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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中葉，笛卡兒提出“哲學之樹
” 



分科之學 
 

地球系統科學 



“寓教於樂是改變中國人 
偏重形象思維習性的途徑， 

也是科普的捷徑。” 
 



談科學除了強調求真和小心等科學
精神、科學態度之外，關鍵是科學
方法，包理性思維的技巧如比較與
對比、應用概念、理解圖表、因果
推斷、歸納、做出判斷、解決問題
等。科學技能則包括觀察、分類、
分析、綜合、抽象、概括、建立模
型、預測、推理、交流等。 



岩石圈 

地質材料 (礦物與岩石) 

地質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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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作用 

內營力 

  火山、地震、摺皺、斷層 

外營力 

  風化  

  山崩  

  侵蝕(風、流、冰) 

Meteorite impact 



非線性系統 
 

動態調適性系統 



演化是動態調適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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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附近的板塊構造 



大地構造 
  

台灣位居我國大陸的東南外海，在
地殼構造上正值歐亞大陸板塊與太
平洋海底板塊的邊界，因此兩地塊
間的相對運動頻繁不已，這也正是
台灣多地震的緣故。台灣本島的地
質與日本、琉球、菲律賓都有顯著
的不同，最明顯的是火山少，活動
的火山更無。這一點差異有兩個原
因。 



第一，台灣在西太平洋的火山島弧
花彩列島上，居琉球弧與菲律賓弧
的交界，地殼運動的性質特殊。外
形上，臺灣本島弧狀凸部指向大陸
而非指向太平洋（與標準的島弧相
反）。而且台灣是在大陸地殼上的
島嶼，與日本、琉球、菲律賓等島
弧有基本上的不同。 
 



其次，更新世以來太平洋與歐亞大
陸間的主要相對運動，已經轉移到
馬里亞那海溝，因此劇烈的火山活
動和地震已經轉移到這些地方。馬
里亞那海溝與東台灣之間，形成了
菲律賓海底板塊。目前在菲律賓海
底地殼與台灣本島之間，存在的相
對運動大部份已經屬於水平運動。 

 



台灣附近的大地構造單元 
 
 

地球的外殼在漫長的地質年代裡一直地
演變著。海洋和陸地的空間分佈也隨著
地塊的聚合或是分散而改變它們的相對
位置。今日呈現的大地構造單元，不但
保留了以往運動的痕跡，也暗示著下一
步即將邁往的路徑。這些大地構造單元
的存在可以從地形、地震、火山活動以
及它們的地質特性分辨出來。台灣周遭
的大地構造單元包括了下列： 
 



1.歐亞大陸板塊 

2.沖繩海槽 

3.琉球島弧 

4.琉球海溝 

5.馬尼拉海溝 

 6.北呂宋海槽 

7.呂宋火山島弧 

8.菲律賓海板塊（太平洋海板塊的一個分
支） 

 

 



地體構造分區 (何春蓀，1979) 
  前陸褶皺衝斷帶(或歐亞大陸板塊的大陸邊緣） 

   Ｗ9 第四紀蓋層                     濱海平原地形區 
       a 臺地礫石層及現代沖積層 
       b 更新世洪流式玄武岩 
    Ｗ8 更新世安山岩                  ╮ 
    Ｗ7 外緣褶皺衝斷帶                ├西部山麓地區 
   Ｗ6 內緣褶皺衝斷帶                │ 
   Ｗ5 山間槽谷                      ╯ 
   Ｗ4 上新更新世混同層及更新世沈積物╮中央山脈西翼地質區 
   Ｗ3 上衝板岩帶                    ╯ 
   Ｗ2 褶皺衝斷帶的變質基磐          ╮ 
       a 超基性岩                    ├中央山脈東翼地質區 
       b 酸性深成岩、片麻岩及混合岩  │ 
       c 片岩及大理石                ╯ 
    Ｗ1 分開東西地體構造區的構造縱谷    花東縱谷 
   優等地槽褶皺衝斷帶（或菲律賓海板塊的前導邊緣） 
   Ｅ3 上新世蛇綠岩混同層 
   Ｅ2 海岸山脈褶皺衝斷帶 
   Ｅ1 中新世及更新世的安山岩 

