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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據歷史紀錄，臺灣地區主要的災害性地震大多是斷層再活動所引起，1999年集

集地震之後，活動斷層相關的新期構造調查研究，為地球科學界的主要研究課題。最

初的活動斷層研究是調查斷層的幾何特性，採用地質調查、地球物理探勘與地質鑽探

等方法，也得到相當的成果。目前的活動斷層研究，則逐漸邁向運動學分析，其中最

重要的是地殼變形與古地震研究，前者利用大地測量方法分析斷層兩側的短期位移速

率，而後者是分析斷層長期滑移速率與再現週期的主要方法。依據地球科學界的近期

調查結果，本文針對38條臺灣主要的活動斷層作概述，並分別列出這些斷層的短期與

長期滑移速率等參數，但這些資料仍須長期的觀測與分析才更有意義。雖然某些斷層

的幾何型態與運動學特性已有參考性資料，但某些斷層對於是否存在仍有爭議，未來

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釐清。 

關鍵詞：活動斷層、新期構造、古地震、滑移速率、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臺灣 

前言  

在地體構造上，臺灣位處歐亞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的交接帶，而台東

縱谷是兩個板塊的縫合線。由現今頻繁發生的地震活動，指示板塊間擠壓作

用仍然持續著，因此較新期的地質構造不斷地生成，而舊的地質構造也不斷

地演進。地震地質是一個新興的跨領域學門，主要探討新期構造與人類活動

的關係（Yeats et al., 1997），而地震與活動斷層的關係即是地震地質的主要

研究對象。依據過去一百多年的紀錄，臺灣地區主要的災害性地震大多是斷

層再活動所引起，加上1999年集集地震造成的經濟與社會衝擊，因此活動斷

層相關的調查與研究，近年來是我國地球科學界熱門的研究主題。 

柏尼剌（Bonilla, 1975, 1977）最早將臺灣的活動斷層作系統性的整理，

他以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對活動斷層的認定標準，彙整臺灣地區截切全新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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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世地層的47條斷層，列為活動斷層。徐鐵良、張憲卿（Hsu and Chang, 
1979）重新整理臺灣的第四紀斷層，將第四紀晚期活動過的斷層列為活動斷

層，共有36條斷層。由於上述地質工作者僅是資料整理，並未針對每一條活

動斷層進行調查，因此中央地質調查所自1997年開始針對每一條活動斷層作

普查工作，目的是為了確認臺灣主要活動斷層的位置與特性，並測製比例尺

二萬五千分之一斷層條帶地質圖，以同時滿足工程界與學術研究的目的；當

時採用石再添等（1986）與楊貴三（1986）所列的活動斷層作為調查標的，

由於他們的成果主要是基於地形學的研究，因此張徽正等（1998）參考中央

地質調查所出版的五萬分之一地質圖幅、中國石油公司臺灣油礦探勘總處的

地質圖，以及各項報告中不同比例尺的地質圖後，編繪了一張比例尺五十萬

分之一的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1999年集集地震發生後，林啟文等（2000c）

將部分已完成活動斷層普查的結果，以及當時已出版的相關報告加以彙整，

重新編繪了一張比例尺五十萬分之一的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 

2002年起，中央地質調查所除了持續活動斷層普查工作之外，並開始

活動斷層的精查工作，目的是希望瞭解活動斷層的滑移速率與再現週期。主

要的工作包括：在近斷層處設置全球衛星系統（GPS）的監測點，以及跨斷

層的精密水準測點，並定期測量，以分析每一活動斷層的短期滑移速率，另

外也在重要斷層的兩側設置GPS連續追蹤站；為了分析斷層的長期滑移速率

與再現週期，也同時進行古地震、構造地形與定年等相關調查工作。這些結

果已經陸續在該所的網站公布。除此之外，目前該所也針對重要的活動斷層

帶持續進行觀測與監測。 

回顧過去 10年，活動斷層的相關研究已逐漸由斷層的幾何學分析

（geometric analysis），邁向運動學分析（kinematic analysis），雖然還有許多

與斷層相關的問題與爭議尚未解決，但逐步完成這些參數之後，對於中期與

長期的地震預測與斷層的動力學分析（dynamic analysis）都是重要的基本資

訊。本文主要概述過去10年，地球科學界針對活動斷層調查的一些成果。 

臺灣北部的活動斷層  

臺灣北部的活動斷層，包括山腳斷層、南崁斷層、湖口斷層、大平地

斷層、新竹斷層、新城斷層、竹東斷層與斗煥坪斷層等，共8條斷層（圖一）。 

山腳斷層，為正移斷層（林朝棨，1957），呈北北東走向，可以分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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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南段自台北縣新莊向北延伸至北投，北段由北投向北延伸至金山。山腳

