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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貫入體構造對恆春西台地及附近海域之
地體構造演化影響
The Influence of Mud Diapirism on the Tectonic Evolution in Nearshore 
and Onshore Areas of the West Hengchun Hill

陳 松 春1 ■ 許 樹 坤2 ■ 蔡 慶 輝3 ■ 王 詠 絢4 ■ 洪 崇 勝5 ■ 郭 富 雯6

 S.C. Chen, S.K. Hsu, C.H. Tsai, Y. Wang, C.S. Horng, F.W. Kuo

恆春西台地的地層微向東

傾，以往研究推測在其西側海域

有一向東傾斜的逆衝斷層存在

（西海岸斷層），因該斷層抬升造

成恆春西台地東傾。為釐清恆春

西台地的地體構造問題，本研究

分析了多頻道反射震測和精密水

深資料，並進行陸上地質調查。

經研究分析發現前人所推測之西

海岸斷層並不存在，取而代之的

是泥貫入體構造。因該泥貫入體

的抬升，造成位在泥貫入體東翼

之恆春西台地的地層向東傾。本

研究另發現恆春斷層有延伸進入

海域，在海床有明顯線型構造，

且地層被嚴重擾動，顯示該斷層

應還在活動中。而在南灣海域也

發現因泥貫入體抬升造成的正斷

層，命名為「南灣斷層」。由於

南灣斷層在海床上造成明顯的

線型，錯動珊瑚礁海床，並在海

床上造成大量逸氣現象，顯示南

灣海域之泥貫入體還是持續在活

動中。

關鍵詞： 泥貫入體、恆春西台

地、恆春斷層、南灣斷

層

The West Hengchun Hill (WHH) is characterized by gentle 

eastward-dipping strata that were inferr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n eastward-dipping thrust (W fault) located at in the offshore 

area to the west of the WHH.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ectonics 

around the WHH, we have analyzed the multichannel seismic 

reflection (MCS) and multibeam bathymetric data, and have also 

carried out onshore investigations. As a result, we have found 

a mud diapir instead of a thrust in the nearshore area to the 

west of the WHH. On the basis of the MCS profiles, the WHH 

is located along the eastern flank of a mud diapir. It indicates 

that the eastward-dipping strata of the WHH are ascribed to the 

uplift of a mud diapir. We also identified that the Hengchun 

Fault extends from the onshore to the offshore area. Based on the 

multibeam bathymetry and MCS profiles, the offshore extension 

of the Hengchun Fault shows an obvious structural lineament 

at seabed and the strata are disturbed along the fault zone. It 

indicates that the offshore Hengchun Fault is still active. For the 

first time, we have identified a normal fault named "Nanwan 

Fault" in the Nanwan water. The Nanwan Fault is located on top 

of the mud diapir and was caused by the uplift of mud diapirism. 

The Nanwan Fault dislocated the coral reef seabed and many 

gas plumes were observed from the seabed of the mud diapiric 

intrusion area. It indicates that the mud diapirism is active in the 

Nanwan water. 

Key words: mud diapir, West Hengchun Hill, Hengchun Fault, 

Nanwan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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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地體構造是屬於區域性的，跨越海陸域，臺灣四周環海，理論上陸上和海域構造應是有連

貫的，但海域資料收集所費不貲且不易，資料相當有限，尤其在海陸交界之淺海處，漁業活

動頻繁及調查船航行水深限制，使得資料收集更是困難，由於缺少海陸交界資料，要進行海

圖 1　研究區恆春西台地及附近海域位置圖（黑色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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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陸地構造相關性研究相當不易，因此，造成了「陸軍」只研究陸上地質，「海軍」則只能

專注於海域研究，呈現分門獨立研究的現狀，鮮少有「海軍陸戰隊」同時進行海陸地質構造關

聯之相關研究。近 6年來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執行然氣水合物調查計畫，在海陸交界的上部