 
 



地體構造分區 
 

依據板塊構造學說，臺灣島位於西
邊的歐亞大陸板塊和東邊的菲律賓
海板塊相接之處，即東為海洋板塊，
西為大陸板塊，因而可將臺灣分成
為兩個地質或岩相構造區。 
 



每一個構造分區原來是各別獨立的地質
單元；但在第三紀末，由於這兩板塊因
漸近而碰撞，這兩個構造區遂相結合。
西邊的構造區或歐亞大陸板塊，佔臺灣
島的大部份；東邊的構造區或菲律賓海
板塊以前是一島弧的一小部份，目前則
以狹長的海岸山脈和東南外海太平洋上
的兩座小島（綠島、蘭嶼）為其代表。 

 



在大陸與島弧碰撞之前或同時，分
隔歐亞大陸及島弧的海洋岩石圈曾
逐漸隱沒到島弧的下面，這個海域
乃告封閉。於是海岸山脈開始加入
亞洲大陸邊上的臺灣本島。板塊碰
撞時所形成的縫合線就是今日的花
東縱谷，這個縱谷過去及現在都是
地體構造活動非常頻繁的一線。 
 

 



臺灣地體構造有兩個主要分區（何春蓀，
1979a 及 b）。在板塊模式中稱為歐亞
大陸板塊的大陸邊緣。東區在板塊構造
體制中稱為菲律賓海板塊的前導邊緣。
西區可以再細分為九個二級構造單位，
其中某些二級單位更可細分為許多更小
的單位，各具有其獨特的構造特徵。東
區可再細分成為三個二級構造單位，包
括Ｅ1、Ｅ2、Ｅ3等。 

 
 
 



台灣附近屬於西太平洋邊緣花彩列島的
火山島弧，一個是琉球島弧，它延伸到
宜蘭平原附近，礁溪出現的溫泉可能和
這個構造單元有關。台灣北部的火山，
例如大屯火山群、基隆火山群、基隆嶼、
龜山島等，可能也和這個島弧的早期火
山活動有關。 
 

另外一個花彩列島上的火山島弧是從台
灣向南延伸的呂宋火山島弧。它包含屬
於花東海岸風景特定區裡的奇美火山雜
岩以及綠島、蘭嶼等火山島。 
 

  



上述的兩組火山島弧都在台灣本島上結尾。在
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秀姑巒溪下游的奇美附近，
正巧是南來的呂宋火山島弧的北方末端。根據
同位素定年研究，奇美火山雜岩的年代約在一
千萬年前後。很難想像，在那麼古老的年代裡，
這兒曾有火山活動的壯觀奇景。 

 

北呂宋海槽向北延伸到台灣本島之後，銜接上
花東縱谷，這兒正是台灣本島最寬大的活動斷
層帶，不僅有著頻繁的地震，各種精密測量的
結果也指示著明確的水平地殼運動和垂直地殼
升降運動。 

 



北頭貴子坑 



台灣島的造山運動 
 地殼的垂直升降 

  根據碳十四同位素的定年研究，地質學家發現
恆春半島、台南一帶及海岸山脈的平均上升率
自 9,000年前以來，大約都是每年 5.0±0.7 
公厘。台灣北部海岸一帶，在 1,500年至 
5,500年前的上升率卻非常小，不大於每年 2
公厘；但是 5,500年至 8,500年前，上升率也
高過每年 5.3公厘（彭宗宏、李遠輝、吳大銘，
1977）。另外，將花蓮地區的海岸珊瑚礁每年
約上升 6到 9.7公厘，與臺灣北部和南部的海
岸珊瑚礁每年約上升 1.8到 4.8公厘的情況相
比較，顯然花蓮地區的上升非常迅速；尤其民
國40年，花蓮大地震，地表就突然上升約 1公
尺。可見，台灣本島的最小上升速度隨地不同，
但是各地的上升差額卻是相當可觀。 
 

     



劉聰桂（1982）根據核飛跡研究，判斷台灣60
萬年來上升速率約每千年 8公尺（即每年約 8
公厘）。根據沈積岩的研究，指出更早期的造
山運動自上新世（大約 700萬年前）即已開始，
但是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三的上升量是在更新世
完成。估計總上升量約在 4～10公里之間。換
句話說，在造山期內的上升率應當從每年小於 
1公厘到每年數公厘。 
 

