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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airphoto interpreta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active faults are recognized in southwestern Taiwan. They distributed in foothill between Hai-feng-lun river to Pa-chang river. The active faults
including Meishan fault, Chiuchiungkeng fault, Houchuang fault, Tutikungchiting fault and Tapumei
fault are examined. The morphology such as fault scarp, flexural scarp and lineaments are significant.
Most of faults have certainty I and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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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利用航照判讀、野外實察等方法，檢視嘉義地區地形面與活斷層的分布及特徵，依地形特徵及
斷層露頭等，決定活斷層的確實度，並研判活斷層與地形面的關係，以推論地形的演育。研究成果如下：
1. 嘉義地區地形面以高度為主對比所得之階序，與土壤化育程度之序列相吻合。
2. 本區活斷層相關地形面，牛稠溪以北具紅壤的高位階地 LT1~LT5 及無紅壤的低位階地 FT1~FT4 等共
九段地形面；此外大湖口、華興、三疊和牛稠等溪上游於九芎坑斷層的上盤以及觸口斷層的下盤之間，
分布許多狹長小低位階地面，可能為土石流沖積扇階地。八掌溪階地發達，具高位四階，低位五階。
3. 梅山斷層僅能辨認出八段線形，具斷層崖、撓曲崖、斷層線谷等地形。
4. 九芎坑斷層變位地形明顯，在永興社區、隘寮與竹崎截切低位河階與現代沖積層，其活動頗為活躍。斷
層的隆起側形成壓力脊，致使河流轉向。
5. 後莊斷層截切八掌溪 LT3 河階面，此斷層可能為嘉義盲斷層在地表出露之一段。
關鍵字：活斷層，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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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由於板塊碰撞及隱沒，地殼變動與地震發生均極為激烈頻繁，使台灣地
盤呈高度的不穩定性，存在著斷層活動而發生大地震的危機。而夾於北港高區南中國海板塊及菲律賓海板
塊間的嘉南地區，可說是台灣隱藏最大地震危險的區域(李錫堤等， 1994)。由過去的震測紀錄確定，嘉南
一帶經常出現「淺層地震」
(Yu et al., 1983)，嘉義地區發生大地震的週期為 50~100 年(徐明同， 1975)。
從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監測結果顯示嘉南地區的地表變動速率是台灣島最活躍的區域之一(Yu and Chen,
1994; Yu et al., 1997; Hung et al., 1999；楊耿明等， 2001 a,b)。因此，嘉南地區一直被學者認定為強
烈災害地震的高危險區。
台灣西南部百年來，曾發生兩次地震斷層伴生地表破裂，係 1906 年梅山地震斷層與 1946 年新化地震
斷層，此外，二十世紀以來發生的幾個災害性大地震有斗六地震(1904年)、中埔地震(1941年)、白河地震
(1964 年)、瑞里地震(1998 年)及集集地震(1999 年)，由這些災害性地震及活斷層的分布，可以看出西南
部的新期構造運動發達。徐明同(1980)與鄭世楠等(1996)根據地震相關資料發現，自 1898 年至 1995 年台
灣地區共發生 123 次災害性地震，而次數最頻繁的即為嘉義地區。有歷史記載以來，台灣發生的十個災害
較大的地震，約十年就發生一次，而且大半在嘉南平原，但最近三十多年來嘉南地區並沒有發生較具破壞
性的地震，嘉南地區是否即將要釋放累積的能量而發生大地震呢？
台灣發生規模 6.3 以上的淺震時，常伴隨活斷層的活動，並帶來重大的災害(Bonilla, 1977)。又活斷
層具有復發性(recurrence)，會在原地再度活動，而逐次造成斷層位移量的累加(accumulation)，以集集
大地震為例，伴隨發生活動的車籠埔斷層，有 74 % 的長度與地震前的斷層位置一致，此即活斷層具有原
地活動的特性，因此為了減少地震災害，活斷層的研究乃顯示其重要性(Chang and Yang, 2004)。
本研究以航照判讀和野外實察等方法，對嘉義地區二條主要活斷層－九芎坑斷層、梅山斷層，以及小
梅背斜進行調查，探討活斷層與地形面的關聯性，並根據斷層的地表形態特徵，確認活斷層的位置、確實
度及變位量，並推論地形的演育。研究成果可供地質、地球物理、大地測量等其他研究的基礎，加強對嘉
義麓山帶活斷層研究的確實性與可信度，並可提供國土規劃、工程建設、震災防治之參考。
本研究之目的有三：
1. 探討嘉義地區地形面與活斷層的分布及特徵。
2. 依地形特徵及斷層露頭等，決定活斷層的確實度。
3. 研判活斷層與地形面的關係，以推論地形的演育。
(二)研究區概況
1. 研究範圍
本研究區北起海豐崙溪，南至八掌溪，東以觸口斷層 1 為界，西至嘉南平原，主要以梅山斷層、九
芎坑斷層、小梅背斜的地表分布為研究範圍(圖 1)。根據 Omori (1907 a,b)的研究，梅山斷層由嘉義縣
的梅山延伸至民雄，長約13公里；斷層自民雄向西可能以潛伏斷層形式延伸至新港附近。九芎坑斷層，
北由古坑向南經南勢坑、竹崎後，轉西南走向至八掌溪北岸，全長約 23 公里(中國石油公司臺探總處，
1