高屏斜坡已收集相當完整的高解析多頻道反射震測（MCS）及精密水深資料，讓我們有機會來

扮演「海軍陸戰隊」的角色，探討海陸地質構造之關聯性。本研究區位於臺灣南部恆春西台地

附近海域，主要研究區範圍北至枋寮峽谷源頭附近，南至南灣海域，西至枋寮海脊東側區域

（圖 1）。現階段臺灣南部恆春西台地陸上的地質構造還有很多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及釐清，

例如恆春西台地東傾的抬升機制為何 ? 恆春斷層海域延伸 ? 等問題，本研究將針對恆春西台地

附近海域的地質構造及海陸地質構造關聯進行研究探討。

恆春西台地之地質構造問題

臺灣南端的恆春半島從地形上可分為東側之山麓及丘陵帶及西側之恆春西台地，東側山麓

之地層是上新世以前的地層；而西側恆春西台地則為晚上新世至更新世之海相堆積層，包括現

代沖積層、石灰岩礁及馬鞍山層等；中央之恆春谷地，恆春斷層通過其中，其為一構造谷地。

恆春西台地之地層及地形微向東傾，許多研究指出在西側海域有一傾向向東的逆衝斷層（西

海岸斷層），恆春西台地位在斷層上盤，因逆衝抬升造成地層微向東傾（圖 2）（陳柏村及紀

權窅，2010），但這海域逆衝斷層，仍屬於研究推論，並沒有證據證明此逆衝斷層的存在。而

位於恆春中央谷地的恆春斷層是活斷層（林啟文等，2009），但是否南延進入南灣海域尚不得

知，如有延伸進入海域，其如何延展 ? 由於以往沒足夠的海域資料，可供研究分析，對於這海

域逆衝斷層存在性、恆春斷層之海域延展及恆春西台地東傾的抬升機制為何 ? 仍是未知，有待

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來釐清。近年來在恆春西台地之馬鞍山層及石灰岩礁中發現和噴氣有關的冷

泉自生碳酸鹽礁（Authigenic carbonate）（王士偉等，2013）及噴氣煙囪（Chimney），這碳酸鹽

岩的生成和甲烷氣有關，經分析這甲烷氣是屬於海域之熱成熟氣體來源（王士偉等，2013），

而在西南海域上部高屏斜坡之熱成熟氣體主要來自泥貫入體（Chen et al., 2014），並且在陸上的

馬鞍山層中發現泥貫入體構造，顯示在陸上地層的冷泉碳酸鹽岩可能和海域流體有關，是否意

圖 2　 恆春西台地地質構造剖面圖（AB剖面）。E斷層為恆春斷層，恆春西台地地層東傾推
測是因西側海域有一逆斷層（西海岸斷層）抬升所造成的（轉繪自陳柏村及紀權窅，
2010），剖面位置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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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著海域泥貫入體有延伸進入陸上地層 ? 恆春西台地東傾的抬升有可能是泥貫入體貫入抬升所

造成的嗎 ?

劉冠亮等（2014）從地形之研究分析，指出恆春西台地屬於一個抬升背斜構造的東翼，但

在南北段的地形特徵不同，北段之地形較接近線性崖，而南段之地形則呈現半穹丘狀（half-

dome），顯示恆春西台地南北段可能存在著不同的抬升機制。其推論恆春西台地的抬升可能和

泥貫入體有關，北段是來自於背斜構造發育的影響，而南段的抬升是由泥貫入體所造成。在恆

春西台地抬升過程中，整個背斜構造西翼連同生物礁主體的部分，沿軸部上一西北延伸方向的

正斷層向西滑落。另從馬鞍山層發現碳酸鹽岩之碳氧同位素分析，顯示這些冷泉碳酸鹽在沉積

之後應受過其他的例如生物或天水等作用，可能是來自泥貫入體將冷泉碳酸岩向上帶至海底面

甚至淺水處所致（劉冠亮等，2014）。然而此研究所述之正斷層乃屬推論，未有直接證據顯示

斷層的存在，還有待研究釐清。

潮州斷層之海域延伸 ?

