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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yu and Sieh, 2005 

台灣西部的活動斷層

車籠埔斷層(921地震)



台灣東部的活動斷層

Mouvement oblique actuel de la faille de la Vallée Longitudinale (d’après Angelier et al., 2000)



台灣西南部地形圖

甲仙地震、霧台地震及美
濃地震，分別以綠、黃、
紅色標示其主震及餘震震
央(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甲仙地震及霧台地震之震
央已經過重新定位，板塊
擠壓方向為蘭嶼相對澎湖
之縮短方向，斷層線位置
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報告。



Chishan Transfer Fault Zone (Deffontaines et al., 1997)
Tear



Chishan Transfer Fault Zone
旗山轉換斷層帶



Extrusion



(Lacombe et al., 2001)(Angelier et al., 2009)





結論：
北衝南不動，
地殼被橫向撕裂；北擠
南開闊，
地殼往南方逃逸；

為了要調整造山運動的
南北差異，這些地震就
在褶皺逆衝帶的最南端，
因應而生。

除了逆衝運動外，這
三起地震及它們的主
要餘震都有很明顯的
橫移運動，說明此處
的值 (2-3/ 1-3) 很
小，因此 2 與 3可以
互換，這是從平原進
入造山帶常見的應力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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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10年3月4日 - 甲仙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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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rupt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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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仙地震後，龍肚附
近之地表破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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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公司區域地質圖(1980)

左鎮斷層

滴水斷層

龜丹溪斷層

香蕉山斷層
五里埔斷層

月光山斷層

西南部非與造山帶平行之斷層



野外調查：桃源-六龜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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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調查：桃源-六龜地區



野外調查：桃源-六龜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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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調查：桃源-六龜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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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調查：桃源-六龜地區



野外調查：桃源-六龜地區



2010年3月4日 - 甲仙地震
震後調查結論：

1. 甲仙地震的活動斷層是一西北東南走向，向東北傾
斜的低角度橫移逆衝斷層。此斷層面雖未錯動至地
表，但震波沿斷層錯動方向傳遞致地表，仍造成多
處同震地表破裂。

2. 甲仙地震的地表破裂主要出現在震央西南方的美濃
鎮附近，以開張型裂隙為主，伴隨有壓縮及橫移
(左移)錯動，破壞寬度在100公尺內，延伸範圍約
4~5公里。

3. 甲仙地震在台灣西南部地區並非首例，歷史地震及
地表變形紀錄，甚至野外及地下地質資料都顯示此
區存在許多活躍的西北東南向構造，值得持續關注。



美濃地震後

(N 22°56’47.06”, E120°27’56.60”)

東勢埔橋



(N 23°02’09.89”, E120°18’06.16”)

新化區中山路



(N 22°58’07.46”, E120°16’32.70”)

縣道182-1



(N 22°57’01.74”, E120°22’54.73”)
縣道182-2



(顏一勤 提供)



DInSAR result
Sentinel-1 satellite
2016/2/2 vs. 2016/2/14





結論：
北衝南不動，
地殼被橫向撕裂；北擠
南開闊，
地殼往南方逃逸；

為了要調整造山運動的
南北差異，這些地震就
在褶皺逆衝帶的最南端，
因應而生。

除了逆衝運動外，這
三起地震及它們的主
要餘震都有很明顯的
橫移運動，說明此處
的值 (2-3/ 1-3) 很
小，因此 2 與 3可以
互換，這是從平原進
入造山帶常見的應力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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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山斷層

• 月光山斷層走向約呈東北至西南走向，為
介於旗山斷層與六龜斷層間之斷層，且是
年代較新之斷層，因此其截斷廣林斷層、
十八家斷層、和大貢占山向斜。本斷層於
粗坑橋附近，往東切過甲河、石門及狗寮
山地區，是一條高角度正斷層且帶右移分
量。斷層面傾向東南，傾角約70至80度。
東側出露地層為長枝坑層及糖恩山砂岩，
西側為長枝坑層。