再根據1914年到1979年間的三角點新舊高程差，
也顯示當今臺灣島的地盤正在強烈活動。除沿
海幾處外，全島上升。如此急速的地盤上升，
誘導了快速的河流下切侵蝕作用。 
 
 



 
 

 (2)台灣島地殼水平位移 
 
  台灣附近地區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相
互擠壓的結果，在東南－西北方向上，每百萬
年收縮70公里，相當於每年7公分。 
 

  蘇強（1980）研究北台灣地質剖面的原始地層
復建工作，認為臺灣的新生代地層，自上新世
迄今，由於變形已在水平方向縮短了160至200 
公里。 
 

  亞洲大陸與菲律賓海板塊上島弧間的碰撞，自
四百萬年前從北開始，並逐漸南移。因此，北
台灣的變質、變形度都較高，地殼上升量也最
大。 



臺灣島的侵蝕率 
 

臺灣島的物理侵蝕率以及化學侵蝕率，可
以分別從本島河川流水中的懸移質含量以
及化學成份推算。根據懸移質推算所得的
物理侵蝕量應屬於最低值。因為在計算中
省略了河床上的推移質（估計其量可達懸
移質的百分之十五）。計算所得的化學侵
蝕量則是最高值，因為計算中河水的碳酸
約有一半可能自石灰岩（碳酸鈣構成的岩
石），或是空氣中，而不是只有矽酸鹽風
化的結果。 

   



根據李遠輝（1976）的研究，臺灣高山
地區的剝蝕率達到每年每平方公分一千
三百六十五毫克（mg），山坡地也達三
百二十五毫克。與亞洲的平均剝蝕率三
十一毫克、北美洲的九毫克、以及阿爾
卑斯山的一百毫克比較，本島的剝蝕率
是駭人聽聞的。本島高山的化學剝蝕率
達六十五毫克，山坡地可達三十八毫克，
比亞洲的平均化學剝蝕率三毫克、阿爾
卑斯山的十八毫克，還是大得多。 



林淵霖（1977）根據水庫淤砂量估計集
水區的沖蝕深度，指出石門水庫集水區
在 1964 年到1970年間的平均年沖刷量
約可達 5.9公厘(mm)，1971年到1972年
間為 3.2公厘，霧社水庫1957年到1966
年為每年 6.3 公厘 。吳健民（1968）
估得本島平均侵蝕量為9.53公厘；李遠
輝的估計約為每年5.5 公厘。以十萬年
計，這段時間的總剝蝕量可達約六百公
尺（以石門水庫集水區為例），以百萬
年計可達六千公尺。 
 



如果侵蝕作用以這種速率進行，而
台灣島的地盤不再繼續隆起，那麼
只需要50萬年，就可將台灣夷成平
地。 

 

 



當今的地殼變動證據 

台灣本島的三角測量資料始於1914年至
1921年間。後來，在1976年到1979年間
再度進行檢測。前後六十年間兩次測量
資料的比較分析，發現海岸山脈和花東
縱谷以西地區之間有顯著的相對移動。
明顯可見地，海岸山脈上的各個三角點
都向西北西和北北東的方向移動，近七
十年來，移動的總距離高達3至4公尺。 

 
 



1983年到1988年間，中央研究院地
球科學研究所在花東縱谷地區重複
實施精密測量，也發現在花蓮縣的
玉里、富里附近，海岸山脈和中央
山脈之間水平聚合的速度最大可達
每年2.3 公分。 

如果把這個聚合作用最劇烈的位置
向東、西方向延伸，正好就是海岸
山脈的高峰新港山（1682公尺）和
玉山（3952公尺）。 
 



精密測量的結果指示海岸山脈中段
的地盤上升最快，南段次之，北段
最緩。海岸山脈在玉里、池上地區
有顯著的地殼上升運動，而且這種
運動呈現穩定、持續、快速的特性。
上升率可達每年2 公分。 
 



