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岸山脈地質解說 

  

  

  

  

  

列印版本  

   

   

   

  

 

  

  

陳文山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 

  

http://ashan.gl.ntu.edu.tw  

第 1 頁，共 1 頁海岸山脈地質解說_花東縱谷



  

海岸山脈地質解說 

海岸山脈－花東縱谷【導覽篇二】

  

目錄： 

1.鯉魚山   

2.虎頭山  

3.台東大橋  

4.鹿野-紅葉溪  

5.電光  

6.池上  

7.富里  

8.安通溫泉  

9.樂合溪  

10.玉里大橋  

11.舞鶴台地  

12.瑞穗  

13.自強外役監獄  

  

  

  

  

  

  

陳文山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阿山的地科研究室 http://ashan.gl.ntu.edu.tw 

第 1 頁，共 1 頁海岸山脈地質解說 海岸山脈－花東縱谷



 

 
  

花東縱谷位於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之間，是台灣最大的河谷，全長約150公里，寬約

3-1公里。花東縱谷是台灣島最重要的地質構造區，是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的碰撞

帶。至今，菲律賓海板塊（海岸山脈）還一直

擠壓歐亞大陸，造成台灣島每年約產生7-8公

分的壓縮。雖然台灣島持續在壓縮，但也在增

高，大約每年1公分的速度成長。 
花東縱谷是兩個板塊的交會處，但真正板

塊的接觸帶是縱谷斷層，在巨大的擠壓力下，

縱谷斷層每年以3-4公分的速度朝向中央山脈

接近，所以在縱谷中許多地區可以觀察到斷層

活動的跡象，如池上的錦園村；並且每年約有

30%的地震與縱谷斷層的活動有關。 
花東縱谷中共有三條河流，花蓮溪、秀姑

巒溪與卑南大溪，三條河流在縱谷中的分水嶺

位在光復鄉大富村與池上鄉（圖3-1）。大富

村以北為花蓮溪，大富村與池上之間為秀姑巒

溪，秀姑巒溪也是唯一截切海岸山脈的河流，

池上以南為卑南大溪。縱谷中另一常見的地形

－河階，瑞穗以南區域的秀姑巒溪與卑南大溪

兩側有層層的河階，但花蓮溪沿河則非常少

見。造成縱谷南北區域河階地形的差異，原因

是南段區域（光復鄉大富村以南）縱谷屬於擠

壓的構造環境，以北區域則不明顯。因此，縱

谷南段區域無論在海岸山脈或中央山脈都有多

重的河階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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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眺台東市可以看見一突出在卑南大溪沖積平原（沖積扇）上的山丘－鯉魚山（圖3-

4）。鯉魚山的岩層是由砂岩與礫岩組成，原來屬於卑南大溪沖積平原下的沉積層。因為

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的擠壓，使得沖積平原產生褶皺變形，而隆起形成山丘。從地質構造

來看，可能花東縱谷斷層向南延伸，經過台東沖積平原時，沿著斷層帶的變形形成的地形

－鯉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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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頭山位在海岸山脈最南端，周圍的岩層為利吉層，因此虎頭山是被包夾在利吉混同

層當中的外來岩塊（圖3-5），岩塊的岩性由輝長岩，輝長岩是深部海洋地殼形成的火成

岩（深成岩）。虎頭山岩塊可能來自南中國海洋板塊的地殼，之前歐亞大陸（南中國海洋

板塊）隱沒到菲律賓海板塊下時，部分的南中國海洋板塊被刮積在隱沒的增積岩體中，成

為混同層中的外來岩塊。所以在利吉混同層中經常夾有南中國海洋板塊的基性火成岩岩

塊。虎頭山旁的石頭山是蛇紋岩的外來岩塊，也是屬於南中國海洋板塊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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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大溪右岸出露一片裸露的青

灰色泥岩，這是海岸山脈岩層中最有名

的利吉層（圖3-6），是兩個板塊碰撞

擠壓產生的岩層－混同層

（melange）。因為碰撞帶的物質都來

自板塊邊界的深海沉積物，因此含有大

量的泥岩，所以混同層的基質

（matrix）以泥岩為主，其中夾有海洋

板塊的基性火成岩岩塊，或其他岩性的

岩塊。以泥岩為主的混同層分布區域就

會呈現惡地地形（丘陵），而低矮的惡

地中會呈現一些獨立的山丘，這些獨立

山都是夾在泥岩中大型的外來岩塊，如

台東大橋側的虎頭山，石頭山或飛機場

旁的猴子山（富岡砂岩）。由於泥岩極

易受侵蝕，山坡被雨水沖刷時形成許多

的雨蝕溝（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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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同層是板塊運動學說中最具代表的岩層，它是兩個板塊碰撞擠壓形成的產物，因此