斷層的南段，為第四紀沖積層所掩覆，北段為大屯山的火山岩所掩覆；由鑽

探資料顯示，山腳斷層造成台北盆地的第三紀基盤有陷落現象（劉桓吉等，

2000、2002；林朝宗，2001、2005；蘇泰維等，2003），此陷落現象與正斷

層作用向北延伸至大屯山區（陳肇夏、吳永助，1971）與金山地區（盧詩丁

等，2004；詹瑜璋等，2005），因此斷層可能由新莊向北延伸至金山地區。

山腳斷層的最近一次活動時間，可能在距今約11,000年以前。 

南崁斷層，可能為正移斷層，呈北北西走向，由桃園縣蘆竹至台北縣

鶯歌（花井重次，1930）。依據鑽探資料，線形兩側地下的大南灣層為水平

層態且相當連續；細部地形分析結果，林口台地與桃園台地間的沖積扇並沒

有被截切現象（詹瑜璋等，2006）；震測結果顯示桃園台地地下岩層，呈水

平層態一直延伸至林口台地（石瑞銓等，1999），因此兩台地之間的線形崖

（Ku, 1963）可能不是斷層崖。南崁斷層尚未發現斷層存在的地質證據。 

湖口斷層，為逆移斷層，呈東北東走向，由新竹縣湖口向東延伸至桃

園縣平鎮（花井重次，1930）。根據野外地形地質調查與地質鑽探結果（衣

德成等，2004），湖口斷層可能是在向斜軸部形成的逆移斷層，截切更新世

晚期的地層，但尚未發現其出露地表的證據，研判屬於盲斷層，或被近期沖

積層所掩覆。由湖口台地面的傾動與定年結果（陳于高，2006），斷層可能

在距今70,000年內曾經活動過。 

大平地斷層，為逆移斷層，約呈北北東走向，由桃園縣石門向南延伸

經新竹縣關西至頭前溪北岸（Tang, 1964）。由野外地質與地質鑽探結果，大

平地斷層在桃園縣石門至新竹縣關西之間，為大茅埔礫岩與店子湖層所掩覆

（林燕慧等，2004a）；可能是軟橋斷層（中國石油公司，1974）的分支斷層，

為盲斷層的形式。在新竹縣關西至橫山之間，斷層跡兩側出露完整的連續剖

面，未有大斷距的斷層，研判斷層在該處併入軟橋斷層。頭前溪北岸九讚頭

一帶，由於有地層缺失，可能存在斷距相當大的斷層。大平地斷層尚未發現

更新世晚期地層被錯移的證據。大平地斷層的南段原稱為北埔斷層（中國石

油公司，1974），由頭前溪延伸至峨眉溪之間，與大平地斷層之間的關係目

前尚不清楚，依據先著權律應回復原有名稱；北埔斷層跡沿線的紅土化階

地，並未發現變動或受斷層截切等現象，顯示斷層在更新世晚期的階地形成

後沒有活動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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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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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斷層，為逆移斷層兼具右移性質，約呈東西走向，由新竹市西方

向東延伸至頭前溪南岸（Meng, 1965）。新竹斷層的證據大多為地下地質及

地球物理資料，雖然具有地形特徵，但還缺乏地表地質的證據，可能為盲斷

層的形式。由大地測量結果顯示近期斷層兩側具有右移趨勢（林啟文等，

2005；饒瑞鈞等，2006）。 

新城斷層，為逆移斷層（鳥居敬造、吉田要，1931），可以分為2段：

北段呈東北東走向，由新竹縣芎林鄉頭前溪向東延伸至關西南方；南段呈東

北走向，由新竹縣竹東鎮頭前溪附近向南延伸至苗栗縣頭份東北方。新城斷

層截切頭前溪南岸的紅土化與河階，愈老的階面斷層兩側崖差愈大，指示斷

層的多次活動結果（石同生等，2003）。近期的GPS觀測資料分析結果，新

城斷層兩側仍為壓縮作用的逆移形式（林啟文等，2005；饒瑞鈞等，2006）。

新城斷層截切時代約270年的階地礫石層（陳文山等，2003a），為全新世仍

有活動紀錄的斷層。 

竹東斷層，為逆移斷層，呈東北走向，由新竹縣竹東鎮向南延伸至峨

眉鄉小北埔（Tang, 1968）。竹東斷層為沿著竹東向斜軸部發育的斷層；竹東

向斜為一西北翼緩而東南翼陡的褶皺，兩翼上覆的紅土化階地面均向斜軸傾

斜，顯示竹東向斜在更新世晚期仍持續作用（林啟文等，2003a）；但竹東斷

層尚未發現更新世晚期以來曾經活動的證據。 

斗煥坪斷層，為逆移斷層兼具右移性質，呈東西走向，由苗栗縣頭份

鎮斗煥坪向東延伸至新竹縣北埔的社寮坑（Tang, 1968）。斗煥坪斷層的東段

形成一直線谷，西段則為階地堆積所掩覆。斷層北側階面雖有傾斜現象，但

未有明顯的斷層露頭（林啟文等，2003a），也未發現截切更新世晚期地層的

證據。 

此外，金山斷層（市川雄一，1931），原列為存疑性活動斷層（張徽正

等，1998；林啟文等，2000c），斷層的初次活動可能在大屯火山群噴發之前，

也就是上新世晚期。新莊斷層（Wu, 1965）發育於金山斷層的下盤，可能是

後者的分支斷層（林朝宗，2005），由於斷層截切林口層，可能是金山斷層

與新莊斷層最晚的活動紀錄，時間約在距今40~50萬年前（莊文星、陳汝勤，

1989）。之後，山腳斷層的正移斷層作用開始後，金山斷層可能未再有活動

跡象。雙連坡斷層（花井重次，1930），原列為存疑性活動斷層，斷層跡沿

線具有明顯地勢高差的線狀崖特徵，但分布於線形兩側的礫石層，在近地表

約8公尺內均無錯動跡象，地下岩層連續分布於斷層兩側，地球物理探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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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顯示線形兩側岩層相當連續（石瑞銓等，1999），並沒有斷層存在的跡

象。 

臺灣北部的活動斷層的主要特性如表一。 

表一  臺灣北部活動斷層主要特性一覽表。 

斷層名稱 長度

(公里)
滑移特性 

＊1 
水平速度變化 
(公厘/年) ＊2 

垂直速度變化

＊3 
(公厘/年) 

長期滑移速率 
(公厘/年) 

最近一次活動

時間＊4 
平行斷層 垂直斷層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山腳斷層  

(北段) 21 正移 1.3±4.6 2.9±7.4 -2.2 - - ＞11,000 年 

(南段) 13 正移 4.2±6.2 1.0±8.6 -10.8 - -1.8 

南崁斷層 14 正移 2.6±4.3 1.1±4.1 - - - － 

湖口斷層 21 逆移 -1.4±2.7 5.4±3.7 -2.1 - - ＜70,000 年 
大平地斷層 25 逆移 0.7±2.1 1.2±2.5 3.7 - - 更新世晚期 

