岩層的翼部由於
應力集中導致易溶物質（石英、方解石、
斜長石）的壓溶並產生遷移，而殘留下的
不易溶物質（雲母類礦物、不透明泥質物
質）則相對旋轉、富集而形成與微褶皺包
絡面的夾角約為 90 度的間距劈理（間距
範圍為 0.21�1.87 公分）。（圖 2-2）

2. 曲流作用的加強，促使微褶皺的形
態、微褶皺包絡面以及劈理面的方向產生
變化。於此同時，由於平行微褶皺包絡面
的剪切量於不同部位會有所不同 ; 且剪
切量愈大，則對岩層包絡面所造成的相對
傾斜角度會愈大（圖 2-3） ; 因此，於此
階段曲流作用的加強會促使組成岩層微
褶皺包絡面產生相對的旋轉，而形成一較
大規模的中型背斜構造 ; 並在中型褶皺
軸面的兩側岩層中形成呈扇形排列的劈
理圖形。而另一方面，由於不同岩性的岩
層各具有不同的力學性質，因此對於外力
的抵抗能力以及所產生的變形程度會有
所不同 ; 因此會導致劈理面在由變形粉



砂岩層進入相鄰泥質岩層時，劈理面方向
會產生偏斜，而形成劈理的折射現象。例
如 : 在翼部傾角為 29 度時，劈理於粉砂
岩層中與層面交一較高角度( 66 �)；而劈
理從粉砂岩層進入泥岩層時，與泥岩層交
一較低角度( 54�)。

圖 2:本區劈理與褶皺在成因上的演化關係
示意圖。由薄層粉砂岩層與薄層泥岩層所
組成的水平岩層（1），由於橫向縮短作用，
而分別於泥質岩層與粉砂岩層中形成連續
劈理與小型對稱微褶皺。在微褶皺岩層的
翼部由於應力集中導致易溶物質的壓溶並
產生遷移，而殘留下的不易溶物質則相對
旋轉、富集而形成與微褶皺包絡面的夾角
約為 90 度的間距劈理（2）。曲流作用的加
強，促使微褶皺的形態、微褶皺包絡面以
及劈理面的方向產生變化，並形成一較大
規模的中型背斜構造 ; 由於不同岩性的岩
層各具有不同的力學性質，因此對於外力
的抵抗能力以及所產生的變形程度會有所
不同 ; 因此會導致劈理面在由變形粉砂岩
層進入相鄰泥質岩層時，劈理面方向會產
生偏斜，而形成劈理的折射現象（3）。

在透過中尺度下劈理與層面的幾何關

係分析、微構造的觀察、以及福來法應變
分析後，初步結果如下 :

（一）微褶皺先行形成後，隨著褶皺
緊度的增加，才伴隨產生劈理：.泥質岩層
與粉砂岩層中的連續劈理與小型對稱微褶
皺，是由於岩層橫向縮短作用而形成。而
在微褶皺形成過程中，微褶皺翼部的岩層
由於應力集中導致易溶物質（石英、方解
石、斜長石）的壓溶並產生遷移，而殘留
下的不易溶物質（雲母類礦物、不透明泥
質物質）則相對富集，而形成與微褶皺包
絡面的夾角約為 90 度的間距劈理。

（二）微褶皺與劈理形成後，岩層的
機械性質改變，形成以為褶皺包絡面為界
面的層狀構造。當岩層繼續受到縮短作用
時，此以包絡面為界面的層狀岩層透過曲
流作用的方式以拱彎褶皺作用形成中型的
背斜構造逐漸形成，微褶皺的形態以及劈
理面也因此產生變化：於中型褶皺的翼部
原先為對稱的微褶皺變形成為非對稱的微
褶皺；於中型褶皺的軸部，原先為平行排
列的微褶皺軸面則變形成為形成呈向下收
斂的扇形排列。而另一方面，由於不同岩
性的岩層，各具有不同的力學性質，對於
外力的抵抗能力以及所產生的變形程度會
有所不同 ; 因此劈理面在由變形粉砂岩層
進入相鄰泥質岩層時，劈理面會產生偏
斜，而形成劈理的折射現象。