潮州斷層是臺灣南部重要的地質構造，為高角度向東傾斜的逆移斷層，並兼具左移性質，

為第二類活動斷層（林啟文等，2009）。在斷層的北段為階地礫岩層或沖積礫石層所覆蓋，為

盲斷層的形式；而在斷層南段新埤附近，斷層在近地表處造成沖積扇礫石層的撓曲及板岩逆衝

於礫石層之上，研判潮州斷層在更新世晚期可能有活動（林啟文等，2009）。謝世雄（Hsieh, 

1970）在屏東平原重力異常的研究，從布蓋重力異常顯示在屏東平原東側的重力異常梯度甚

陡，推測潮州斷層為高角度逆衝斷層，斷層面傾角約 70~80°，層位落差至少 1,000公尺。潮州

斷層雖然在陸上的斷層跡清楚可追蹤得到，但往南至屏東加祿附近，進入海域時則不清楚其延

展為何 ? 以往認為它是延展連接到枋寮峽谷（宋國士，2009），但後來從震測資料分析研究，

在枋寮峽谷並未發現到斷層跡象（陳松春，2012），另部分研究推測潮州斷層進入海域後沿海

岸線南延接到恆春斷層（Lin et al., 2009），但也尚未有證據證明此推論。理論上，這條臺灣南

部重要的地質構造線，垂直錯動至少 1,000公尺以上，不可能往海域延伸突然間就消失的無影

無蹤，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釐清。

研究方法及目的

本研究將收集以往在恆春西台地的相關研究資料、分析既有的海域震測資料、高精密水深

及進行野外地質調查方式，來進行恆春西台地附近海域地質構造（泥貫入體及斷層）之研究，

並嘗試進行解釋分析恆春西台地東傾的抬升機制、潮州與恆春斷層之海域延伸、潮州斷層構造

模式及海陸地質構造關聯研究探討等。

二、恆春西台地及南灣附近海域泥貫入體分布

從震測資料在恆春西台地附近海域共辨識出 5處泥貫入體，由東至西分別為HC1~HC5 

（圖 3），泥貫入體大致呈對稱形狀（圖 4-6），各泥貫入體約呈平行分布，走向約北北西 -南南

東。以下將各泥貫入體概述如下：

泥貫入體HC1：位於南灣海域，長度約 14.3 km，寬度約 500~800 m，震測剖面解釋分析如

圖 4。在MCS1000-6之震測剖面因複反射（Multiple）覆蓋住地層反射訊號，無法辨識出該處泥

貫入體（圖 4a），但在其他震測線則可清楚顯示泥貫入體的外貌（圖 4b）。泥貫入體HC1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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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恆春西台地附近海域高精密水深地形、泥貫入體及斷層分布圖。紅色線震測剖面如圖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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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造成明顯正斷層之線型構造（於第四章討論），顯示HC1還是活躍的抬升中。