新竹斷層 9 逆移兼右移 -2.4±2.1 3.1±2.2 -2.3 - - 更新世晚期 

新城斷層 28 逆移 -0.7±2.2 1.5±2.0 -7.8 1.1 0.7~1.0 ＜300 年 

竹東斷層 9 右移 0.7±2.1 1.2±2.5 - - - 更新世中晚期

斗煥坪斷層  10 逆移兼右移 0.7±2.1 1.2±2.5 -17.8 - - 更新世中晚期

＊1：為斷層兩側岩層的長期相對運動形式。 
＊2：平行斷層走向的速度分量，正值代表左移形式，負值代表右移形式。 
＊3：正值代表相對斷層下盤抬升，負值代表下降。 
＊4：除了歷史地震紀錄之外，本項資料為被斷層截切的岩層時代。 

臺灣中部的活動斷層  

臺灣中部的活動斷層，包括獅潭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鐵砧山

斷層、屯子腳斷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與大茅埔－雙冬斷層等，共8條

斷層（圖一）。 

獅潭斷層，為逆移斷層，呈北北東走向，由苗栗縣獅潭鄉竹木村向北

延伸至三灣鄉大河村上十股（大江二郎，1936）；本斷層也稱紙湖地震斷層

（大塚彌之助，1936）。獅潭斷層為1935年新竹－台中地震形成的地震斷層，

現在仍然保存有斷層崖等地形特徵（黃文正等，1999），斷層有多次活動的

現象（潘國樑等，1983；潘國樑，1985）。神卓山斷層，位在獅潭斷層東方

的象山至大窩山稜線，為斷續出現的裂縫與小型斷層所組成，長約5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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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未發現有斷層證據，可能僅是1935年新竹－台中地震造成的局部地表破

裂。 

三義斷層，為逆移斷層（張麗旭，1951；Meng, 1963），可以分為2段：

北段略呈東西走向，由苗栗縣大湖鄉大窩，向西延伸至三義；南段呈南北走

向，由三義向南延伸至大甲溪北岸。最近在大安溪南岸的調查結果顯示，三

義斷層截切低位河階面（劉彥求、李奕亨，2006），斷層可能在全新世有活

動現象。 

大甲斷層，為逆移斷層（Ku, 1963），呈北北東走向，由苗栗縣通霄附

近經大甲、清水、沙鹿至臺中縣大肚；斷層的南段，由甲南至大肚的部分，

以往稱為清水斷層（林朝棨，1957）。大甲斷層的前緣可能接近地表，或由

新期沖積層所掩覆；大地測量結果顯示，斷層在近期仍以壓縮作用的逆移形

式為主。 

鐵砧山斷層，為逆移斷層（Sun, 1965），呈北北東走向，由鐵砧山北緣

向南延伸至臺中縣沙鹿後併入大甲斷層；本斷層也稱為大甲東斷層（林朝

棨，1957）。鐵砧山斷層是在頭嵙山層最晚期沉積後才形成，為鐵砧山背斜

軸部附近的斷裂作用所形成，可能是大甲斷層的分支斷層。 

屯子腳斷層，為右移斷層（大江二郎，1936；大塚彌之助，1936），呈

北北東走向，由台中縣泰安向西延伸經內埔（屯子腳）至清泉崗。屯子腳斷

層為1935年台中－新竹大地震造成的地表破裂；地球物理探勘結果顯示淺部

斷層帶的寬度約數百公尺，呈現壓縮型開花狀構造（董倫道等，2005）；斷

層可能是在紅土礫石層堆積之後僅有的1次活動紀錄。 

彰化斷層，為逆移斷層（林朝棨，1957；Chang, 1971），約呈北北東轉

南北走向，由彰化縣和美鎮的大肚溪南岸向南延伸至田中附近的濁水溪北

岸。斷層北段在彰化市至花壇之間可能已延伸至地表，但為沖積層或山麓堆

積物所掩覆（陳勉銘等，2003）；在花壇至田中之間，斷層可能尚未出露地

表，並以垂直的抬升作用為主；斷層可能截切更新世晚期地層。 

車籠埔斷層，為逆移斷層（Chang, 1971），以烏溪為界分為2段：北段

約呈南北走向，由台中縣石岡鄉向南延伸至霧峰，本段在1999年集集地震

時，石岡以東至苗栗縣卓蘭間有地表破裂（李元希等，2000）；南段約呈南

北走向，由南投縣草屯向南延伸至竹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999）。

車籠埔斷層在集集地震時所造成的地表破裂，在地表上顯現寬廣的斷層帶

（林啟文等，2000b；黃文正等，2000），而斷層崖、單斜崖與撓曲崖等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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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主斷層的分支斷層在地表所顯現的特徵（Lin et al., 2002；林啟文等，

2003b）。由古地震研究結果顯示（陳文山等，2006），過去3,000年以來車籠

埔斷層共有7次地震事件造成地表破裂，地震的發生時距最小約200年，最長

約1,200年；車籠埔斷層的發震模式，屬於時間可預測的再發性模式（陳文

山等，2006；Chen et al.,2007），推估下次可能的地震時間，約西元2340±95

年。 

大茅埔－雙冬斷層，為逆移斷層，以大甲溪為界分為2段（大江二郎，

1939；何春蓀，1959）：北段稱為大茅埔斷層，呈北東走向，由台中縣卓蘭

鎮雙崎，向西南延伸至東勢鎮慶東里（大茅埔）；南段稱為雙冬斷層，呈北

東走向，由大甲溪南岸新社鄉新六村向南延伸至南投縣雙冬。大茅埔－雙冬

斷層在集集地震當時有地表破裂現象（黃鑑水等，2000），在地震後也有明

顯的抬升現象（饒瑞鈞等，2006），顯示斷層有再活動的趨勢。 

臺灣中部的活動斷層的主要特性如表二。 

表二  臺灣中部活動斷層主要特性一覽表。 

斷層名稱 長度

(公里)
滑移特性

＊1 
水平速度變化 
(公厘/年) ＊2 

垂直速度變化

＊3 
(公厘/年) 

長期滑移速率 
(公厘/年) 

最近一次活動

時間＊4 
平行斷層 垂直斷層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獅潭斷層 12 逆移 1.4±1.8 1.8±2.3  - - - 西元 1935 年 

三義斷層 24 逆移 -0.2 0.7 -0.1 - - 全新世(？) 

大甲斷層  

(北段) 7 逆移 1.2±2.5 3.9±1.1 -2.0 - - 更新世晚期 

(南段) 16 逆移 0.6±2.2 0.5±1.1 3.1 - - 

鐵砧山斷層 15 逆移 1.2±2.5 1.2±2.5 0.4 - - 更新世晚期 

屯子腳斷層 14 右移 -3.2 1.5 0.1 - - 西元 1935 年 

彰化斷層 32 逆移 -2.0±3.0 3.4±2.8 6.3 - - ＜29,230(?) 

