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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930 魏國彥 西太平洋低緯度帶更新世地層界線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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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30 洪崇勝 臺灣更新世磁生物地層 

1030-1100 休息與交流/Coffee break 

1100-1130 陳文山 臺灣海岸山脈上新世與更新世岩性地層

與地體構造 

1130-1200 林殿順、楊志成 臺灣前陸盆地岩性地層與盆地演化 

1200-1300 午餐/Lunch time 

1300-1330 王士偉 恆春石灰岩研究新展望 

1330-1400 張鈞翔、蔡政修 臺灣更新世脊椎動物化石 

1400-1440 陳棋炫 臺灣北部第四紀地質圖調查進展及出版

規劃 

1440-1510 洪崇勝、謝凱旋、楊志成、 

林殿順 

後龍溪與大甲溪上新世與更新世磁生物

地層與岩性地層野外地質考察簡介 

1510-1540 海報研討/Poster session 

1540-1600 羅立 東亞與西太平洋更新世古氣候 

1600-1620 汪良奇 臺灣更新世花粉地層 

1620-1720 會議總結與討論/Discussion and Summary 主持人: 魏國彥 

1620-1635 李錦發 召喚地質圖計畫 

1635-1650 沈川洲 第四紀研究會報告與國際交流 

1650-1700 洪崇勝 臺灣陸上第四紀磁生物地層的未來研究 

1700-1720 林殿順 地層古生物研究會報告 

1720- 會議結束/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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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低緯度帶海洋岩芯更新統地層界線回顧 

Boundaries of Pleistocene Series in Pacific Low-Latitudes Marine 

Cores: An Overview 

  

魏國彥 Kuo-Yen Wei 

臺灣大學地球尖端科學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Future Ear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  要 

本文檢視西太平洋低緯度地帶（20∘N – 10∘S）含有更新統的海洋地層紀錄，並試圖

提出目前最適合作為西太平洋海陸更新統對比的參照系。基於國際地層委員會第四系地層

亞委員會（Subcommission on Quaternary Stratigraphy, SQS）最新出版的時間地層對比表

（Cohen and Gibbard, 2019），本文評估相關岩芯的磁地層、氧同位素地層及鈣質浮游化石

（浮游有孔蟲及鈣質超微化石）之生物年代學的表現。從西向東共有七個岩芯列入評估，分

別為南海的 ODP1143、ODP1146、ODP1148，西菲律賓海的 MD97-2143、MD06-3050 以及

西赤道太平洋的  ODP1115B 與 ODP807。 

 

比較結果顯示 ODP1115B 的紀錄最為優越，原因為：（1）岩芯水深最淺（1149 公尺），

鈣質浮游化石保存良好，主要年代指標化石經由定量研究已精細定義其初現面（FO）與終

現面（LO）（Chuang et al., 2018），（2）多數磁地層的帶及亞帶已辨認，（3）有高解析度之浮

游有孔蟲氧同位素曲線，並與國際標準曲線 LR04（Lisieck and Raymoi, 2005）完成精細對

比。本岩芯共辨認 18 個浮游鈣質化石的生物年代面（biochronologic datum levels），可供學

者進行海洋岩芯及陸上海相岩芯對比之共同基礎。 

 

有關後續工作，本文建議：（1）與 ODP1115B 鄰近的 MD05-2925 岩性呈現明顯進動

（precession） 與地軸傾斜（obliquity）週期，故可對 ODP1115B 岩芯應進行高解析度 XRF

掃描，而進行高解析度的天文微調，藉以增強其氧同位素地層解析度，而得以與西太平洋地

區諸多優良洞穴石灰岩紀錄對比；（2）位於呂宋島東側的 MD97-2143 與臺灣相近，已有高

解析度的底棲有孔蟲氧同位素地層以及完整的磁地層（Horng et al., 2002），並有 10 層火山

灰層（Ku et al., 2009）及微雷公墨沈積（Lee and Wei, 2000），應進一步建立其鈣質浮游生物

地層，而提供東海、南海、臺灣海峽及臺灣陸上更新統對比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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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更新世生物地層 

 

