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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六雙層沉積時，岩象轉變為沉積岩岩屑，顯示盆地的東側有一山脈隆起。
此外根據本區域現生的河系分布，其上游大致僅發育至崙後斷層上盤中新世的
沉積岩岩層，也呼應六雙層無板岩岩屑沉積的觀察。因此，本研究認為崙後斷
層及其以西的構造發育均發展於二重溪層沉積之後，且於六雙層沉積之時，換
句話說崙後斷層約開始活動於53萬年前，而推論其以西的構造活動則晚於該年
代。
在崙後斷層以西，除本文要探討的六甲斷層外，在海岸平原區亦存在一盲
斷層，為新營逆斷層，其開始活動的時間約3,000-5,000年前（楊志成等，2003；
陳文山等，2004）。地形上，新營斷層上盤微向西傾，以下切曲流的型態為主；
且根據平原區全新世的鑽井及定年資料來看，在新營斷層的上下盤的垂直抬升
速率亦有明顯的差異，該斷層投影至地表的位置如圖二所示，為造山帶的變形
前緣。在新營斷層上盤微向西傾階地堆積層的定年結果為4606±40 yr BP（謝孟
龍，未發表），推論該斷層開始活動的年代約在5,000年前。整合上述，若六甲
斷層存在，其開始活動的時間需晚於53萬年前，且於5,000年來位於新營斷層的
上盤，在抬升量的計算上，需考量新營斷層的影響。

莿桐崎剖面
回顧前人在六甲線崖露頭的描述，分別在六甲東方及台南藝術學院西緣觀
察到六雙層內的摺曲與小錯距的斷層現象(石再添等，1986；林啟文等，2000)。
本研究經沿線崖野外調查複查，在東山鄉東方約3公里處的莿桐崎（圖三、四），
有一傾動的全新世海相沉積層出露，顯示線崖的形成，確實有活動斷層的跡象。

1.岩 層 區 分 及 其 接 觸 關 係
此剖面位於六重溪南岸的階地下（河拔高約45公尺）
，其西側緊鄰線崖。
由於農地的開墾，使該階面下出露一北北西－南南東走向的剖面，可觀察到
向西傾斜的六雙層及其上覆岩層的接觸關係。除描繪剖面外，本研究亦在此
區域進行鑽井以了解全新世岩層的傾動是否受六甲斷層的影響，露頭及鑽井
的相關位置如圖四所示。
將觀察資料投影至 A-A’剖面，長約300公尺，岩層的出露由老至新可區
分為5層，分述如下（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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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雙層－出露在剖面的最東側且為最老的岩層，由厚約1公尺的厚砂夾
砂頁互層，走向為 N20 oE，傾角為40 o W，往西傾角漸增，至 O
點處轉變為倒轉的砂頁互層（圖四），位態為 N20 o E、86 o E。
A 層 － 岩 層 為 厚 層 的 塊 狀 泥 岩 間 夾 薄 砂 層 ， 走 向 為 N12o E， 傾 角 為
40o ~44o W，其與六雙層間受崩塌及植被覆蓋，推論為不整合接
觸。由此層所採集碳木定年結果為老於50,000年。
B 層－岩層由砂、礫石並向上轉變為薄砂泥互層所組成，含碳木、泥塊，
並 有 海 相 化 石 碎 片 於 交 錯 層 理 中 ， 走 向 為 N50 o E ， 傾 角 為
20o ~22o W，侵蝕不整合覆蓋於 A 層之上，在交界面處，部份 A
層順高角度東傾的剪切面（N10 o E、60 o E），逆衝至本層底部。
此外本層中可觀察到二組位移量均小於10公分的剪切構造，一
組為低角度向西逆衝，呈南北走向，10 o 東傾；另一組為高角度
向東逆衝，位態為 N70 oE、60 o W，並截切過向西逆衝的剪切面。
本層由碳木定年結果為9,440±50 yr BP，屬於全新世河口灣相的
沉積層。
C 層－岩層由砂及礫石組成，呈現一向上變細的序列所組成，含碳木，
貝殼碎屑，侵蝕不整合覆蓋於 A 層及 B 層之上，岩層為一單斜
構造，東側為水平沉積，往西逐漸轉變為走向為 N48 o E，傾角
為10o ~12o W。此層碳木定年結果為8,780±50 yr BP，屬於全新世
的河口相沉積層。
階地礫石層－厚約8公尺，水平不整合覆蓋於六雙層之上，且由階面可
向西延伸至線崖處，推論近乎水平的階地礫石層不整合覆蓋於
上述各層之上，階面的河拔高約45公尺。