觸口斷層的定義，本研究依陳文山(2004)者，北端以古坑斷層與大尖山斷層為界，南端以獺頭斷層與後莊斷層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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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嘉義地區地質圖(改繪自中國石油公司， 1986)

4

1986)。小梅背斜，位於斗六丘陵南端，背斜軸由華興溪中游之三美莊附近，以北 30 度東走向向西南延
伸，至牛稠溪中游之盧厝挖附近向南傾沒(劉桓吉和李錦發， 1998)。
2. 地形概況
研究區位於臺灣西南部嘉南平原與斗六丘陵的接壤地帶，地勢由西至東漸次升高(圖 2)。石同生等
(2003)依據地勢的變化，將本區劃分為西部的平原區(海拔高度約在50公尺以下)，中部的河階－沖積扇

圖 2 嘉義地區地形明暗圖。 A：平原區，B：中部河階－沖積扇區， C：丘陵區，
高線 200 公尺。

等高線50公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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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海拔高度在 50 到 200 公尺之間)，以及東部的丘陵區(海拔高度 200 公尺以上)。丘陵區東側以觸口斷
層為界，與內麓山帶接壤。
研究區內之河流多為向西或西北流之順向河，由北至南為海豐崙溪、石牛溪、大湖口溪、華興溪、
三疊溪、牛稠溪、八掌溪等。
3. 地質概況
研究區位於外麓山帶，為一系列近北北東－南南西走向的逆衝斷層－褶皺，彼此平行呈覆瓦狀構造
排列構成的褶皺衝斷帶，逆衝斷層與褶皺受近東西向或西北－東南向的橫移斷層錯斷。九芎坑斷層為麓
山帶前緣斷層的逆衝斷層，分隔外麓山帶與海岸平原兩個地質分區。
本研究區出露地層主要為頭嵙山層、紅土台地堆積層、階地堆積層與沖積層等(圖 1)。頭嵙山層火
炎山相主要為砂岩及礫岩，分布於石牛溪北岸的荷苞山及觀音山，以及更東側的觸口斷層下盤附近；香
山相主要為粉砂岩以及砂頁岩互層，主要位於九芎坑斷層上盤以東至柴土地公附近，但隨著岩性東西向
的漸變，其西側部分地層之岩性為厚層的粉砂岩或砂頁岩互層，與柴土地公附近所見之厚層夾小礫或透
鏡狀礫石層砂岩有相當差異，部分研究將之訂定為卓蘭層(謝清正等， 1988；劉桓吉等，1998；陳文山
等， 2003)。紅土台地堆積層以礫石、砂及泥為主，分布於大湖口溪以南的陳厝寮、大埔美和新興等沖
積扇與八掌溪兩岸，呈西向之平緩斜坡，厚約百餘公尺。階地堆積層由未經膠結的礫石及夾在其中的平
緩砂質或粉砂質凸鏡體組成，以砂、礫石及泥為主，一般層理和淘選度都很差，分布於大埔美沖積扇西
側、梅山及新興沖積扇以南(華興溪北岸)地區、九芎坑斷層下盤的低位階地，以及上盤丘陵上以階地型
式存在的殘餘沖積扇面和八掌溪之低位階地。沖積層由黏土、粉砂、砂和礫石所組成，分布於主要沖積
扇以西地區的平原、河流兩岸的氾濫平原。
(三)文獻回顧
本研究將前人於嘉義地區調查活斷層地形的結果，簡述如下：
梅山斷層野外調查結果，僅存梅山階地中之三美莊北方田埂錯移之現象可以辨識出來，且仍保存地震
斷層抬升時所留下的崖(黃明哲等， 1985；石再添等， 1986；楊貴三， 1986；石同生等， 2003)。經由
地形計測得出陳厝寮沖積扇(中正大學面)在坡度上有明顯變化，為梅山斷層通過之處(陳文福， 1996)，坡
度為平均坡度之 3.5 倍(石同生等， 2003)。黃明哲等(1985)與陳華玟等(2002)分別於台 3 線省道及南二高
開挖剖面發現梅山斷層活動的地表變形。野外調查發現九芎坑斷層截切低位河階及現代堆積物(許晉耀、林
慶偉， 2001)，並於大湖口、永興、九芎坑等地共發現 4 個九芎坑斷層的露頭(林慶偉等， 1999 a,b)。陳
柔妃(1999)依地形計測指標得知觸口斷層至九芎坑斷層之間的河流坡降指標值偏高，推測可能為逆衝斷層
造成的抬升作用所致；小梅背斜軸部的河階階數較多且向兩翼聚合，說明背斜軸部的抬升率較大；陳彥傑、
宋國城(2001)指出九芎坑斷層附近的河流坡降指標變化較觸口斷層為高，可能顯示九芎坑斷層較觸口斷層
活動性高。
綜觀上述對嘉義地區構造地形的研究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但進一步詳查該區階地是否為斷層所截
切、水系是否異常等，仍有相當多的研究空間。
(四)活斷層的地形特徵
活斷層的地形特徵即由活斷層作用形成的地形，稱為斷層變位地形，近期活動過的斷層變位地形，比
早期活動者明顯。這些變位地形的名詞列於表 1(日本活斷層研究會， 1980, 1992)。實際上觀察到的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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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較地形圖上者複雜，可能因其由數個變位地形組成或為侵蝕、堆積地形涵蓋所致。茲將活斷層的地形
特徵說明如下：
表1

斷層變位地形
大

分

類

1

線狀構造(lineament)