車籠埔斷層  

(北段) 43 逆移 4.2±2.9 3.3±4.2 4.1 8.5 5 西元 1999 年 

(南段) 38 逆移 6.0 7.6 3.9 4.5 3.4  
大茅埔－ 
雙冬斷層 55 逆移 -3.0 4.2 4.1 - - 西元 1999 年 

＊註：如表一說明。 



93 林啟文等：臺灣活動斷層調查的近期發展

臺灣西南部的活動斷層  

臺灣西南部的活動斷層，包括九芎坑斷層、梅山斷層、大尖山斷層、

木屐寮斷層、六甲斷層、觸口斷層、新化斷層、後甲里斷層與左鎮斷層等，

共9條斷層（圖一）。 

九芎坑斷層，為逆移斷層，約呈北北東走向，由雲林縣古坑向南延伸

至嘉義縣竹崎附近（中國石油公司，1986）。九芎坑斷層在石牛溪剖面的斷

層帶寬度約850公尺，由數條分支斷層所構成（劉彥求等，2003），向南延伸

斷層帶的寬度則逐漸減小。斷層截切年代約距今18,540年前的階地礫石層，

而最後一次的活動時間可能更年輕（陳文山等，2003c）。由大地測量的結果，

九芎坑斷層具有相當的活動潛勢，而近期的運動方式為逆移形式。 

梅山斷層，為右移斷層，呈東北東走向，由嘉義縣梅山鄉梅南村向西

延伸至民雄鄉東湖村。1906年梅山地震（規模7.1）所造成的地震斷層，當

時的地表破裂稱為梅仔坑斷層與陳厝寮斷層（Omori, 1907a, b），在斷層的東

段目前仍保留許多地形特徵，在近地表處呈現帶狀的分佈，主斷層呈現高角

度向南傾斜，地表下所構成的破裂帶寬度可達450公尺（石瑞銓等，2002；

彭秋紋等，2004）；在中坑以西，斷層可能以潛伏方式持續向西延伸；梅山

斷層可能有多次的活動紀錄（陳文山等，2003b）。 

大尖山斷層，以內磅斷層（又稱樟湖山斷層或古坑斷層）為界分為2段

（中國石油公司，1986）。北段約呈東北走向，由南投縣竹山鎮嶺腳附近向

西南延伸至桶頭南方的樟湖山，本段在1999年集集地震時有活動（林啟文

等，2000b），為逆移斷層兼具右移性質，在地表構成一寬廣的斷層帶（劉彥

求等，2004）。南段由樟湖山附近延伸至嘉義縣竹崎鄉的金獅寮，為逆移斷

層。大尖山斷層北端在竹山鎮嶺腳附近與鹿寮斷層連接（林啟文等，2000b），

其南端在金獅寮附近與水社寮斷層、觸口斷層連接。由地殼變形的監測結

果，大尖山斷層兩側仍有明顯的速度場變化。 

木屐寮斷層，為逆移斷層，呈北北東走向，由台南縣白河鎮崎內里，

向南延伸至六重溪北岸崁頭里（Sun, 1970）。木屐寮斷層造成更新世晚期地

層受到傾動（楊貴三等，1986；沈淑敏等，2005），但地表尚未發現斷層露

頭，可能為盲斷層；在地下淺部可能有分支斷層（石瑞銓等，1998）；由大

地測量資料顯示，斷層兩側近期有明顯的壓縮量（饒瑞鈞等，2006）。 

六甲斷層，為逆移斷層，呈北北東轉南北走向，由台南縣白河鎮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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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的六重溪南岸向南延伸至台南縣官田鄉社子村（石再添等，1986）。六甲

斷層可能是沿著向斜軸部發育的逆移斷層（林啟文等，2000a），斷層可能尚

未穿出地表；斷層在地下淺部可能截切全新世地層（楊志成等，2005）。由

大地測量結果，六甲斷層上下盤仍有明顯的壓縮量，並兼具右移分量（饒瑞

鈞等，2006）。 

觸口斷層，依地質特性分為2段：北段呈南北走向，由嘉義縣竹崎鄉金

獅村向南延伸至番路鄉觸口村；南段約呈北北東走向，由觸口村向南延伸至

台南縣白河鎮關嶺里（吉田要，1931）。觸口斷層的斷層帶寬度超過100公尺，

斷層帶內有許多滑動面（李明書等，2004）。根據地殼變形監測結果，觸口

斷層兩側有顯著的位移變化量。觸口斷層的南端在關子嶺附近與崙後斷層連

接。崙後斷層（中國石油公司，1986），又稱烏山頭斷層，為逆移斷層，呈

東北走向，由嘉義觸口東方向西南延伸至台南縣左鎮鄉榮和村，長約48公

里。崙後斷層並未發現截切更新世晚期地層的證據；近期的大地測量結果顯

示，斷層兩側的水平速度差約20公厘/年，因此仍有明顯壓縮作用，但斷層

可能以非震性的潛移方式活動（饒瑞鈞等，2006）。 

新化斷層，為右移斷層，呈東北東走向，由台南縣新化鎮那菝里向西

延伸至北勢里（張麗旭等，1947）。新化斷層有多次古地震事件，除最近的

1946年地震之外，前一次約發生於700年至1,200年前之間，而在2,000年前至

7,000前至少有一次古地震事件，估計7000年內至少有3次地震事件（陳文山

等，2004a）；斷層近期的活動以潛移作用為主（盧詩丁等，2003）。 

後甲里斷層，為逆移斷層，約呈南北走向，由台南縣永康市向南延伸

至仁德鄉虎山（林朝棨，1957；Sun, 1964）。依據地質鑽探結果，斷層面向

西傾斜（林燕慧等，2004b），斷層截切更新世晚期地層，並造成全新世台南

層的褶皺（陳文山等，2006），但尚未發現穿出地表的證據；依據大地測量

結果，台南台地顯著的抬升速率，可能與後甲里斷層有關（饒瑞鈞等，2003，

2006）。 

左鎮斷層，為左移斷層，約呈西北走向，由台南縣山上鄉新庄附近至

南化鄉心仔寮附近（Wang, 1976）。目前仍未發現左鎮斷層截切更新世晚期

地層的證據（林啟文等，2000a）。 

臺灣西南部的活動斷層的主要特性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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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臺灣西南部活動斷層主要特性一覽表。 