2.鑽 井 資 料 描 述
1號井（二度分帶座標 TM2_67：191644, 2579565）與2號井（二度分帶座
標 TM2_67：191527, 2579543）位於剖面西南側，其中1號井緊鄰出露剖面，井
口海拔高40公尺，於井下44.4~44.8公尺鑽遇斷層泥，間夾有部分撓曲砂層，形
成拖曳構造，斷面傾角為30o （圖六、七） 。在上盤的部分，於井下1.3-2.5公
尺為粗砂夾泥塊並以侵蝕不整合與下伏的塊狀泥岩層接觸，傾角40o ~42 o，可對
比至剖面中的 B 層。2.5~44.4公尺的岩層以砂頁互層間夾土壤化泥岩為主，膠
結良好，傾角介於32o ~50o 之間，可對比至剖面中的 A 層，為一以向西傾的岩層
與斷面接觸。44.8~55.8公尺的下盤岩層則近乎水平，為膠結度差的砂頁互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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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草根、碳屑及部分生物擾動現象，推論為陸相曲流河環境，於井下52.7公
尺處的草根定年結果為33110±430 yr BP。2號井口海拔高37公尺，於井下21.4公
尺鑽遇一剪切面，上盤傾角介於16 o ~20o 間，下盤則小於5 o，剪切面傾角為30 o ，
擦痕滑移方向與剪切面約呈18 o 夾角（圖七）。整合露頭及鑽井資料顯示一走向
約 N40 o E，傾角為30 o 且略具有左移分量的斷層面存在（圖八）。

討論
1.全 新 世 沉 積 層 的 變 動
由莿桐崎剖面的露頭來看，晚更新世的岩層（A 層）及10,000年來的沉積
層（B、C 層及階地礫石層）以楔型沉積且交角不整合覆蓋於六雙層之上，呈現
一隨斷層活動的生長岩層（growth strata）構造（Burbank et al., 1996），此與車
龍埔斷層的仙公廟槽溝及竹山槽溝的觀察一致（陳文山等，2001）
，顯示在斷層
崖前的沉積層堆積，隨著斷層週期性的活動而有抬升－擾曲的現象及進覆堆積
的循環。因此透過露頭的觀察可推論研究區域的線崖是由六甲斷層作用所 形
成，此亦由鑽井資料證明為一30o 東傾的斷面，而露頭中所觀察到的剪切現象推
論應為斷層上盤受擠壓產生的次生構造。
在了解六甲斷層的存在及其斷面幾何後，利用斷層上下盤同時代的岩層的
落差可探討六甲斷層的滑移速率。在斷層上盤 C 層的定年結果為8,780±50 yr BP
（經樹輪校正為9,559~10,147 yr BP；Stuiver and Reimer, 1993），該層沉積時約
低於現今海水面30公尺（Chen and Liu, 2000）
，而現今的海拔高度為45公尺，顯
示該層自沉積後受構造作用影響垂直抬升約75公尺。然而10,000年前同時代的
岩層在下盤卻呈現往西傾斜的分布，至新營斷層的下盤才呈現水平的分布（圖
九），顯示 C 層的抬升除了受六甲斷層的作用外亦須考量新營斷層5,000年來的
抬升作用。利用嘉南平原地下水觀測網計畫的鑽井記錄及其定年資料（吳樂群，
1999; 2004），可求得新營斷層上盤平均的抬升速率約4 mm/yr（圖二），換句話
說新營斷層5,000年來提供了約20公尺的抬升量，而六甲斷層10,000年來將 C 層
抬升了55公尺，其垂直抬升速率約5.5 mm/yr，而滑移速率約11 mm/yr。

2.近 萬 年 來 海 相 岩 層 分 布 與 六 甲 線 崖 的 關 係
由莿桐崎海相沉積層的發現及平原區鑽井紀錄顯示，約10,000年前的海相
沉積層曾經覆蓋且侵蝕六甲線崖，且緊鄰線崖的河階常厚達10公尺以上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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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全新世晚期緊鄰線崖處應為一近海河口相的環境，由河流帶來的沉積物
沉積覆蓋於線崖西側，之後隨著沉積物向西加積及斷層活動的影響，海水面向
西退至今日的位置。由於海水曾經覆蓋且侵蝕高角度西傾的六雙層，也因此六
甲斷層呈現筆直的線型特徵，不同於彎曲的921集集破裂的斷層跡（中央地質調
查所，1999）。換言之 六甲斷層的分布的確實位置，因多加注意在靠近線崖西
側獨立的山丘或明顯變位的階面（楊貴三等，2005）。