2

構造崖(tectonic scarp)

小

分

類

斷層崖(fault scarp)、撓曲崖(flexure scarp)、斷層小崖(fault
scarplet)、反斜斷層小崖(antithetic fault scarplet) 、三角切面
(triangular facet)

3

構造窪地(tectonic depression)

斷層谷(fault valley)、地塹(graben)、裂谷(rift valley)、斷層溝
(Fault trench)、斷層池(fault sag)、斷層鞍部(fault saddle)、斷
層角盆地(fault-angle basin)

4

構造隆起(tectonic bulge)

地壘(horst)、斷塊脊(fault slice ridge)、壓力脊(pressure ridge)、
小丘(mound)、斷塊山(fault-block mountain)及傾動地塊山(tiltblock mountain)

5

水平斷錯地形(laterally

斷錯河(offset stream)、斷錯河階(offset of river terrace)、斷錯

offset landforms)

山麓線(offset of piedmont line)、斷錯山腳(offset spur)、閉塞丘
(shutter ridge)

1. 線狀構造
斷層崖常具線狀構造，但並非所有的線狀構造均為斷層崖，有些是由河流侵蝕而成的河蝕崖。斷層
崖和河蝕崖的不同點是：(1)前者較平直，後者較不規則，常因曲流擺動，而呈弧形彎曲，兩弧形交會成
尖銳突角(2)前者常和後者相切，後者則平行於河流的流向。
2. 構造崖
當地下斷層活動延伸或接近地表時，在地表會產生斷層崖或撓曲地表形成單斜崖或撓曲崖，統稱為
斷層崖。斷層崖的高度小於20公尺者，稱為斷層小崖。斷層崖是出露在地表的線性陡坡，沿著斷層跡斷
錯產生，崖的高度近乎斷層的錯動量，因為斷層的錯動常是間歇發生，因此大斷層崖的高度，常是斷層
多次斷錯的總量，而不是單單一次活動的量。當斷層崖被河谷切過，所殘留的部分，或山腳為平移斷層
所截切，而形成三角形的切面，稱為三角切面，有些三角切面也可能因山腳被河蝕或海蝕而造成，因此
需要其他證據加以確定。
在階面或山坡上的斷層小崖通常朝向低地，若其朝向較高的丘陵山地，則稱為反斜崖或朝嶺小崖
(range-facing scarplet)，此為辨認活斷層非常有用的標準。反斜崖以上的上游常積水成池或埋積砂石，
河流匯集在反斜崖下，當積水過多便向外溢出，形成一個新的流路，常沿反斜崖的基部流動一段距離，
到達低處或弱線才轉彎，以先行河的性質下切上升地塊；當斷層再活動時，則在上升地塊產生河階。
河谷上游段可能因斷層切斷而消失，造成斷頭河，而在斷頭河源頭通常形成風口。
3. 構造窪地
斷層谷乃肇因於斷層作用，但受侵蝕和堆積作用修飾者，則稱為斷層線谷(fault-line valley)。地塹
或斷層溝是兩邊被斷層限界之窪地。斷層池乃斷層陷落的窪地積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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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鞍部為山脊中斷層經過的窪地，其造成主因為斷層作用，再加流水沿斷層破碎帶的差異侵蝕所
致。
4. 構造隆起
隆起小丘因斷層作用而相對抬升所成。地壘為兩邊被斷層限界延伸的構造隆起。壓力脊乃因褶曲擠
壓形成狹長的山脊狀隆起，常發生於逆斷層之上盤。
5. 水平斷錯地形
平移斷層作用可產生斷錯河和斷錯山腳或斷錯山脊，斷錯河和斷錯山腳呈線狀排列，為辨認平移斷
層的重要證據。斷錯河可以指示平移斷層的移動方向，但在斷層線附近由河川襲奪所產生的改向河，因
和斷錯河的流向相反，故不能指示斷層平移的方向。小的斷錯只能由小河顯示出來，大河容易將小的斷
錯沖刷掉。 Wallace (1968)的研究指出有 134 條河流受聖安德里斯斷層(San Andreas fault)影響而發生
斷錯，其中 40 條的斷錯量為 20 至 45 呎。閉塞丘為斷錯山脊中的特別類型，它移到斷錯谷之前，並將
其堰塞。
河流側蝕成曲線的階崖，後來因平移斷層作用而斷錯，山麓線亦因斷層作用而錯移。
(五)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方法包括航照判讀、地形計測、野外實察、紅壤分析和資料整理等。茲說明如下：
1. 航照判讀：利用立體鏡觀察並判讀嘉義地區民國 66 年至 90 年之航照(比例尺約為 1:17,000)，先找出活
斷層存在的地形特徵和相關的地形面，將結果標示於航照上，再轉繪至 1:25,000 地形圖並加以數化。
2. 地形計測：根據 1:5,000 之像片基本圖計測地形面高度、斷層崖高差。
3. 野外實察：現地核查航照判讀與地形計測的結果，確定活斷層的位置和地形特徵，測量斷層小崖的高
度，採集紅壤標本、觀察階地堆積物的特徵及礫石之覆瓦方向。
4. 紅壤分析：將野外的紅壤剖面描述與實驗室的質地分析結果，加以整理，計算紅化指數、化育層指數，
質地分析採用吸管法(pipette methods) (Gee & Bauder, 1986)，化育層指數根據 Birkeland (1999)的
土壤化育指數計算方式。
5. 資料整理：根據上述各項所得的資料，建立活斷層資料檔，將活斷層的確實度(certainty)分為三級，分
析活斷層與地形面之關係，以推論地形演育的概況。
由於台灣地區地層的絕對定年資料還相當缺乏，地震記錄又極為晚近，而台灣與日本的環境十分類
似，故本研究採用日本活斷層研究會(1980, 1992)認定活斷層確實度的準則如下：
確實度Ⅰ：具有下列一項明確的斷層變位性質及位置者。
1. 數條山稜及河谷呈現有系統之橫移。
2. 一個延續且確定之同時代地形面為一斷層崖所截切。
3. 數個時代不同之地形面為一斷層崖所截切，並顯示變位的累積性。
4. 同一地形面有顯著之撓曲、反斜等。
5. 有錯斷第四紀地層的斷層露頭。
確實度Ⅱ：可推知斷層之變位性質及位置，但仍缺乏作為確實度Ⅰ的資料者。
1. 僅 2~3 條以下的山稜及河谷有橫移現象者。
2. 疑為斷層崖地形之兩側地形面時代不同，如山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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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明顯之基準地形面(如山坡無基準地形面者)。
4. 同一地形面有顯著之傾動。
確實度Ⅲ：斷層變位之性質不明，可能沿著斷層發生河蝕、海蝕或差別侵蝕而造成線形者。