斷層名稱 長度

(公里)
滑移特性 

＊1 
 

水平速度變化 
(公厘/年) ＊2 

垂直速度變化

＊3 
(公厘/年)

長期滑移速率 
(公厘/年) 

最近一次活動

時間＊4 
平行斷層 垂直斷層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九芎坑斷層 17 逆移 0.4±1.8 0.2±5.2 -15.3 - - ＜18,540 年

梅山斷層 13 右移 -0.3±2.8 0.3±2.6 -0.8 - - 西元 1906 年

大尖山斷層 25 逆移兼右移 6.0±4.8 0.3±4.2 -11.6 - - 西元 1999 年

木屐寮斷層 7 逆移 -1.8±3.8 2.4±3.2 - - - 更新世晚期 

六甲斷層 17 逆移 -1.8±3.8 2.4±3.2 0.3 11.0~12.7 5.5~6.3  ＜10,000 年 

觸口斷層 68 逆移 -2.2±3.1 8.8±2.9 3.1 14.0 - ＜10,000 年 

新化斷層 6 右移 -9.7±4.7 0.4±3.9 -5.0 -  - 西元 1946 年 

後甲里斷層 12 逆移 -4.3±3.1 7.3±4.0 7.9 -  4.0 更新世晚期

左鎮斷層 10 左移 1.3±8.4 6.9±8.4 - - - 更新世中晚期

＊註：如表一說明。 

臺灣南部的活動斷層  

臺灣南部的活動斷層，包括小崗山斷層、旗山斷層、六龜斷層、潮州

斷層、鳳山斷層、恆春斷層等共6條斷層（圖一）。 

小崗山斷層，可能為逆移斷層（Sun, 1964），呈北北東走向，由高雄縣

阿蓮鄉南運向南延伸至燕巢鄉瓊林村。小崗山斷層有地形崖特徵，但尚未有

地質證據顯示斷層存在。 

旗山斷層，為逆移斷層，呈東北走向，由高雄縣旗山鎮附近向南延伸

至高雄縣鳥松鄉澄清湖附近，長約35公里（吉田要，1932；鳥居敬造，1933）。

以往認為斷層向北連接內英斷層（飯塚保五郎，1928），最近的調查結果顯

示兩斷層的特性不同（陳文山等，2005）。旗山斷層近期的大地測量結果，

仍有明顯的壓縮量，顯現逆移形式的特性，但有右移分量（Hu et al., 2006；

饒瑞鈞等，2006）；旗山斷層截切全新世的砂礫石層（陳文山等，2005b），

顯示斷層在全新世有活動現象。 

六龜斷層，為左移斷層兼具逆移性質，呈北北東走向，由高雄縣六龜

鄉新發村向南延伸至美濃鎮新寮村（鳥居敬造，1933）。六龜斷層截切六龜

礫岩與更年輕的礫岩層（陳文山等，2005），在更新世晚期仍有活動。 



96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特刊第十八號

潮州斷層，為逆移斷層兼具左移性質，呈南北走向。斷層可以分為2段：

北段由高雄縣六龜鄉寶來村向南延伸至大津村，又稱土壟灣斷層（鳥居敬

造，1933），或荖濃溪斷層（何春蓀，1975）；南段由大津村向南延伸至屏東

縣枋寮鄉加祿村（Tomita, 1955）。潮州斷層由北至南均為階地礫岩層或沖積

扇礫石層所掩覆，可能為盲斷層的形式，斷層在近地表處造成沖積扇礫石層

的撓曲（陳文山等，2004b），指示斷層在更新世晚期可能有活動。 

鳳山斷層，可能為逆移斷層，呈北北西轉南南東走向，由高雄縣鳳山

市竹子腳向南延伸至林園鄉拷潭附近（Sun, 1964）。鳳山斷層有地形崖特徵

（石再添等，1984；沈淑敏等，2006），但尚未有地質證據顯示斷層存在。 

恆春斷層，為逆移斷層，呈北北西走向，由屏東縣車城鄉海口向南延

伸至恆春鎮南灣（詹新甫，1974）。恆春西台地北段相對於恆春半島的抬升

速率大於10公厘/年，顯示恆春西台地仍持續傾斜；在恆春半島西側海域中

可能存在一逆移斷層，造成恆春西台地的傾斜與恆春谷地的相對沉陷（陳文

山等，2004b）。由近期的大地測量資料顯示，恆春斷層兩側位移量並未有明

顯差異（陳建良等，2005），而斷層兩側在過去10年的位移型態並未有明顯

變化。恆春斷層尚未有截切更新世晚期地層的證據。 

臺灣南部的活動斷層的主要特性如表四。 

表四  臺灣南部活動斷層主要特性一覽表。 

斷層名稱 長度

(公里)
滑移特性

＊1 
水平速度變化 
(公厘/年) ＊2 

垂直速度

變化＊3

(公厘/年)
 

長期滑移速率 
(公厘/年) 

最近一次活動

時間＊4 
平行斷

層走向
垂直斷層走向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小崗山斷層 8 逆移 -4.4±3.0 8.3±4.5 - - - 更新世中晚期 