泥貫入體HC2：位於南灣海域，長度約 14 km，寬度約 200~500 m，震測剖面解釋分析如圖

4。由於從震測剖面在泥貫入體HC2上覆的地層隆起及地層明顯傾斜（圖 4），顯示HC2還是活

躍的抬升中。

泥貫入體HC3：泥貫入體HC3為沿著海岸線分布最長的泥貫入體，北起枋寮峽谷北側近岸

區，南至恆春南灣海域西側（圖 3），長度約 65 km，寬度約 0.5~2.0 km，震測剖面解釋分析如

圖 5及 6。從震測剖面解釋分析，HC3尚未呈現全部泥貫入體外貌，由於高屏上部斜坡之泥貫

入體大致呈對稱形狀，推測HC3之東翼可能進入陸地下方（圖 5及 6），意即目前的泥貫入體

因整體地塊抬升作用，造成部分泥貫入體東翼抬升成為在陸地下方。另外在HC3有分支泥貫入

體HC3-1發育（圖 3及 6）。從目前的研究，HC3在恆春西台地北側段可能沿著潮州斷層海域

延伸段侵入，往北延伸至屏東加祿附近上陸後沿著陸上潮州斷層入侵。從震測資料顯示，泥貫

入體HC3在恆春西台地西側之上覆地層呈傾斜狀，在紅柴峽谷東側之泥貫入體已出露海床（圖

5），恆春西台地北側段西翼地層明顯擾動傾斜，雖然表層覆蓋薄層水平沉積物（圖 5及 6），應

是在近岸區沉積物快速沉積所致，研判泥貫入體HC3仍相當活躍抬升中。

圖 4　 震測線MCS-1000-6-1（a）及MCS-S-16-1（b）剖面解釋分析圖。（a）清楚辨識出
HC2~HC5等 4處泥貫入體及恆春逆衝斷層；（b）可清楚辨識出HC1~HC3等 3處泥貫入
體及恆春斷層。剖面位置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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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貫入體HC4：位於HC3西側，長度約 25 km，寬度約 500~1,500 m，震測剖面解釋分析

如圖 5。因HC4的抬升形成地形高區，北側及東側為紅柴峽谷，緊鄰HC3，HC4北段停止於紅

柴峽谷轉折向西處（圖 3）。泥貫入體HC4上覆的地層隆起及地層明顯傾斜（圖 5），顯示HC4

還是活躍的抬升中。

泥貫入體HC5：HC5與HC4位於同一個地形高區（圖 3），長度約 19 km，寬度約

200~1,000 m，震測剖面解釋分析如圖 5。泥貫入體HC5在南側幾乎已出露海床，並且兩側地層

明顯傾斜，顯示HC5還是相當活躍的抬升中。

圖 5　 震測線MCS-S-31（a）及MCS-S-24（b）剖面解釋分析圖。（a）可辨識出HC3及HC4等 2
處泥貫入體，在海域HC3僅呈現約二分之一的泥貫入體外貌，研判另二分之一之泥貫入
體為延伸進入陸地下方；（b）可清楚辨識出HC3~HC5等 3處泥貫入體，在海域HC3僅
呈現約四分之一泥貫入體的外貌，研判另四分之三之泥貫入體為延伸進入陸地下方。剖
面位置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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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泥貫入體已延伸進入恆春西台地陸地