5. 討論

本研究採用的應變分析方法為福來
法，分析的樣本則選取每一採樣標本中夾
質域部位的粉砂岩層。鏡檢結果，在此夾
質域中的石英顆粒並無壓溶作用所造成之
顆粒被截切現象；因此，本研究所算出的
有限應變，應未包含顆粒在經由壓溶作用
時，體積流失下對顆粒所造成變形的應
變。但是，是否這樣的有限應變結果，就
可代表夾質域內粉砂岩層的有限應變情
形？則須從福來法的原理與應用時的限制
條件來作進一步的探討。

依據福來法應變分析的原理，是所要
進行分析之顆粒聚合體中的每一顆粒外形
必須為等粒狀，而且顆粒與顆粒的接觸方



式必須為顆粒支撐（grain supported）的方
式。如果，分析的顆粒外形並非等粒狀，
或顆粒與顆粒間的接觸方式為基質支撐
（matrix supported）的方式，則代表組成
顆粒在抵抗外力時，可能並非完全以顆粒
邊界滑動（grain boundary sliding）的機械
方式產生變形；此時，岩石的變形程度，
即無法表示在每一組成顆粒的相對位置
上；此時若直接以福來法進行有限應變分
析，則分析的結果可能沒有任何地質上的
意義。

而在本研究內所進行應變分析的顆粒
聚合體中的每一石英顆粒外形並非完全為
等粒狀，且顆粒與顆粒之間的接觸為基質
（細粒的雲母類礦物）支撐的方式；但是，
是否以標本之顆粒與顆粒的接觸方式，就
可以決定此岩石標本適合或不適合以福來
法作應變分析？或者說所分析的應變結果
是有意義或無地質意義？關於這個問題，
則須進一步從福來法的原理來作探討。

福來法的基礎原理，為利用變形前原
為均勻分布、大小相等的圓形，而這些圓
形有一共通點�即任兩個鄰近之圓形中心
與中心的距離均相等 ; 而在經過均勻變形
後，兩鄰近圓形之中心與中心的距離會產
生變化。而福來法就是利用這種任意兩個
鄰近圓形之中心與中心距離，在變形前、
後所產生的變化，所築構成的一種應變分
析方法。

也就是說，福來法應變分析的主要條
件為 1.在岩石變形前，岩石內部組成中的
任兩個鄰近石英顆粒的中心與中心距離須
相等（圖 7-1 中的 A、Ｂ和 C） ; 且 2.在
經過均勻變形後，鄰近之石英顆粒中心與
中心的距離產生了變化（圖 7-1 中的 D 和
E） ; 在符合上述條件，時即可選用福來
法作為此岩石應變分析的方法。

而在本研究中，所觀察到之石英顆粒
的相對位置，為岩石在變形時，內部組成
中的認兩個鄰近之石英顆粒中心與中心距
離產生變化後的結果 ; 因此，在未能證明
本研究所分析之岩石標本，在變形前其內
部組成中的石英顆粒中心的絕對位置為非
均勻分布以前，本研究的應變分析結果與

討論，是具有其地質意義的。
為了要讓分析的結果更具說服力，對

於未來想進行福來法應變分析的工作者之
建議，則為所進行分析樣本的組成顆粒大
小須為等粒狀、均勻分布，且顆粒與顆粒
間的接觸方式最好為顆粒支撐的方式，例
如石英岩即為最好的例子。

6. 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從現在所觀
察到的褶皺劈理的幾何關係，研究雪山山
脈板岩帶組成岩層的材料在形成褶皺與劈
理的過程中，其變形機制在時間上與空間
上相互之間的關係。

所以本研究的成果不但符合構造地質
學方面的潮流性，並由此了解本區岩石劈
理發育與褶皺作用的相對時間與空間關
係，對於雪山山脈地質構造的了解以及台
灣地質演變史的推論提供實質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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