台灣本島有三個主要的地震帶，其
中的東部地震帶包括花蓮至台東間
的縱谷、海岸山脈和它東方的外海
地區。頻頻震憾著本地區的地震表
示這裡的地殼一直在運動的過程中。
而且許多斷層發生後都在某些地方
可以見到地面斷裂的現象。 



冰河時期的環境特徵與地形作用特性 
 

花粉化石、動植物化石以及海底沈
積物的研究都指出冰期的出現。當
冰期來臨的時候，發生許多地理上
的變化，例如：地球上的氣溫普遍
降低；間熱帶輻合帶（降雨帶）南
移；陸海的面積比率也改變了。這
一切的大變化對臺灣的影響有下列
數點： 
 

   



氣溫降低 

  冰期來臨的時候，由於氣溫普遍降低，
使得雪線、森林線下降，寒冷植物興盛。
據估計，雪線下降的幅度在東南亞地區
可達一千公尺，溫度的下降達攝氏五度
之巨，臺灣地區的森林線也隨之下降，
許多高山常年積雪，這些變化都使得物
理性的風化作用更見興盛。 

 
 



•   

由於北方大陸的高氣壓更形強大，使得間熱帶
輻合帶南移。『間熱帶輻合帶』是南北信風帶
之間的地區，在這個帶狀地區內，由於上升的
氣流旺盛，因此降雨強盛。本區也是颱風生成
的主要區域。間熱帶輻合帶的南移，使臺灣的
降雨量顯著地減少。加上冷氣團（蒙古冷高壓）
和暖氣團（副熱帶太平洋高壓）的交接滯留鋒
面（梅雨鋒）位置也南移，所以臺灣西部平原
可能沒有了颱風、午後雷陣雨、西南季風，也
沒有了梅雨。只有東北季風仍能帶來大量的雨
水，且寒冷的氣勢更強烈。綜合地說，臺灣地
區的降雨量急劇地下降，季節性明顯，西部地
區則更見乾旱。 
 
 

(2)間熱帶輻合帶（ITCZ）南移 



海水面下降、陸地面積增加， 
  氣候更具大陸性的特質 

 

  冰期來臨的時候，極地的冰帽擴大，海
水面大量下降，最多可降至今日海水面
以下 140公尺（有些地質學家認為可降
至 200公尺以下）。這時大陸的面積擴
大許多，整個東海海底都露出水面（臺
灣海峽並不存在）南海盆地除了盆地低
窪的地方外，都成為陸地。因此，來自
北方和西南方的氣流都比今日乾燥，西
臺灣於是呈現出大陸性氣候的特徵。 



旱季、稀疏的植被，如果再間隔著季節性 
的驟雨，造成夾帶大量砂石的泥流，那麼 
土壤的沖蝕量必定比今日強大許多倍。除 
此之外，海水面下降也改變了黑潮的流 
路，這也會影響臺灣附近的氣候。海水面 
的下降，除了造成前述氣候的改變外，也 
造成了臺灣本島侵蝕基準面的下降（約  
150公尺）。這使得河流下切的能力加強了 
許多，河床的坡度變陡，河水的搬運能力 
大增。於是大量的碎屑物質堆積在河流出 
海的地方，形成了大型的沖積扇。 
 

 









冰河時代來臨的時候，極地的冰帽擴大
，海水面大幅下降，大約一萬五千年前
的大理冰期裏，最多可降至今日海水面
以下150公尺(有些地質學家認為可降至
200公尺以下)；大約五萬年前也可能降
至今日海水面以下100公尺。這時候大陸
的面積擴大許多。整個東海大陸棚都浮
出水面；臺灣海峽不見了，南海盆地也
部份浮出水面。中南半島和印尼、蘇門
答臘、婆羅洲連成一大片陸地。 



臺灣北部、西部和南部也大多變成
陸地。當時的中國大陸和臺灣之間
連接成一塊陸地，臺灣向南，經過
菲律賓、印尼、婆羅洲 、馬來西亞
和中國大陸再度連接；雖然中間是
東海海域。在冰河時代，生物從大
陸移棲到臺灣的路徑是通暢的。 

 



冰河時代，高緯度地帶的生物遷移至溫
暖的低緯度地區，使低緯度地區生物多
樣性提高。在冰河退卻之後的回暖期，
由於臺灣山高，居住在山區的生物遷返
不易，因此部分停留在臺灣高山裏。 