從震測剖面發現泥貫入體HC3之東翼可能已經延伸進入恆春西台地之陸地下方；另從野外

地質調查，發現位於屏東海生館旁的「龜山」是泥貫入體構造，以及在馬鞍山層發現冷泉碳酸

鹽之煙囪狀露頭，這 2處野外露頭都位於恆春西台地近岸區域，顯示泥貫入體HC3已延伸陸地

下方。

泥貫入體 HC3 的東翼延展到陸地下方

經分析泥貫入體HC3沿著海岸線分布，北從枋寮峽谷北側，南至恆春西台地西側海域，綿

延長度可達約 65 km，為研究區內延展最長的泥貫入體（圖 3）。在震測剖面可見HC3大部分僅

呈現出 1/4~1/2的泥貫入體外貌（圖 5及 6），顯示泥貫入體已延伸進入陸地下部。泥貫入體往

北延伸可能從屏東加祿附近延伸進陸地，沿潮州斷層破碎帶侵入。

「龜山」是泥貫入體構造

位於恆春海生館旁的龜山，因形狀如龜殼而命名，南北方向長度約 680 m，東西方向長度

約 480 m，頂部最高之高程約 62 m，底部高程約 15 m，高度約 47 m。從Google earth可見龜山

呈類似環狀的年輪外觀（圖 7a），經現地調查結果，這環狀是石灰岩礁（圖 7b），研判龜山是

屬於泥貫入體構造，在海域時此泥貫入體構造就已經形成，在後來地體構造運動，造成恆春西

台地抬升，當抬升至適宜珊瑚礁生長的水深時，珊瑚礁便在龜山四周呈環狀生長，當泥貫入體

抬升出露海平面後，原生長的珊瑚礁死亡，形成類似年輪的環狀外觀，而新生長珊瑚礁仍舊

環繞龜山生長，週而復始在泥貫入體抬升過程中形成環狀的石灰岩礁，因此這也記錄了恆春西

台地的抬升歷程。因每層環狀石灰岩礁的高度間距幾近相同，顯示是在一穩定的速率下抬升，

推測主要是地體構造的抬升，而龜山泥貫入體在地體構造運動抬升過程中應沒有快速的抬升活

動，否則應有泥岩出露。

珊瑚礁生長必須要有硬底質的海床才能著床生長（王士偉，2006），而泥貫入體是海域甲

烷氣主要的移棲通道之一（Chen et al., 2014；陳松春，2013），因甲烷氣、沉積物和海水產生一

連串的化學反應，在海床上或淺部地層會有自生碳酸鹽礁生成，因這些自生碳酸鹽礁及生物礁

形成硬底質海床，有利於珊瑚礁著床生長。從高精密水深圖可見，在龜山西北外海約 3 km處

有 2處泥貫入體出露海床（圖 7c），從海底攝影發現，這 2處泥貫入體上部都布滿現生的珊瑚

礁（圖 7d, e），顯示硬底質海床應是泥貫入體甲烷氣逸所形成的，而龜山和這 2處泥貫入體構

造遙遙相對，因此認為龜山是泥貫入體構造，並且是屬於泥貫入體HC3的陸地部分。

自生碳酸鹽礁及煙囪柱露頭

在西南海域高屏上部斜區域，泥貫入體是深部甲烷氣的移棲通道（Chen et al., 2014; 陳松

春，2013），有關冷泉噴氣柱或與甲烷氣有關的自生碳酸鹽礁都和泥貫入體構造有關。前人在

恆春西台地的野外調查，在馬鞍山層發現冷泉碳酸鹽煙囪柱露頭（圖 8），顯示在馬鞍山層有甲

烷氣的冷泉噴氣柱，意謂在這煙囪柱底下或周遭附近應有泥貫入體構造，從冷泉碳酸鹽煙囪柱

露頭之地理位置研判，這冷泉碳酸鹽煙囪柱剛好位於泥貫入體HC3的陸地部分（圖 3），顯示

泥貫入體HC3有延伸進入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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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恆春西台地的西側及西南側之珊瑚礁石灰岩及馬鞍山層中也發現許多冷泉碳

酸鹽礁露頭（王士偉等，2013），經分析其主要碳酸鹽礦物組成為白雲石、方解石與高鎂方

解石，少數含有霰石，全岩碳酸鹽礦物之穩定碳、氧同位素分析結果，δ13C分析值為 -31.8~ 

-7.5‰V-PDB，相伴之 δ18O 值則為 -0.4~ +7.5‰V-PDB。根據 δ13C分析數值，其碳酸鹽所含碳之

主要來源為深部之熱成熟甲烷氣（王士偉等，2013）。從西南海域泥貫入體之研究，在高屏上

部斜坡深部熱成熟氣體主要是經由泥貫入體從深部移棲到淺部地層或海床（Chen et al., 2014），

因此推測這冷泉碳酸鹽礁之熱成熟氣應也是來自泥貫入體，這也再度佐證泥貫入體HC3已延伸

進入陸地。

圖 6　 震測線MCS-S-51（a）及MCS-S-35（b）剖面解釋分析圖。（a）可辨識出MD7、MD9及
HC3等 3處泥貫入體，在海域HC3僅呈現約二分之一的泥貫入體外貌，研判另二分之一
之泥貫入體為延伸進入陸地下方；（b） 可清楚辨識出HC3及HC3-1等 2處泥貫入體，
研判HC3已延伸進入陸地下方。剖面位置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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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灣海域泥貫入體有大量噴氣