有混同層出露的地區就代表之前（或現在）曾經是板塊的碰撞帶，所以世界上的山脈中都

具有混同層，代表古老的板塊碰撞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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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溪從中央山脈向

東流入縱谷與卑南大溪會

合，紅葉溪北岸形成5階不

同高度的河階（圖3-8）。

紅葉溪沿岸有如此多階的河

階，是因為中央山脈的抬升

所造成。目前對於中央山脈

抬升的原因尚沒有定論，大

都認為沿著一條向西傾斜的

逆斷層（中央山脈斷層）向

東逆衝時形成上盤的中央山

脈抬升，但目前沒有任何資

料顯示有中央山脈斷層的存

在，純粹是為了合理解釋中

央山脈的抬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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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光位在海岸山脈，鄰近出露的岩層為利吉混同層，電光的嘉武溪截切利吉混同層中

最大的火成岩岩塊，直徑約1公里，岩性屬於海洋地殼的火成岩，並且保留完整的海洋地

殼的岩層層序。海洋地殼與上部地函的岩石有一定的形成層序，由上而下的岩石層序是遠

洋矽質泥（Cherts and Black shale）、枕狀玄武岩（Basaltic pillow lavas）、侵入

的岩脈（Dikes）、輝長岩（Gabbro, layered Gabbro）、橄欖岩（Peridotite, 

Harzburgite, Iherzolite），這系列的岩石層序稱為蛇綠岩系（Ophiolite）。電光的嘉

武溪中可以發現的岩石有遠洋矽質泥、枕狀玄武岩（圖3-9）、輝長岩（圖3-10）、蛇紋

岩（圖3-11）、角閃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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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位於秀姑巒溪與卑南大溪

的分水嶺，縱谷斷層

（Longitudinal Valley Fault）位

於花東縱谷的東側，此區段的縱谷

斷層也稱為池上斷層（Shihchang 

fault）。池上斷層是屬於潛移性的

斷層，就是平時（震間，

interseismic）地表淺處的斷層會

產生潛移活動，造成建築在斷層上

的結構物產生破壞。池上斷層經過

位在縱谷東側的錦園村，可以發現

沿著斷層帶上的河堤（圖3-12）、

房屋（圖3-13、3-14圖）、圍牆，

產生變形破壞。此處也透過大地衛

星（GPS）與潛變儀（creepmeter）的監測，池上斷層每年約以3公分朝向中央山脈移動。 
池上斷層是一條活動斷層，除

了平時發生潛移變動之外，在1951

年與2003年都曾發生規模Ms6.8的大

地震，地表產生數十公分的變動。

池上斷層的特性屬於逆衝斷層，大

致朝向北西西的方向產生逆衝。海

岸山脈位於上盤，因此在海岸山脈

側形成許多的河階，錦園村就是為

在斷層上盤形成的河階上。由縱谷

中向東遠眺海岸山脈，發現河階前

緣形成一條非常平直的河階崖，此

河階崖下就是池上斷層的位置（圖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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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位在縱谷東側，縱谷斷層大致通過市區西側，南側富池橋（鱉溪）南岸剖面是少

數幾處可以看見縱谷斷層（池上斷層）露頭（圖3-16）。鱉溪南岸露頭顯示東側的利吉層

逆衝覆蓋在晚更新世的河階礫石層之

上，同時也造成晚全新世河階被錯

動。斷層面上的擦痕顯示斷層朝西北

向逆衝。富里後方山丘（公埔山）是

縱谷斷層逆衝造成隆起的地形（圖3-

17），富里北側也有一系列與斷層平

行的小山丘，這些隆起的山丘地形都

位在縱谷斷層的前緣（圖3-18）。 
23號富東公路是穿越海岸山脈之

一的道路，（富里-東河），道路沿線

可以觀察到海岸山脈各種岩層，都鑾

山層、港口石灰岩、利吉層、蕃薯寮

層、八里灣層。在五號橋下出露都鑾

山層與蕃薯寮層的接觸關係，蕃薯寮

層的深海濁流岩（砂頁岩互層）沉積在火山砂岩與礫岩之上。此處的火山碎屑岩與花東海

岸常見的火山角礫岩有很大的不同，而是由火山岩被侵蝕風化後，再堆積的火山碎屑岩。

所以五號橋下火山礫岩的外觀與火山角礫岩不同，呈圓形礫石，且具有不同岩性的安山岩

礫石（圖3-19），也含有石灰岩礫

石；顯然是再堆積的火山碎屑岩（3-

20）。礫岩層呈現淘選度差，與基質

支持的結構，顯示是經由碎屑流搬運

堆積而成。此種產狀的火山碎屑層都

是堆積在火山島裙上；就是火山島的

碎屑物被搬運堆積在火山島周圍深海

的火山島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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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通溫泉是海岸山脈中數個具有溫泉的地點，另一是電光的泡泡泥泉。安通溫泉位在