3.六 甲 斷 層 演 化 過 程 的 探 討
褶 皺 的 形 貌 取 決 於 斷 層 面 的 發 展 （ Suppe, 1983; Suppe and Medwedeff,
1990）
，由莿桐崎剖面及鑽遇斷層泥證實了六甲斷層的存在，顯示在其上盤岩層
的褶曲應與六甲斷層的發展相關（Suppe, 1980; Hung et al., 1999）。由 P-P’剖面
來看，位於六甲斷層上盤存在有前大埔向斜及牛山背斜，向斜寬約6公里，兩翼
平緩，而背斜僅4公里且其前翼陡峭，後翼則較為平緩，推論六甲斷層面的幾何
為一斷坪-斷坡構造（圖二 P-P’剖面）
。根據中油在牛山背斜軸部的鑽井（NS-27）
，斷坡
於井下約3350公尺處鑽遇一傾角約43o 的斷面來看（Hu and Sheen, 1989）
大致以30o ~45 o 的傾角向西逆衝到地表，而斷坪則約位於地下4~5公里處，而不
對稱的牛山背斜的發育可能與六甲斷層的擴展相關。
六甲斷層位於崙後斷層西側，如前所述其開始活動的時間晚於崙後斷層，
亦即年輕於53萬年前。以六重溪層頂部為指標層，可知上盤構造高區牛山背斜
處海拔高約250公尺，在下盤位於地下1430公尺（PH-1，Yeh and Yang, 1994），
顯示其層位落差約為1650公尺。以每年5.5公釐的垂直抬升速率來看，牛山背斜
約開始發展於30萬年前，符合本區褶皺逆衝帶的發展次序。此外，由六甲斷層
上盤所出露的六雙層平均厚約400公尺，該層的沉積速率約1.5~1.9 mm/yr（ Chen,
et. al., 2001），顯示六甲斷層的活動必須在六雙層沉積21~26萬年後，亦即在
27~32萬年前。也因此透過莿桐崎剖面的觀察所得到的斷層滑移速率，不論從全
新世的沉積層乃至於構造或盆地演化的觀點來看，均可合理的詮釋。

結論
莿桐崎剖面顯示近萬年來全新世的沉積層為一生長岩層的組構，配合鑽井
資料證實了六甲斷層的存在，且為一活動斷層，斷面的滑移速率約11 mm/yr。
牛山背斜可能為一斷層擴展褶皺，隨六甲斷層擴展至地表而產生，斷層開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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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年代約為30萬年前。筆直的六甲線崖為一構造線型，然部分應受近萬年前
海進的侵蝕影響而形成，至於斷層南北的延續及其與鄰近斷層的銜接關係，在
主斷層確立後成為下一步深入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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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斷層北起六重溪南至臥牛山，長約 17 公里。座標系統為橫麥卡脫二度分帶（TM2_67）
，單位為公尺。

The Liouchia Fault bounds the foothills and Chianan Coastal Plain. The frontal foothills display a clear
lineation scarp facing to the west, which is trending NNE-SSW with a length of 17 km.

圖一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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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研究區域地質圖。海岸平原區中紅色圓圈為井位，括號中為垂直抬升速率，
單位為 mm/yr。紅色星號為新營斷層上盤地表階地堆積層的定年標本位置
（謝，1999）。P-P’剖面顯示不對稱的牛山背斜隨六甲斷層擴展至地表而形
成，且於六甲斷層下盤在 5000 年來有新營斷層的發育。O-O’剖面為井下全
新世岩層對比圖，如圖九所示。

Fig.2

Geological map of the study area. Red circles are the location of wells with
vertical movement rates in mm/yr. Red star is the sampling location for dating.
The P-P’ profile shows that the Nioushan anticline is the hangingwall fold
associated with the fault ramp of the Liouchia fault. Also a younger Hsinyin thrust
fault was generated around 5,000 years ago in the footwall of the Liouchia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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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莿桐崎剖面位置及其鄰近地質圖，該剖面位於六重溪南岸，六甲斷層的北
端。範圍如圖二所示。

Fig.3

Location and the local geological map of Chitungchi area.

圖四

莿桐崎剖面（圖版 A,B）及鑽井（1,2 號井）相關位置圖。範圍如圖三所示。

Fig.4

Shaded topographic map and location of wells of the Chitungch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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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整合露頭觀察及 1 號井（圖六）資料所繪製的 A-A’剖面，由定年資料顯示老
於 50,000 萬的 A 層向西逆衝覆蓋於 33,110 年前的岩層之上，隨著斷層持續
作用導致近一萬年前的沉積層（B、C 層）以侵蝕不整合覆蓋於 A 層之上。

Fig.5

The A-A’profile shows a fault beneath the Chitungchi outcrop. The B, -and C
strata units of Holocene in age are unconformably overlain the A strata unit (age
older than 50 k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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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鑽井岩芯記錄。1 號井於井下 44.4~44.8 公尺粗紅線鑽遇斷層泥，2 號井於井
下 21.4 公尺紅線鑽遇剪切面。

Fig.6

The core data of Well 1,-and 2. Red line indicates the faul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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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圖版 C 為 1 號井於井下 44.4~44.8 公尺鑽遇的斷層泥。圖版 D-1 為 2 號井於
井下 21.4 公尺鑽遇的剪切面；圖版 D-2 為剪切面下盤擦痕近照。

Fig.7

Plate C shows the fault gouge of Well 1 at depths between 44.4~44.8m. Plate
D-1 and D-2 shows the slickensides of Well 2 at depth of 21.4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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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莿桐崎剖面與鑽井資料對比立體圖。

Fig.8

3D map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ells and outcrop of the Chitungchi area.

圖九

六甲斷層下盤井下全新世岩層對比圖，沉積環境及定年資料參考嘉南平原地
下水觀測網計畫報告（吳，1999）。

Fig.9

Holocene strata correlation map in the footwall of the Liouchia fau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