旗山斷層 35 逆移 -4.5±6.5 5.5±8.0 -3.6 - - ＜7,189 年 

六龜斷層 18 左移 - - - - - 更新世晚期 

潮州斷層 85 逆移 1.2±2.1 0.5±1.8 -3.6 - - 更新世中晚期 

鳳山斷層 11 逆移 4.2±3.7 2.1±6.4 - - - 更新世中晚期 

恆春斷層 16 逆移 3.5±4.6 5.3±3.9 1.0 - 7.5 更新世中晚期 

＊註：如表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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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部的活動斷層  

臺灣東部的活動斷層與存疑性活動斷層，包括米崙斷層、瑞穗斷層、

玉里斷層、池上斷層、奇美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等，共7條斷層（圖

一）。 

米崙斷層，為左移斷層兼具逆移性質，約呈南北走向，由花蓮縣七星

潭海岸向南延伸至花蓮市美崙山西南側（Hsu, 1956），本斷層又稱花蓮斷層

（林朝棨，1962）；斷層可能包括民意斷層（楊貴三，1986）與北埔地區的

斷層等分支斷層。米崙台地的長期抬升速率約4.5公厘/年、向北水平位移速

率約8.5±3.0公厘/年，這些變動量可能與米崙斷層的活動有關（鍾令和等，

2004a）。 

瑞穗斷層（陳文山等，2006），以往稱為玉里斷層的北段（徐鐵良，

1955），為逆移斷層兼具左移性質，呈東北走向，由光復鄉大富村向南延伸

至瑞穗鄉瑞美村；斷層向南可能連接玉里斷層。瑞穗斷層除了1951年11月25

日的地震以外，還有3次古地震事件，古地震的活動週期約190+20年。 

玉里斷層，為逆移斷層兼具左移性質，呈北北東走向，由花蓮縣瑞穗

鄉瑞良村向南延伸至玉里鎮樂合里（徐鐵良，1955），是1951年11月25日地

震的地震斷層。在春日、福音、麻汝至觀音等地的斷層跡附近，階地有拱起

或反傾現象，在鍋蓋樑等一系列平行縱谷走向小丘（鍾令和等，2004b），開

挖結果顯示有壓力脊、褶皺與破裂等現象（陳文山等，2004b）；斷層可能有

潛移現象。而瑞穗至玉里之間，除了1951年地震造成的斷續地表破裂之外，

沒有明顯的斷層露頭。 

池上斷層，為逆移斷層兼具左移性質，約呈北北東走向（Hsu, 1956）；

北段由花蓮縣富里鄉東里村向南延伸至台東縣池上鄉萬安附近。南段由池上

鄉萬安向南至鹿野鄉瑞隆村（劉彥求、林啟文，2005）。池上斷層除了1951

年地震造成的地表破裂外，另外1992年5月29日與2003年12月10日兩次地震

所造成的地表破裂現象，可能與斷層活動有關。池上斷層在過去約1000年以

來，至少有3次的古地震事件（陳文山等，2006），每次事件造成的垂直移距

約數十公分，最大位移量約60公分；斷層近期可能以潛移變形為主。 

奇美斷層，為逆移斷層兼具逆移性質，呈東北走向，由玉里鎮東方樂

合溪溪口向東北延伸，經德武、奇美村至花蓮縣豐濱（Hsu, 1956）。奇美斷

層截切更新世晚期的階地礫石層，尚未有全新世曾經活動的證據（楊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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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6）。  

鹿野斷層，為逆移斷層，約呈南北走向，由台東縣鹿野鄉鹿寮向南延

伸至卑南鄉檳榔附近（林朝棨，1957；石再添等，1983）。鹿野斷層位於卑

南山礫岩與板岩層的接觸帶，可能呈向東傾斜，為板塊縫合帶的西界，但斷

層的前端並未穿出地表（林啟文等，2004）；斷層在卑南山礫岩沉積時可能

停止活動一段時間；鹿野龍田階地面的錯移與撓曲崖特徵，指示在階地形成

後有活動現象（紀權窅，2007）。 

利吉斷層，為逆移斷層，東北走向轉南南東走向，由台東縣卑南鄉利

吉村北方向南延伸，至台東市北方（Hsu, 1956）。本斷層包括位於其東側的

分支斷層－卑南山斷層（Hsu, 1956；游明聖，1997）。卑南山斷層與利吉斷

層均是發育於所謂「利吉層」內的斷層，利吉層可視為一個構造單位，卑南

山斷層可以視為近期活動的西界，而利吉斷層為東界（林啟文等，2004）。

利吉斷層有截切全新世地層的證據（紀權窅，2007），而卑南山斷層近期未

有活動跡象。 

此外，月眉斷層（石再添等，1983）是一些斷續存在的地形崖與一些

小斷層的總稱，這些小型斷層大多位於都巒山層中（鍾令和等，2004b）；而

縱谷地區並無明顯斷層地形特徵，這些小型斷層與地形崖並未連成一條斷

層。 

臺灣東部的活動斷層的主要特性如表五。 

表五  臺灣東部活動斷層主要特性一覽表。 

斷層名稱 長度 
(公里)

滑移特性 
＊1 

水平速度變化 
(公厘/年) ＊2 

垂直速度變化

＊3 
(公厘/年) 

長期滑移速率 
(公厘/年) 

最近一次活

動時間＊4 
平行斷層 垂直斷層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米崙斷層 8 左移兼逆移 8.6±5.7 7.2±6.3 8.9±18.3 - 4.4 1951 年 

玉里斷層 26 左移兼逆移 18.0±4.5 5.1±5.8 -0.8 - - 1951 年 

瑞穗斷層 13 逆移兼左移 ※ ※ ※ - 7.0 1951 年 

池上斷層 44 左移兼逆移 ※ ※ ※ - 8.3 1951 年 

奇美斷層 30 逆移 13.0±2.8 1.0±9.1 3.9 - - 更新世晚期

鹿野斷層 24 逆移 ※ ※ ※ - - 更新世晚期

利吉斷層 13 逆移 ※ ※ ※ - - 更新世晚期

＊註：如表一說明。 
※：建議參考Yu and Kuo (2001)及Lee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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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一、確認斷層  
在中央地質調查所的活動斷層分類中（林啟文等，2000c），「存疑性活