二、階地的分布與對比
由上述活斷層的地形特徵及認定活斷層確實度的準則可知，地形面(包括階地、沖積扇等)之分布與對
比對活斷層的辨認具關鍵性地位。本區由河流沖積及遷移下切所形成的階地，可依階地具紅壤與否及其高
度遞降分布，細分高位河階(LT)及低位河階(FT)。區內活斷層相關之河流沖積扇河階由北而南主要有大湖
口溪、華興溪、三疊溪、牛稠溪和八掌溪等階地群。
牛稠溪以北，九芎坑斷層以西的部分(圖 2 的 B 區)，可分為高位階地 LT1~LT5 及低位階地 FT1~FT4
等共九段地形面(表 2)。 LT1~LT5 分布於大湖口溪以南， FT1~FT4 則位於大湖口溪、華興溪、三疊溪與
牛稠溪之兩側。

表2

牛稠溪以北階地之對比：

地形面

對比

山腳子面、民雄工業區面

LT1

陳厝寮面、覆鼎金面

LT2

南華大學面

LT3

沙崙面、新興面

LT4

大埔美面、崎頂面

LT5

蔡厝面

FT1

永光面、梅山面、新厝面、林子尾面

FT2

新崎頭面、葉子寮面、十四甲面

FT3

山子閂面

FT4

LT1 現存山腳子面與民雄工業區面，由三疊溪形成，山腳子面切割較甚，可能如林朝棨(1957)所提及
之中壢期聯合沖積扇，於內柵期受海侵而殘餘。民雄工業區面由於興建工業區時，剷平整地，已改變原貌。
LT2 分布於陳厝寮面和覆鼎金面，兩者為民雄工業區面所隔開，依其位置、階面傾斜方向和礫石覆瓦
方向推知，前者為三疊溪(覆瓦方向為 N70W)，後者為牛稠溪所形成。陳厝寮面最高點位於東端，高度
167.4 公尺，西緣高度約 30~40 公尺，傾斜 2.8 度。階面已受民雄排水溝等順向河切割，谷深約 15 公尺。
LT3 分布於南華大學面，向西傾斜 4.7 度，另於三疊溪南岸有兩小塊殘餘。
LT4 分布於沙崙面和新興面，礫石覆瓦方向分別為 S60W 、 W ，由此推知其主為華興溪造成的扇階
面。沙崙面最高為東端的 120 公尺，向西降低至 40 公尺。新興面則為華興溪與大湖口溪共同造成，高度由
220 公尺向西降至 40 公尺，坡度平均約 2 °，黃鑑水等(1994)之定年結果為三萬八千年。
LT5 為大埔美面，分布在華興溪之南，為華興溪造成的扇階面。最高點位於開元後附近，為 180 公
尺，向西降至約 40 公尺，與嘉南平原無明顯階崖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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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1 的分布較為零星，如古坑東南方、梅山北方、覆鼎金南方及蔡厝等地。 FT2 分布於永光面、梅山
面、新厝面、林子尾面。永光面位於大湖口溪北側，由大湖口、崁頂、石牛等溪沖積而成聯合沖積扇，從
湖仔寮起向西北緩傾，高度 40~180 公尺，坡度平均約 2 ° ~3 °，略呈凹坡，階面已被各溪下切數公尺
深，西北端為濁水溪之分流──舊虎尾溪切割成數公尺高之階崖，斗六聚落即位於此崖之上方。梅山面位
於華興溪左岸，由東向西傾斜，高度 105~175 公尺，坡度平均約 2~3 °，其北側為新崎頭面(FT3)。新
厝面位三疊溪，林子尾面位牛稠溪。
FT3 分布於華興溪的新崎頭面、三疊溪的葉子寮面等以及牛稠溪的十四甲面等。
FT4 則分布於牛稠溪的山子閂面。除了上述河階外，大湖口、華興、三疊和牛稠等溪上游於九芎坑斷
層的上盤以及觸口斷層的下盤之間(圖 2 的 C 區)，分布許多狹長小階地面，與河流流向近平行，向西或西
北傾斜。大湖口溪有 11 段階地，華興溪有四段河階，三疊溪有六段階地，牛稠溪有 11 段階地；這些階地
全無紅壤化，故歸為低位階地，然因無絕對定年資料，故同一河流 C 區階面卻無法與 B 區階面做正確對
比，且亦不能與他河對比。
八掌溪發源於阿里山山脈西側，流域面積較上述諸溪為大。上游階地零星分布；中游以觸口為頂點形
成斗六、嘉義丘陵地區諸溪流之最大面積沖積扇，扇階發達，扇頂正位於觸口斷層帶上，斷層近期的衝上
活動應是沖積扇發育的重要原因(齊士崢、宋國城， 2000)，扇端至嘉義市。八掌溪比較老的沖積扇面已被
切割成丘陵，其谷口築壩為水庫，如蘭潭、仁義潭。八掌溪階地發達，可分為高位四階，低位五階。其北
岸階地之分布與對比如下(張瑞津等， 2003)：
觸口至嘉義，八掌溪北岸的階地發達，為扇階型，對比為LT四階及FT五階。最高的為菜堂頂(LT1)、