經調查研究發現，在南灣海域之珊瑚礁海床上有活躍噴氣現象，如圖 9所示，經採氣分析

結果，甲烷濃度高達 19萬 ppm （海水甲烷濃度背景值約 0.05 ppm），有大量高濃度甲烷氣不

斷從海床上冒出，氣體成分含有乙烷及丙烷氣體成分，顯示為熱成熟氣體，應是來自泥貫入

體。經比對分析，噴氣位置位於泥貫入體HC1 （圖 3）上部之海床，因此南灣海域的噴氣來源

應該是來自泥貫入體HC1。南灣海域海床有廣泛的珊瑚礁生長，顯示該區域有硬底質海床特

性，才有利於珊瑚著床生長，從目前研究結果顯示，這硬底質海床應是泥貫入體之甲烷噴氣造

圖 7　 龜山是泥貫入體構造分析。（a）龜山地形外貌如環狀龜殼；（b）環狀之地形為環狀石灰
岩礁所組成；（c）龜山在外海有 2處出露海床之泥貫入體相對應，本圖位置如圖 3；（d）
及（e）海域 2處出露海床之泥貫入體布滿現生的珊瑚礁，顯示是硬底質海床環境，其硬
底質海床其可能是從泥貫入體逸散之甲烷氣所造成的自生碳酸鹽礁表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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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在恆春西台地馬鞍山層出露的冷泉碳酸鹽礁煙囪柱構造（Giletycz, 2015），顯示馬鞍山層
曾有噴氣的歷史，露頭位置如圖 3。

圖 9　 在南灣海域珊瑚礁可發現旺
盛噴氣現象，經分析甲烷氣
濃度高達 19萬 ppm（海水背
景值約 0.05 ppm），氣體來
源為深部的熱成熟氣體，應
來自泥貫入體構造，噴氣位
置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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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生碳酸鹽礁形成在海床表層，顯示南灣海域的珊瑚礁生長和泥貫入體構造的發育有密切 

關係。

四、南灣海域斷層分布

從南灣海域高精密水深地形圖，可辨識出 2條線型（線型 I及 II）（圖 10a），均約呈東北至

西南走向。線型 I東側為地形高區，西側則為地形低區；線型 II位於線型 I之西側約 3.3公里，

在線型 II的東側明顯下陷。從立體圖展示可清楚看出這 2條線型分布延展情形（圖 10a），顯

圖 10　 恆春南灣海域高精密地形及線型解釋分析圖。（a）高精密水深地形辨識之 2條線型及震
測線（MCS-S-18-1）位置圖；（b）從震測剖面線型 I是對應到一處逆衝斷層，應是恆春
斷層之海域延伸，而線型 II對應的是南灣斷層，從高精密水深地形可清楚看到此線型
東側為下陷側，為正斷層構造，從震測剖面可辨識出正斷層下方為一處泥貫入體構造
（HC1），推測因泥貫入體抬升，造成東翼陷落為正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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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這 2條線型應是構造線型。經分析線型 I應是恆春斷層海域延伸，線型 II為首次發現的正斷