今日的臺灣高山，地處北迴歸線附近，
屬於行星風系中大氣對流的下沉帶，應
與北非、巴勒斯坦、墨西哥一般屬乾燥
地帶。 
 



但是受到季風的影響，為臺灣帶來了豐
富的雨水，因此安定了生物持續繁榮的
環境。尤其是雲霧帶使紅檜、扁柏等能
旺盛的生長，造成了臺灣獨特的生物景
觀。紅檜、扁柏等能旺盛生長又和頻繁
的強烈地震有關。紅檜、扁柏的下種繁
殖似乎與地震山崩不曝露空地相關。因
此地質活動造成的地形環境與生物棲息
有關。 
 



冰河時代之後，氣候回暖，海水面回升
，臺灣海峽出現，澎湖以南的黑水溝形
成大陸和臺灣本島之間的交通障礙；先
民渡海移棲來臺不再容易。相對的，隨
著黑潮海流從菲律賓前來的漂流移民卻
成為字訛得天獨厚的來路。同樣的，生
物的移棲路線也改變了。不巧的是，回
北方的路不通了，向東是大洋，向西是
大海，如果怕熱，幸好可以向山上遷移
。 
 



整體而言，氣候變遷帶來的冰河時代裏
，由於臺灣海峽形成陸橋，使北方物種
得以順利南遷至當時的亞洲南緣臺灣，
於是一時風雲際會，生物多樣性大見豐
富。冰河退去之後，海水面回升造成海
峽再現，但也阻擋了企圖返回北方的溫
帶物種，逼使它們向山地高處緩移，停
留在臺灣。這些氣候、海陸分佈的變化
造就了臺灣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以及眾多
的特有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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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台灣寶島 

水圈

岩石圈

生物圈

水圈 自然地景 氣圈



景觀 
氣象景觀（包括天象） 

水景觀 

地形景觀 

岩石景觀（地質景觀） 

植物景觀 

動物景觀（含人類） 



 
自然地景 ：指生物、地理，或其所

構成之生態環境，包括自然保留區及

自然紀念物。  

文化資產保存法  



國家公園法 
森林法 
地質法 

發展觀光條例 風景區管理辦法  

 
 

 
 

設立地質公園網絡  



台灣本島的地形分區  
（一）山地地形 
（二）火山地形 

（三）山麓丘陵及切割台地 
（四）盆地地形 
（五）平原地形 
（六）海岸地形 

（七）火山島嶼及其他島嶼  
（八）近海海底地形 

(九)河流 
 
 



 
十大特殊地貌  

1 高山景觀 

2 太魯閣的大理岩峽谷 

3 澎湖的柱狀玄武岩 

4 蘇花海岸清水斷崖 

5 七星山﹑紗帽山 

6 野柳 

7 小野柳海岸 

8 墾丁珊瑚礁海岸地形 

9 泥火山地景、泥岩惡地 

10 火炎山 



（一）高山景觀 
山勢高大雄偉，深具崇高之美。 

玉山主峰更高達3952公尺，是東亞地區
的第一高山。 









（二）太魯閣的大理岩峽谷 
由大理岩構成，特殊且有巨大高差的懸
崖峽谷地形。 

在太魯閣峽谷的錐麓大斷崖附近，在短
短一公里的距離內，就已經拔高1,666公
尺。 









（三）澎湖的柱狀玄武岩 

線形及質感之美，帶來特殊的體驗。 
柱狀玄武岩是一種特殊的地質、地形景
觀。當玄武岩漿噴發至地表在固化冷凝
的過程中，柱狀節理便在其中慢慢生成，
因此露出一根根直線形結構，充分表現
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觀者為之讚嘆
不已，是一種珍貴的自然景觀資源。 

















（四）蘇花海岸清水斷崖 
巨大高差，海蝕旺盛，早有盛名。 

本區除了少數的河口沖積扇外，幾乎沒
有平地存在，都是具有300 到1,200公尺
崖高的懸崖逼近海岸。海岸到鄰近的山
峰間平均坡度在四十五度以上，海岸邊
由於海水的劇烈侵蝕更有幾乎垂直的海
崖。 