岩仔後(LT1)，其次為頂坑山(LT2)、山仔頂(LT2)、半天岩(LT2)，大部分均丘陵化，只餘殘面。下游的
LT2 及 LT3 保留較大的原面，分布於嘉義市區東邊的山仔頂及姜母寮一帶。 FT1 及 FT2 面均相當發達，
番路面(FT1)，向西北延伸約 3.5 公里；客莊面(FT2)則東西延長 8 公里。嘉義市位於北岸之 FT1 面上。
最近幾十年來，大湖口、華興、牛稠、八掌等溪建築防砂壩、堤防等工程，使壩下泥沙減少，水流集
中，加速下切，原FP面變成低位河階。但因人為措施造成河流下切，和本研究討論的活斷層無關，故未將
這些 FP 面列為 FT 面。由於本區缺乏完整絕對定年資料，是故本研究除了上述主以高度對比外，並輔以階
地紅壤分析，將野外的紅壤剖面描述與質地分析結果，計算紅化指數與土壤化育層指數，作為相對定年，
比較山腳子面(LT1)、陳厝寮面(LT2)與新興面(LT4)之相對關係。
本研究區共採三個代表土壤樣體，分別位於吳鳳技術學院旁(山腳子面) (CY-S1)、中正大學側門附近
田地(陳厝寮面) (CY-S2)、華山路旁(新興面) (CY-H4)。經由紅壤分析，得到的對比結果如下：
1. 不管乾、溼土壤之紅化指數(RI)均可看出山腳子面的化育程度最好(圖 4 與 5)。
2. 就土壤樣體中之砂粒含量而言，可以看出山腳子面、陳厝寮面、新興面具良好趨勢(圖4與5)。通常土壤
化育程度愈好，其 B 層砂粒含量愈少，故推測本研究區地形面生成相對年代，應是山腳子面最老，新興
面最年輕。就土壤樣體中之黏粒含量而言，可見山腳子面含量最高，故推論其化育程度最高。並從質地
散布三角圖(圖 6)可以看出其土壤化育的趨勢，化育程度應是山腳子面勝於陳厝寮面與新興面，陳厝寮
面化育程度亦勝過新興面。
3. 化育層指數，山腳子面為 0.06 、陳厝寮面 0.60 、新興面 0.59 ，可見其化育程度，山腳子面勝於陳厝寮
面和新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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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嘉義地區階地與活斷層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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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山腳子面、陳厝寮面、新興面乾土壤紅化指數與砂粒含量散布圖

圖5

山腳子面、陳厝寮面、新興面濕土壤紅化指數與砂粒含量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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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山腳子面、陳厝寮面、新興面土壤樣體質地散布三角圖

三、活斷層的分布與地形特徵
依據航照判讀及野外考察的結果，本研究提出六段活斷層及相關構造的地形特徵與確實度，說明如
下：
(一)梅山斷層
梅山斷層包括主斷層(梅子坑斷層)及支斷層(陳厝寮斷層)，係伴隨 1906 年 3 月 17 日嘉義梅山規模 7.1
的大地震而發生之地震斷層(Omori, 1907 a,b)，梅山斷層由嘉義縣的梅山延伸至民雄，走向為東北東，長
約 13 公里， 1906 年地震震央在三美莊(尾莊)與開元後之間，最大右移量為 2.4 公尺，是台灣幾個地震斷
層中水平位移量最大者，最大垂直位移量為 1.8 公尺，開元後以東為北側上升，開元後以西為南側上升。
本研究再度檢視董德輝(1987)、黃明哲等(1985)和石同生等(2003)指出之線形， 8 段線形之地形特徵
如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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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梅山斷層沿線各線形分布圖(A ∼ H 為線形)