動斷層」的一種情形是對斷層的存在不確定者。斷層，是地質學上常用的術

語，它是指在岩石、岩體或地殼中的一條破裂面，沿著此破裂面的兩側有相

對的位移（參考Glossary of Geology：Neuendorf et al., 2005，以及The 

Encyclopedia of Structural Geology and Plate Tectonics：Seyfert, 1987）；依據

這樣的定義，要說明一條斷層必須包括：（1）斷層兩側的岩石、岩體（或地

層）；（2）斷層面的位態（走向、傾斜）；（3）斷層的滑距或移距；（4）斷層

面或斷層帶的寬度，這些都是確認斷層的必要條件。 

利用地形特徵來確認活動斷層是最簡便的方式（Keller and Printer, 

1996；Burbank and Anderson, 2001），最常用的是線形（lineament），但也較

具爭議，原因是很多的地形特徵並不是斷層。線形，是指在航空照片或遙測

衛星影像上所見到的直線狀的地形特徵；要確認線狀特徵是否為線狀構造，

必須作地面檢驗（ground-checking；Davis, 1984）；換言之，必須符合是否為

斷層。由於早期缺乏地質調查資料，很多的地形特徵被當作斷層，例如將地

形崖或線狀崖直接稱為斷層崖，而未檢驗其是否為斷層。雖然地形是地質現

象的外在指標，也提供野外地質工作重要資訊，但某些線形在後續的調查

中，被證明不是斷層，例如新社斷層、楊梅北斷層與雙連坡斷層。此外，在

平原與丘陵地區，常用地球物理探勘來探測斷層的存在與否，這些探測所得

的資料是訊號，再利用岩石或岩層特有的物理性質（如傳波速度），來解釋

這些訊號所代表的意義，而訊號不連續常常被解釋有斷層；訊號不連續可能

有很多原因，探勘工作者必須提供精確度（precision）、誤差，以及各種岩

層的參數供使用者檢驗；也需要在後續的運用以前，以鑽探調查來作地質檢

驗。因此，在活動斷層的調查中，在確認是否「活動」之前，必須先確認是

否為「斷層」。目前還未能確認斷層是否存在者，還包括南崁斷層、小崗山

斷層與鳳山斷層，未來需要進一步釐清。 

二、確認活動斷層  
「存疑性活動斷層」的另一種情形，是對斷層的活動時代不確定者。

在有關活動斷層的定義中，雖然各國並沒有一致性結論，但至少重點都包含

一個近期錯動的時間基準（例如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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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1973；Allen, 1975；Bonilla, 1975；日本活

斷層研究會，1980）；一般是依據使用者的運用目的與所規範的對象而定，

其中的差異在於斷層最後一次的活動時間不同，原因是各國所處的地體構造

環境、遭遇自然災害的程度有所差異。依據臺灣的地體構造環境，中央地質

調查所將活動斷層定義為：更新世晚期以來曾活動過，未來可能再度活動的

斷層（張徽正等，1998；林啟文等，2000c）。為了不同使用者的需求，依據

斷層最近一次的活動時代，將活動斷層再分為：第一類活動斷層，包括全新

世以來曾經發生錯移的斷層、與地震相伴發生的斷層（地震斷層）、錯移現

代沖積層的斷層、地形監測證實具潛移活動性的斷層；以及第二類活動斷

層，包括更新世晚期以來曾經發生錯移的斷層，以及錯移階地堆積物或台地

堆積層的斷層。 

在地質上，全新世是指現在的地質時代，訂定的基準是一顯著氣候變

暖的時間，也就是現在的這個間冰期（interglacial period）的開始時代，時

間約距今11,500年以前至現在（Gradstein et al., 2004）；更新世晚期（Late 

Pleistocene），是指最後一次冰期的時間（final glacial period），時間約距今

12,6000年至11,500年以前，但是在活動斷層的分類中，第一類活動斷層的基

準仍使用距今約10,000年前，第二類活動斷層的基準是使用距今約100,000

年至10,000年以前。由於要瞭解斷層最近一次的活動時間，取決於地質材料

的定年資料，以臺灣地區快速的沉積速率與侵蝕速率，某些沉積物很難得到

定年材料，因此必須仰賴熱螢光與光螢光等定年技術（例如陳于高，2006）。

此外，斷層是在岩層沉積後才活動，有些更早沉積的岩層是後來才有斷層作

用，因此許多地質工作者（例如Bonilla, 1975；Hsu and Chang, 1979）將錯

移第四紀（距今1,806,000年前以來）地層的斷層就列入活動斷層；未來若有

更多的定年資料而能將第四紀的時代地層作細分時，建議將錯移中部更新統

（距今781,000年前以來沉積的地層）的斷層列入活動斷層。 

三、短期滑移速率  
「存疑性活動斷層」的另一種情形，是對斷層的再活動性存疑者。在

各國的活動斷層定義中，除了近期錯動的時間基準以外，均強調斷層未來再

活動的可能性。由於這是科學預測的範疇，一般是現有資料整理歸納後，再

以模式、理論來推演未來是否具活動潛勢。 

以全球定位系統進行地殼變形的量測，可以提供地震與斷層活動資料

的不足（Segall and Davis, 1997），因為它可以記錄全部的地震循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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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間、震後的作用與同震變形。偵測震間緩慢的應變累積量，在某些地區是