（五）七星山﹑紗帽山 
火山錐，山形獨立且完整。 
除了錐狀或鐘狀的火山體外，溫泉和噴氣孔也
是本區內重要的火山地質景觀。噴氣孔密集的
地方如大油坑﹑小油坑﹑大磺嘴﹑馬槽等，瀰
漫濃厚的硫磺味。此外，在噴氣孔的附近可以
發現黃色針狀的硫磺結晶體，地表的岩石也因
為受到熱水的換質作用，而變得鬆軟易碎；並
呈現出黃﹑白﹑黑等各種顏色。 







（六）野柳 
海陸交界的狹長海岬，多奇形怪石。 
野柳是一個突出的海岬，一個向西傾斜的單面
山。野柳海岸的海蝕平臺發育在傾斜的層狀岩
石之上，在波浪侵蝕作用進行旳過程中，不同
層的岩石，因為強度不同，抵抗侵蝕的力量不
同，而形成平行且各呈隆起或低下的微起伏地
形，造成了線狀排列的景觀特徵。風化作用又
沿著岩石的破裂而進行，因此彷彿雕刻一般，
大自然逐漸雕刻出各種形狀的大小景觀。 











（七）小野柳海岸 
地質現象豐富，是探索大自然奧秘的勝地。 
小野柳海岸是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最南邊的風景
據點。小野柳海岸最具特性的是岩石裏的原生沈
積變形構造。這些沈積變形構造在岩石固化前便
已產生。當時的環境可能是在海底的一片斜坡上，
許多砂、泥沈積物在此堆積，偶而遇到地震等狀
況，使得軟滑的沈積物有的因荷重而下陷，有的
發生崩滑，有些已經半固化的岩塊被捲起而重新
沈積，這些現象都在岩層中保留下來。 







（八）墾丁珊瑚礁海岸地形 
崎嶇凹凸，小規模地形富麗。 
墾丁海岸有較新生長的裙礁包圍。在較高的臺
地面下可以發現一些石灰岩被溶蝕地形，如洞
穴、鐘乳石等。海岸地形以龍坑及貓鼻頭最為
特殊，前者是一片珊瑚礁的崩崖景觀；後者則
位於恒春西臺地的南端，海崖的下方，由於海
蝕作用劇烈，常可看到海蝕溝﹑壺穴，還有一
些被侵蝕後遺留下來的岩柱。 



















（九）泥火山地景、泥岩惡地 
泥火山嬌小玲瓏，是活生生的地形景觀； 

泥岩惡地光禿禿的辨狀脊，彷彿月之世界，引
人遐思。依據文獻記載，泥火山分佈在台南
縣﹑高雄縣﹑花蓮縣﹑台東縣等地，可劃分為
十七個泥火山區。除此之外天然氣氣苗自燃成
火而沒有噴泥現象的還有多處，例如台南關子
嶺以及恒春出火等地。前者屬於水火同源；後
者則只見火苗。  

















（十）火炎山 

相對高度差異大、高低變化頻繁與河谷
密度高。 

 

火炎山惡地地形的必備條件之一，是地 

   質上必需有巨厚的礫石層，而且石礫 

   與石礫間的膠結不很緻密。這些巨厚的 

   礫層，是地質時代裏劇烈造山運動期間 

   發育生成。地殼快速上升隆起的結果。 

 

  



這些巨厚的礫石層，後來因為地殼的變動，發
生褶皺，而被隆起成山。由於礫層的透水性良
好，使得往下切的侵蝕容易進行。礫層乾燥時
又能維持陡立的山坡。 

 

因此多項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使得侵蝕的結果，
造成壁立陡坡、密佈的深谷，以及深谷裡滿佈
的卵石。台灣的火炎山地形計有苗栗火炎山、
六龜火炎山、南投雙冬火炎山、卑南山....等。 

 







 如何表現地貌多樣性 

地貌多樣性自那兒來? 

地貌多樣性有甚麼意義? 

有甚麼價值? 

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地貌多樣性？ 

欣賞(感性的)? 研究(理性的)? 



看！岩  

  
  
  
   

  
  
  







謝謝!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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