A 線形： 即陳厝寮斷層所經過線形。於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可讀出高差約 5 公尺。從航照可看出明顯
的斷層崖，北高南低，截切陳厝寮面(LT2)，確實度I級。崖下沿著小溪，但目前其東段已遭人為
開發破壞。
B 線形： 陳厝寮面西北緣中正大學附近，具撓曲崖地形，崖高約 15 公尺，確實度 I 級。
C 線形： 南華大學北側線形可能為葉子寮溪所造成，但其走向、性質(南高北低)與梅山斷層一致，故此線
形有可能為梅山斷層之崖，或是梅山斷層與葉子寮溪共同造成的共生崖，確實度III級。而南華大
學面西側南北向之線形，為西傾之南華大學面的西界，可能是梅山斷層所經過，確實度 II 級。
D 線形：東段為葉子寮溪的斷層線谷(葉子寮溪由小梅背斜丘陵區西流至沙崙面(LT4)時，沿著梅山斷層的
破碎帶，折向西南流。可能經河流的差別侵蝕而形成北高南低之線形)；西段切過沙崙面，崖高約
10 公尺。此線形北高南低，與梅山斷層南高北低的性質有異，可能因差別侵蝕所造成的地形倒
置，確實度Ⅱ級。而石同生等(2003)謂本線形東延於埤頭的弧形，本研究認為是葉子寮溪曲流擺
動侵蝕形成的。
E 線形： 本研究認為在靶場小丘北側與甘蔗田交接處具線形，其走向與梅山斷層相同，南高北低之性質也
一致，確實度 II 級。
F 線形： 位開元後附近， LT4 階地北緣，確實度 II 級。 LT3 與 LT4 兩階地之間的谷，為一斷層線谷。
G 線形： 此線形截切大埔美面(LT5)東緣，南高北低，崖高約 10 公尺，確實度 I 級。
H 線形：即三美莊田埂， 1906 年垂直變位量 1.8 公尺，北高南低，但現今受人為破壞，僅存 200 公尺長，
1 公尺高的田埂，截切梅山面(FT2)，確實度 I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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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芎坑斷層
九芎坑斷層自雲林縣古坑向南延伸至嘉義縣竹崎附近，近南北向，全長約17公里，本研究由北至南檢
視九芎坑斷層的地形證據有(圖 3)：
1. 石牛溪北側：九芎坑斷層東側(上盤)河階呈背斜彎曲，與中國石油公司(1986)地質圖上之一小背斜之位
置一致。
2. 石牛溪沿岸：許晉耀(2003)指出古坑至大埔間的石牛溪溪谷，由西至東涵蓋九芎坑斷層之下盤、斷層帶
與上盤；北岸剖面延續較南岸為佳，可見到 4 條規模不一、形式略異的逆斷層，構成寬約 850 公尺的九
芎坑斷層帶，斷層帶由未受剪切的粉砂岩與寬達數十公尺的分支斷層剪切帶交互出現。本研究認為許晉
耀(2003)所述之【剖面 A】為九芎坑主斷層通過之處(即最前緣)，該處頭嵙山層粉砂岩逆衝到礫石層，
其間具斷層泥而上盤有高角度背斜。【剖面 C】斷層通過凹谷(高壓電塔右側)，不對稱背斜西翼。石
牛溪南岸產業道路之水泥受斷層活動而隆起，顯示具有潛移性質(劉彥求等， 2004)。
3. 許晉耀(2003)所提出之古坑東側丘陵(石牛溪南側)、劍湖山丘陵( 子頭)、梅山東側丘陵等處的舊河道，
本研究皆無發現任何舊河道證據。劉彥求等(2004)認為有數道平行九芎坑斷層的小崖，但本研究認為不
明顯。九芎坑斷層沿著古坑東側丘陵與劍湖山丘陵之西麓的一段，確實度為 II 級。分述如下：
(1) 古坑東側丘陵：石牛溪南岸約平行於九芎坑斷層東側約 500 公尺處之斷層，為九芎坑斷層之背衝斷
層，兩者之間的山脊可能為壓力脊，此山脊之高度較其東側由東向西傾斜之河階(古石牛溪在此由東
向西流過今山脊處)為高，山脊東側成南北向的一段山谷可能為沿此斷層發育之斷層線谷，確實度Ⅱ
級。此谷之上游段谷床坡度較緩，可能於此地兩段河階形成，石牛溪河道北移之後切割階面的順向
河谷。此河上游谷床坡度較緩者乃前一期之切割谷，後期因伴隨九芎坑斷層的活動，該河向源侵蝕
前期谷床，致使其下游坡度較陡。
(2) 劍湖山丘陵、梅山東側丘陵：本研究於許晉耀(2003)指出的舊河道處只見後期侵蝕的 V 形谷，並無
礫石層或河階殘餘，故認定並無舊河道通過該丘陵。
4. 大湖口溪：許晉耀(2003)與劉彥求等(2004)均指出九芎坑斷層主斷面露頭位在光華橋下游，直線距離約
1100 公尺處，斷層帶寬度達 300~400 公尺，斷層上盤岩性為頭嵙山層香山相的粉砂岩，局部為砂頁岩
互層，破裂面發達，層面間多可發現有層間滑動的現象；下盤為紅化或未紅化的沖積扇階地礫石。於斷
層帶中可見到三個主要的分支斷層。此露頭現局部已受固床工與堤防掩蓋。
5. 梅山東側因為九芎坑斷層活動，斷層的隆起側形成壓力脊，所以倒孔山溪轉向北流，於壓力脊北端低處
再轉向西流；壓力脊西側山麓線無大河流，所以此崖非河流造成，而為斷層所形成。由於兩邊地形面不
同，一為丘陵，一為梅山面河階(FT2)，故確實度為Ⅱ級。
6. 九芎坑斷層在永興社區截切兩段河階，且與九芎坑溪古流路直交，上下段河階的撓曲崖高各約 15 、 11
公尺，確實度 I 級(圖 8)。第 3 階崖高，斷層上盤者(10 公尺)較下盤者(1 公尺)為高，可能因逆斷層下盤
易受埋積，故其崖高降低。
7. 九芎坑斷層在隘寮截切二段河階(圖 8)，有縱移和右移成分，以第三階為例，縱移近 8.5 公尺，右移約
130 公尺。斷層崖與下盤第三階階崖呈銳角，河流作用無法成銳角，是故應該是受九芎坑斷層影響所形
成，確實度 I 級。
8. 九芎坑斷層在竹崎截切兩段河階且與牛稠溪古流路交叉(圖 9)，其斷層崖高各約為 11 、 8 公尺，確實度
I 級。劉彥求等(2004)於上述 8 公尺斷層崖(竹崎鄉市區拱隆宮東側走向約北 10 度東，高約 8 公尺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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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九芎坑斷層截切永興社區與隘寮兩處階地(1~4 為由高到低之階序)