左鎮斷層
• 活動斷層的歸類及所使用的準則條款：存疑性活動斷層（1,3）。
• 斷層分布範圍所屬行政區：台南縣。
• 斷層性質與延伸範圍：可能為左移斷層，呈西北走向。斷層自台南縣新莊附近向東南延伸，

經左鎮、三角潭附近，全長超過10公里。
• 地形特徵：（林啟文等，2000a）

在新莊至左鎮之間，斷層北側海拔高度100公尺以上，而斷層南側海拔高度70公尺以下，地
勢有明顯差異，在航照上形成一明顯的線性特徵，由岩性的比較來分析，應是不同岩性受到
差異侵蝕結果；在左鎮至三角潭間，斷層跡通過一約50公尺高的階地，此段在野外無明顯的
斷層地形特徵；至三角潭以東，斷層跡亦呈西北－東南走向，整體地勢在60至13公尺間，由
於斷層兩側均為泥質岩層，並無明顯斷層地形特徵。故以地形調查的結果，僅在左鎮以西地
區斷層地形較為明顯。

• 地質特性： (林啟文等，2000a)
左鎮以西，斷層呈西北－東南走向，斷層帶大多位於泥岩及砂質泥岩內。泥岩因壓溶及剪
裂作用而形成堅硬且呈現黑色色澤之斷層泥，每一斷層帶約十數公分至數十公分寬，常拼合
成寬約數公尺至十數公分尺之斷層帶。由露頭狀態、岩層差異與地質構造均可推斷左鎮斷層
的存在。在西北端石子崎、早猴地區的河階上並未發現斷層通過的跡象（斷層未切過河階），
所以對於左鎮斷層的活動時代無法確認。但由地層分布來分析，此段左鎮斷層的活動時代應
在六雙層及玉井頁岩沉積之後，所以確認其為第四紀活動斷層，但是否在晚更新世活動則需
進一步的定年資料與構造分析結果。左鎮至三角潭之間，此段為高約50公尺的平坦階面，野
外調查並未發現斷層露頭與斷層通過的跡象。三角潭以南，本段均為以泥岩為主的地層，在
地層的劃分上，斷層北側屬於玉井頁岩，斷層南側則為下部古亭坑層，此兩地層的岩性在野
外極難分辨，且並未發現斷層露頭。

• 引用文獻：Wang（1976）；林啟文等（2000a）。
• 備註：本斷層的活動時代不明確，暫列為存疑性活動斷層。

•



滴水斷層

• 滴水斷層位於甲仙南面，本斷層之走向呈
北北西，斷面向西南傾斜約60度，為一具
有明顯左移特性之走向斜移斷層，截切錯
移小林向斜軸等主要構造。



龜丹溪斷層

• 龜丹溪斷層位於本區之西北緣，約略
與龜丹溪平行。本斷層之走向呈北80
度西，斷面甚陡，為一右移斷層，但
其斷距估計約僅一百公尺，且其截切
糖恩山砂岩、鹽水坑頁岩、及竹頭崎
斷層。



香蕉山斷層

• 香蕉山斷層主要分布於本圖幅之西側，竹
頭崎背斜經過此斷層之中部，並被截切，
另在斷層的北端跟南端分別與玉井向斜和
竹頭崎斷層相接觸。此斷層走向約為北40
至50度西，為一左移走向斷層。根據竹頭
崎背斜錯開之距離，估計本斷層約有300
公尺之位移量。



台灣西南部構造背景

黃旭燦, 2003

Williams et al., 1993



黃旭燦, 2003



黃旭燦, 2003



回顧：2012.02.26 霧台地震

發震時間： 101年02月26日 10時35分

震央位置： N 22.74°, E120.78°

(屏東縣政府東偏北方 30.4 

公里 (位於屏東縣霧台鄉))

震源深度：20.4公里

芮氏規模：6.4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地理資訊系統



地質背景

野外調查點



野外調查：霧台-阿禮地區



野外調查：霧台-阿禮地區



野外調查：霧台-阿禮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