用來確認未來發生斷層活動的最好方法，因為在地震發生前通常累積足夠的

彈性應變能，靠近斷層的地表面會有變形現象，而地殼變形研究可以觀察地

球表面任兩點之間的相對位移、地面傾斜、地面應變及斷層滑移。斷層作用

時的摩擦性滑動，分為黏滑作用（stick-slip）與蠕滑作用（stable sliding）兩

種。當斷盤克服摩擦力產生滑動時，若瞬間應力下降，會造成非常快速的滑

動，之後，有一段較長時間的非滑動時期，此時應力又逐漸累積，當再度克

服摩擦力，斷層再一次產生滑動，此種現象為黏滑作用；地震通常在已存在

的斷層上反覆發生，黏滑作用一般認為是地震的形成機制（Brace and Byerlee, 

1966；Sibson, 1989）。斷層若是蠕滑的方式，則兩側岩體所儲藏的彈性能較

小，而大地震通常發生在斷層是鎖住、且相對強度較大者。衛星定位系統可

以量測及紀錄地殼的非震性運動，因為即使在地震最活躍的地區，震間變形

仍佔有地殼變形的主要部分。非震性變形包括彈性能的逐漸累積，然後由地

震釋出，所以量測非震性應變也可以用來估計地震的再現周期及規模。 

根據過去幾年中央地質調查所的GPS測量結果（圖二），臺灣地區地殼

變形中最大水平位移量是在東部的縱谷地區以及高雄屏東地區，而跨斷層的

水平速度位移速度變化也在這兩個區域（饒瑞鈞等，2006）。這些資料提供

斷層兩側水平位移變化以外，而精密水準測量結果則提供瞭解斷層兩側的垂

直位移變化，對於評估斷層活動的潛勢為重要的資訊，表一至表五列出主要

斷層的短期滑移速率資料，表中某些斷層兩側的垂直速度變化因受到測量時

間較短的影響，與由地層移距的計算結果並不一致，可能來自於短期的變動

或測量誤差，這些仍需累計更多資料加以釐清；此外，短期滑移速率的資料

也用來進行構造作用的模式分析（例如Hu et al., 2006）。在更長期的觀測之

後，對於瞭解地殼變形與斷層運動將更有意義。 

四、長期滑移速率與再現週期  
活動斷層調查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瞭解斷層的再現週期，而古地震

研究是主要方法（McCalpin, 1996）。臺灣有儀器記錄的地震僅一百多年，而

大多數活動斷層的再現週期皆大於此數值，因此古地震資料可以補充大地震

更長的紀錄，而對於歷史上較安靜的斷層，古地震資料可以提供震源地區的

大多數資料，包括大地震的位置、發生時間、規模與再現週期，再現週期為

兩次地震間的時間間距。 

由於斷層的再現週期不易獲得，因此常用滑移速率來計算再現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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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臺灣地區各測點相對於澎湖白沙站之 GPS 水平方向速度場（饒瑞鈞等，

2006）。向量箭頭之橢圓代表 95%可信區間之誤差橢圓。黑色線段為活動

斷層位置，點為速度內差半徑 10km。北部地區時間間距 2002~2006 年，

中部地區為 1996~1999 年，南部地區為 1995~2006 年，東部地區為

2004~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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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由已定年的地形及沉積物所累積的位移來計算，可以由兩種方法來求

得。第一種方法是將長期平均滑移速率、除以每一事件的滑移量，以求取平

均的再現週期，此方法稱為直接方法。每一事件的滑移速率很難在初步的研

究中獲得，但可以由較大的歷史地震所觀察的最大位移量或平均位移量來估

計。滑移速率的計算方式為（Wallace, 1970）：RI=D/(S-C)；其中RI為平均再

現週期，D為單一斷層事件的位移量，S為同震的滑移速率，C為蠕滑的滑動

速率。單一事件位移量的估計之不確定因素，一是來自古地震錯移量的野外

量測值，一是來自錯移地貌或沉積物的定年誤差。第二種方法是將史前地震

加以定年以瞭解斷層作用發生的時間，主要是將最年輕且已錯移的沉積物、

以及最老之未錯移的沉積物定年，以儘可能侷限斷層作用的發生時間，又稱

地質方法。此種方法很難確認每一事件的確切發生時間，而是得到該次地震

之前及之後的年代數字；但是此種方法所得到的再現週期，對於單一斷層或

地區的地震再現模示推估為重要的參數。即使是單一地震事件所造成的位移

量無法確認，滑移速率也可以由已定年的地貌或沉積物的累積位移量來獲

得。表一至表五列出一些斷層的長期滑移速率資料。 

至目前為止，我們對活動斷層週期的瞭解，僅有車籠埔斷層與瑞穗斷

層（陳文山等，2006），主要的原因是臺灣的沉積與侵蝕速率較快，很多史

前地震活動所造成的地表破裂並沒有保存下來，而單一地點也很少記錄所有

的地震。針對這項缺點採用的是時空的替代（ergodic hypothesis；McCalpin, 

1996）－在某種環境之下，空間中所採集的標本，可以相當經過時間的標本，

所以時空轉換可以作為一種分析工具；也就是在同一斷層的不同位置收集更

多的古地震事件。此外，古地震的方法僅能調查有地表變形的地震，但是很

多地震斷層是以蠕滑或少量滑移的形式，並未造成瞬間錯移；所以即使是經

由古地震方法所求得的再現週期，也不代表全部地震事件所計算出的結果，

因此再現週期通常被低估。因此，同一條斷層更多的古地震調查與更多的定

年資料，才能更準確地計算活動斷層的長期滑移速率與再現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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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t disastrous earthquakes in Taiwan’s recent history have been 

mainly caused by the reactivation of active faults. Ever since the 1999 Chi-Chi 

earthquake, neotectonics related to active faults in Taiwan has been an area   

of intensive study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geo-scientists.  

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endeavor, geometric features, such as location and 

structural style, of active faults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by means of mapping, 

field and geophysical investigations and drilling. Detailed documentation of 

various faults has been achieved during the last decade. More recently the study 

of active faults and neotectonics has shifted to the focus on kinematic analyses, 

such as crustal deformation and paleoseismology; the former employs a great 

quantity of geodetic data while the later examines quite a few trenches and holes 

to infer the nature of active faults in terms of their long-term and short-term slip 

rates, recurrence time and magnitude of paleo-seismic events.  

Summarizing the major results of recent studies, this article compiles 

parameters, such as short- and long-term slip rates, of 38 major active faults. 

Howev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data do need further monitoring and more 

spatial data to substantiate. Although several of the studied active faults have 

had well-established geometric configuration and kinematic characteristics for 

inference, others are still questionable or ambiguous to be qualified as active 

faults.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ose faults remains to be a 

challenge for the coming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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