圖9

九芎坑斷層截切竹崎附近階地(1~7 為由高到低之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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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竹崎一號井岩心鑽取，在 17 公尺深處鑽遇斷層。竹崎東南方約 1.5 公里處，有兩條背衝斷層，西側
者截切階地 2 ，東側者截切階地 2 和 3 ，確實度 I 級。竹崎東方 2.5~3 公里的瓦厝埔附近有兩條平行斷
層截切兩段河階，確實度 I 級。中間陷落成地塹，西側伴有一小背斜。
9. 竹崎以南的地形面上追蹤不到斷層痕跡。劉彥求等(2004)之竹崎二號井位於竹崎一號井南南西方約 2.5
公里處，岩心判釋結果並無明顯的剪切現象，推測九芎坑斷層至此可能尖滅，轉為其他構造形式或被其
他斷層所截切，由淺層震測結果可見到此處岩層呈緩緩西傾，無斷層跡象，與岩心結果相互驗證。
10. 因為九芎坑斷層活動，斷層的隆起側造成壓力脊，所以河流轉向(石牛溪、大湖口溪、倒孔山溪)切過較
低處再向西流。許晉耀(2003)和劉彥求等(2004)亦指出九芎坑斷層呈現一走向約北10 °東的線形，線
形延伸約略平行等高線，顯示九芎坑斷層為一低角度斷層，斷層面傾角小於 30 度，而隨著九芎坑斷層
上盤逐漸抬升，使河流受到阻擋而改道，流經斷層帶河段均發生流向改變，改道方向不一。劉彥求等
(2004)認為隨著斷層帶向南逐漸變窄，河流流向改變之河段長度亦逐漸減少，到竹崎附近已不明顯，
顯示九芎坑斷層的滑移量亦向南逐漸減小。
(三)後莊斷層
後莊斷層位嘉義市中心東北方約 2 公里處，張瑞津等(2003)指出後莊斷層切過姜母寮面(LT3)，長約
1 公里，崖向西，高約 10 公尺，確實度Ⅰ級。其南延至嘉義高中西側，蘭潭面(LT2)形成向西的急斜面
(4.45%)，確實度Ⅱ級。本研究追蹤後莊斷層僅見於牛稠溪南岸，牛稠溪以北無斷層蹤跡。現有部分崖面
受人為破壞。此斷層之位置相當於葉明官等(2000)指出的嘉義盲斷層的一段，可能為其在地表出露者。
(四)土地公崎頂斷層
張瑞津等(2003)指出仁義潭水庫北方之 LT2 面呈現下游側高於上游側(西高東低)之反斜崖。因 LT2 之
殘面較小，證據較不充分，故確實度為Ⅲ級。本研究辨認此線形又具直線谷，亦列為Ⅲ級。
(五)大埔美斷層
大埔美溪於大埔美面(LT5)上由東向西流經大埔美時，轉向南流，至沙崙北方再轉向西流，此段南北
向之流路與華興溪向西之古流向直交，具異常現象，確實度Ⅲ級。
此外，劉桓吉和李錦發(1998)指出小梅背斜位於斗六丘陵的南端，背斜軸由華興溪中游之三美莊附
近，以北30度東走向，向西南延伸，至牛稠溪中游之盧厝挖附近向南傾沒。背斜為一開敞之背斜構造，西
翼之傾角約8~12度，東翼之傾角約8~15度。本研究認為小梅背斜之地形證據為，頭嵙山層於背斜兩翼，
經差別侵蝕形成單面山順向坡，從順向坡的傾斜方向可以定出小梅背斜軸部的位置。覆鼎金面、林子尾面、
十四甲面、山子閂面等牛稠溪階地群依次向東南降低，可能是牛稠溪受小梅背斜活動影響而遷移下切所形
成。

四、討論
由於逆斷層上盤隆起抬升，導致河流再度下切，因此通常上盤河階階數較下盤為多。九芎坑斷層於永
興社區、隘寮、竹崎等三地之上盤階數較下盤為多，可為例證(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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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九芎坑斷層上下盤階數：

地

階

區

數

上盤

下盤

永興社區

4

2

隘寮

4

1

竹崎

11

2

由於低位階地形成年代較高位階地晚，故截切低位階地之斷層較僅截切高位階地之斷層，其活動性較
高，也表示其近期有活動過，才能造成低位階地變形。是故，九芎坑斷層截切永興社區、隘寮、竹崎等地
之低位河階(表4)，顯示其頗為活躍。又九芎坑斷層為觸口斷層的前緣構造，依斷層遷移理論(Ikeda, 1983;
Keller & Pinter, 2002)及其斷層地形較明顯推知，其活動性高於觸口斷層。且其活動具有累積性，愈老階
地之斷層崖愈高(表 4)。