層，本研究命名為「南灣斷層」，以下將這 2斷層的特性概述如下：

恆春斷層海域延伸

從震測剖面MCS-S-18-1之淺層解析可清楚看出線型 I是一處逆衝斷層（圖 10b），另外從

震測剖面MCS-S-16-1及MCS1000-6（圖 4）也可清楚辨識此逆衝斷層，此逆衝斷層往北延伸可

和恆春西台地之 E斷層（恆春斷層）連接（圖 11），研判應是恆春斷層之海域延伸。從震測剖

面MCS-S-18-1 （圖 10b）研判，恆春斷層的垂直逆移至少約 75~100 m，在海域延伸至少約 14.5 

km，由於在斷層附近的地層嚴重被擾動，顯示應還具有相當的活動性。

南灣斷層

從震測剖面MCS-S-18-1之淺層解析可清楚看出線型 II是正斷層構造（圖 10b），本研究命

名為「南灣斷層」，從震測剖面，可見南灣斷層底下為泥貫入體HC1，而南灣斷層位於泥貫入

體東翼陷落，顯示應是底下泥貫入體（HC1）抬升發育，而在側翼下陷，形成正斷層外觀。從

震測剖面及高精密地形資料研判，南灣斷層的陷落不大，約小於 10 m，延展長度約 5.6 km，但

由於斷層在海床上造成相當明顯的線型，錯動現生的珊瑚礁海床，顯示還在持續活動中，這也

顯示泥貫入體HC1還在持續活動抬升中。

五、潮州斷層海域延伸

潮州斷層陸上之最南端是位於屏東加祿附近，由於斷層在新埤附近之近地表處沖積扇礫

石層撓曲及板岩逆衝於礫石層之上（林啟文等，2009），顯示斷層應還是持續活動，為活動斷

層。本研究使用的海域震測資料已是相當靠近陸地，離陸地最近只約 500 m，然而從震測剖

面，仍未發現潮州斷層的跡象，另在陸地之竹坑鑽井（圖 3），鑽深為 100 m，從 50-100 m均

是斷層剪裂帶（圖 12），以往研究資料，在這陸地上並未顯示有地質構造，這剪裂帶應可是

潮州斷層剪裂帶。推測海域潮州斷層可能緊鄰海岸線南延，位置可能在泥貫入體HC3的東翼

（圖 6），約在海岸線之海域約 500 m範圍內，或緊鄰海岸或近陸附近，往南延伸，應可連接到

陸上的恆春斷層（圖 3）。

六、恆春西台地東傾的構造模式

從震測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恆春西台地西側海域並未發現推論的「西海岸斷層（W斷

層）」，取而代之的是存在貫入體（HC3），泥貫入體西翼在海域，東翼則延伸在恆春西台地的

陸地下方，由於泥貫入體持續抬升的結果，造成恆春西台地的地層微向東傾（圖 13）。但在造

山運動持續的側向擠壓應力，可能在泥貫入體東翼和恆春西台地地塊界面處，形成逆衝斷層，

但這斷層並不是造成恆春西台地東傾的主因，真正主因仍歸因於泥貫入體的抬升活動。

七、結語

恆春西台地東傾的地形，主要是西側海域泥貫入體已延伸進陸地下方抬升所造成的，無關

斷層構造，這凸顯國內的地質研究，常在有限的資料下，過度推論解釋的問題，學研界必須審

慎重視「凡事必須要有所本」的科研價值。泥貫入體廣泛分布在臺灣西南海域高屏上部斜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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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海底峽谷及海脊地形的發育與演化和泥貫入體的抬升息息相關，潮州斷層的海域延伸段可

能沿近岸區往南延伸，並且和泥貫入體的發育有關，而新發現的南灣斷層也是泥貫入體抬升所

造成的，斷層錯動現生珊瑚礁海床，並有大量噴氣，顯示南灣海域之泥貫入體仍活躍抬升中。

從本研究結果，讓筆者頓悟，原來南灣海域之所以有廣泛的珊瑚礁生長，可能和泥貫入體的發

育有關，珊瑚生長的條件除了適當的溫度及水質環境外，還需能讓珊瑚著床生長的硬底質海

床，而泥貫入體噴氣在海床所造成的碳酸鹽礁，造就了利於珊瑚著床生長所需的天然硬底質海

床環境。

圖 11　南灣海域之泥貫入體、恆春斷層及南灣斷層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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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恆春西台地東傾抬升之地質構造模式。因泥貫入體（HC3）在西台地西側海域發育，在
抬升過程中將西台地上拱，造成地層向東傾。在擠壓應力過程中，在泥貫入體東翼可能
有逆斷層形成。本圖修改轉繪自陳柏村及紀權窅（2010）。

圖 12　 竹坑鑽井斷層剪裂帶。竹坑鑽井深度 100 m，約從 50~100 m均是斷層剪裂帶，可能是潮
州斷層剪裂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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