永豐斷層上盤，上盤的岩層屬於蕃薯寮層，但此處蕃薯寮層中包含有數個巨大的凝灰岩的

崩移岩塊，安通溫泉的地表大致位在蕃薯寮層與凝灰岩岩塊之間，或凝灰岩岩塊中（圖3-

21）。溫泉水大致是沿著永豐斷層上升至地表淺處，再經凝灰岩岩塊的裂隙至地表。電光

的泡泡溫泉大致也是鄰近斷層，但是岩盤都為泥岩（利吉層），所以上升的溫泉水攜帶大

量的泥，成為泥泉，或稱為泥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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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合溪剖面出露地層有都鑾山層與蕃薯寮層，都鑾山層火山岩產狀有許多類型，枕狀

玄武岩（圖3-22）、火山角礫岩、火山礫岩（圖3-23）、火山碎屑岩（砂岩，圖3-24）。

下部的枕狀玄武岩、火山角礫岩屬於火山噴發後直接堆積的火山碎屑岩

（pyroclastics），而上部的火山礫岩與火山碎屑岩屬於再堆積的火山碎屑岩

（epiclastics），表示經過風化侵蝕作用後沉積的岩層。從剖面的沉積層序，表示早期

是由火山噴發物直接堆積而成，後期火山不再活動，火山島周圍的沉積物則以侵蝕下來的

火山碎屑物，火山礫岩與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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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大橋是少數幾座橫跨秀姑

巒溪的橋樑，由於秀姑巒溪大致沿

著（平行）縱谷斷層流，所以橫跨

秀姑巒溪時也大致跨越了縱谷斷

層。中段的縱谷斷層（池上斷層）

屬於潛移性的斷層，斷層在地表附

近平時就可以量測到斷層兩側地殼

有明顯的變動，約每年2-3公分。

因此坐落在斷層之上的結構物就會

產生變形破壞，玉里大橋也不會例

外。因此，從玉里大橋的橋面或兩

側的水泥欄杆就可以發現已經產生

變形。大約在玉里大橋東側第二個

橋墩是縱谷斷層通過的位置，所以

此處的橋面形成兩側約有10公分落差，而水泥欄杆也已變形（圖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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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鶴台地是東部地區少數幾處

具有紅土化的台地，舞鶴台地是由

紅葉溪形成的沖積扇，可能部分由

秀姑巒溪堆積。紅葉溪沖積扇是堆

積在中央山脈側，因中央山脈的抬

升而隆起成為台地地形（圖3-

26），也因為年代較老（碳十四定

年＞50,000年），台地表面風化產

生紅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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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位在秀姑巒溪從縱谷轉入海岸山脈的位置，之後秀姑巒溪向東截切海岸山脈流入

太平洋。因此進入海岸山脈區域時河流兩岸形成許多的河階地形，尤其在德武（圖3-27）

與奇美兩地形成多階的河階群（圖3-28）。從德武河階群不同高度的河階年代分析，推估

抬升速率約每年1.7公分，而奇美河階群不同高度的河階年代分析，推估抬升速率約每年1

公分。 

 
秀姑巒溪在德武河階至奇美河階群之間的河流呈現下切曲流型態（圖3-29），主要兩

岸岩層為鬆軟的沉積岩（八里灣層），尤其在流經砂頁岩互層的河段呈現寬平的河谷，至

於為何呈現下切曲流，可能是受到河流兩岸軟硬的岩性所影響。但是經過奇美之後河流成

直線型，原因是此河段截切在堅硬的都鑾山層安山岩中，河谷呈現峽谷地形。德武河階至

奇美河階群都是位在岩盤為鬆軟的沉積岩區，且形成在下切曲流的沉積坡；而在火成岩區

河流兩側則沒有形成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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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9號省道（中央山脈側）向東眺望，在海岸山脈與縱谷的交會處，有一明顯的沖積

扇地形，由海岸山脈的大和溪與河內溪沖積產生的。由於沉積物是來自海岸山脈的水璉礫

岩的礫石所以經河流搬運進入平坦的縱谷時都，礫石就立即堆積在山麓前緣形成沖積扇，

此是海岸山脈側最明顯且完整的沖積扇地形。 
1951年11月的台東地震產生長達25公里的地表破裂，最北端的破裂帶大致位在自強外

役監獄附近，斷層沿著海岸山脈山麓的最前緣（圖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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