表4

九芎坑斷層截切各地形面崖高：

地區

各地形面斷層崖高(公尺)
1

2

3

4

永興社區

-

-

15

11

隘寮

-

-

8.5

-

竹崎

-

-

-

11

5

8

本研究認為九芎坑斷層以東之非紅土化階地可能係土石流沖積扇，理由有二：1.因觸口斷層的活動而
致坡度變陡，易發生土石流；2.堆積物具稜角，大小混雜，巨礫粒徑達數公尺。
造成本區牛稠溪以北沖積扇之河流，廖俊言(1995)認為係清水溪，其古河道流經牛稠溪上游，再流入
斗六丘陵內所成，即這些紅土沖積扇為清水溪未改道北流前所留下；李元希等(2004)則分析陳厝寮、大埔
美、新興等階地係由 90% 以上的變質岩礫組成，推論其可能為濁水溪沖積扇的一部分。本研究並無發現清
水溪被襲奪改道所留之風口等證據，竹山西方的觸口台地高位河階已屬清水溪系統，清水溪或濁水溪於陳
厝寮等高位河階形成期，應未曾流經本研究區；而高位階地之變質岩礫可能為本研究區東部或東方之頭嵙
山層礫岩經三疊溪等小溪二次堆積所成。
永興社區階地群北降，隘寮階地群南降，竹崎階地群北降，濁水溪(牛稠溪支流)階地群(位竹崎南方)
亦北降，可能為九芎坑斷層上盤的橫移斷塊褶皺(transcurrent buckling)導致河道遷移所造成。
本研究認為石牛、大湖口、倒孔山等溪之轉向應是九芎坑斷層上盤受到逆衝與褶皺作用造成抬升，產
生約略平行斷層走向之山脊(壓力脊)，當抬升速率大於河流下切速率時，河流受到山脊的阻擋因而改道並
沿著山脊邊緣流動，或匯流其他受阻河流加大下切侵蝕能力以通過，或由山脊中的弱帶侵蝕穿越。
牛稠溪支流之濁水溪南側階地群共有五階，呈北降之勢。濁水溪北遷有可能是八掌溪於 FT2(頂埔面)
時期有分流堆積，而阻礙濁水溪流路，致使其北遷；然八掌溪之分流應該只有影響 FT2 時期而已，不會影
響濁水溪 FT2 之後時期遷移，故濁水溪階地北降，推測因為該區與竹崎地區同樣發生地盤的北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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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地形面與活斷層之關係，本研究推論本區地形演育分四個時期：第一期係觸口斷層活動，八掌、
牛稠、三疊、華興、大湖口等溪於其斷層崖下向西展開形成聯合沖積扇。第二期，斷層向西遷移至九芎坑
斷層，小梅背斜也發生活動，扇頂至扇央的扇面侵蝕殆盡，扇端部分尚保留較多平坦面。第三期，九芎坑
斷層與小梅背斜持續間歇活動，使扇端沖積扇面下切形成高位和低位河階，八掌溪於 FT1 期，明顯有二條
分流向西北流，匯合牛稠溪；至 FT2 時，才以南分流為主流，繼續下切。第四期，斷層再遷移至梅山斷層
和後莊斷層，使扇端發生撓曲、傾動等現象。

五、結論
本研究利用航照判讀、地形計測、野外實察、紅壤分析等方法檢視嘉義地區地形面與活斷層的分布及
特徵，並討論地形演育，得到下列結論：
1. 嘉義地區地形面以高度為主對比所得之階序，與土壤化育程度之序列相吻合。
2. 本區活斷層相關地形面，牛稠溪以北具紅壤的高位階地 LT1~LT5 及無紅壤的低位階地 FT1~FT4 等共
九段地形面；此外大湖口、華興、三疊和牛稠等溪上游於九芎坑斷層的上盤以及觸口斷層的下盤之間，
分布許多狹長小低位階地面，可能為土石流沖積扇階地。八掌溪階地發達，具高位四階，低位五階。
3. 梅山斷層可辨認出八段線形：A 線形即陳厝寮斷層所經過線形；B 線形具撓曲崖地形；C 線形位南華大
學面西側；D 線形東段為葉子寮溪的斷層線谷，西段切過沙崙面；E 線形在靶場小丘與甘蔗田交接處；
F 線形係 LT3 與 LT4 兩階地之間斷層線谷；G 線形截切 LT5 面東緣；H 線形為三美莊 1906 年地震變位
田埂。
4. 九芎坑斷層變位地形明顯：於石牛溪北側河階呈背斜彎曲；上盤河階階數較下盤為多；斷層的隆起側形
成壓力脊，致使河流轉向(石牛溪、大湖口溪、倒孔山溪)；在瓦厝埔附近有張裂作用形成地塹。此斷層
頗為活躍，在永興社區、隘寮與竹崎截切低位河階與現代沖積層。石牛溪南岸斷層線谷可能為其背衝斷
層。
5. 後莊斷層截切八掌溪 LT3 河階面，此斷層可能為嘉義盲斷層在地表出露之一段。
6. 構造活動具有累積性，活斷層通過不同時期的地形面時，愈老階地之斷層崖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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