謝凱旋 1、洪崇勝 2 

 
1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摘  要 

於 2009 年，更新世（第四紀）的起始界面已由 Calabrian 階的的底部（1.806 Ma）修訂

至 Gelasian 階的底部（表一），年代為 2.588 Ma，此一 Gelasian 全球標準地層剖面（GSSP）

的地點是位在義大利西西里島的 Gela 小鎮。由表一可知，更新世的起始界面略晚於磁地層

的高斯與松山世代的界面（2.595 Ma），在此界面的上下有鈣質超微化石 Discoaster tamalis

末現面（2.76 Ma）、D. surculus 末現面（赤道大西洋：2.53 Ma；赤道太平洋：2.717 Ma）和

D. pentaradiatus 末現面（2.48 Ma），此時間界面也約略相當於馬丁尼氏（Martini, 1971）超

微化石帶 NN16 的上界或是位在貝克曼氏（Backman et al., 2012）新修訂的 CNPL5 化石帶

範圍內。在浮游性有孔蟲化石方面，此界面之下有 Globorotalia tosaensis 始現面（3.35 Ma）

和 Dentoglobigerina altispira 末現面（3.046 Ma），界面之上有 G. limbata 末現面（2.39 Ma）、

G. pseudomiocenica 末現面（2.30 Ma）及 G. truncatulinoides 始現面（2.012 Ma），即浮游性

有孔蟲化石帶 N21 或屬於韋德氏（Wade et al., 2011）新修訂的 PL5 化石帶範圍內（表一）。

準此，在臺灣地層中要界定出更新世起始面即可利用上述磁地層和微體化石生物地層面進

行約制或劃定。陳培心等（Chen et al., 1977）在苗栗出磺坑剖面的磁生物地層研究將高斯與

松山世代的界面定在卓蘭層最下部，惟當時僅依據一個正向採點推定為高斯世代，並於層

位上下找到少量超微化石 D. pentaradiatus 和 D. surculus 作為約制。後來古地磁的研究得出

在台中市草湖溪出露的錦水頁岩頂部及卓蘭層底部也有許多正向磁極紀錄，因此目前大都

認為更新世的起始面是在卓蘭層最下部或是卓蘭層和錦水頁岩交界附近。本文利用此次「臺

灣更新世地層」研討會之機會，展示最新微體化石生物地層的資料並整合古地磁的結果，藉

以檢視臺灣西部麓山帶更新世起始面的地層層位。 

 

卓蘭層/錦水頁岩界面與更新世起始面 

黃廷章（Huang, 1976）曾在苗栗後龍溪出磺坑剖面的超微化石研究中將錦水頁岩歸在

化石帶 NN13-NN15 之上部（表二），NN15/NN16 的界線（即 Reticulofenestra pseudoumbilica

末現面）就劃在錦水頁岩與卓蘭層的界面處，但他同時也觀察到 Sphenolithus abies 數量遽

減的層位是在魚藤坪砂岩段之下部。陳培心等（Chen et al., 1977）沿用了 Reticulofenestra 

pseudoumbilica 末現面是在錦水頁岩/卓蘭層交界處的看法，即 R. pseudoumbilica 末現面是

在高斯世代上界之稍下方絕滅。但之後黃廷章（Huang, 1980）以及黃廷章和丁志興（1981）

查覺到上述所謂的 R. pseudoumbilica 實際上是較小型 R. minutulus （< 4μm），而非葛德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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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 1967）所命名的標準型 R. pseudoumbilica （≧7μm），因此將錦水頁岩和卓蘭層交

界處的 R. pseudoumbilica 末現面更名為 R. minutulus 末現面，而真正大型的 R. 

pseudoumbilica 末現面改劃在錦水頁岩底界（即與魚藤坪砂岩段交界處）。也就是說，錦水

頁岩內大型 R. pseudoumbilica 已滅絕，但仍有較小型 R. minutulus，也因此 NN15/NN16 的

界線應改畫在錦水頁岩的底界，而錦水頁岩應已進入 NN16 化石帶範圍內。只是紀文榮等

（1984）仍將錦水頁岩劃入 R. pseudoumbilica 帶之上部（表二），如此錦水頁岩所屬超微化

石帶就和黃廷章等人不一致，也易造成後人使用化石生物帶上之混淆。在古地磁地層方面，

目前已分別在（1）苗栗明德水庫獅潭川永興一號橋（2）苗栗後龍溪永福農路（3）台中草

湖溪竹村橋（4）雲林草嶺鹿窟一號橋和（5）嘉義毛樹溪仁俊橋、太興橋等錦水頁岩、卓蘭

層出露地區進行採樣（圖一），得知在錦水頁岩頂部和卓蘭層底部有正向磁極紀錄，此外，

在錦水頁岩的底部則有部分採樣點呈現反向磁極的紀錄，這些正向與反向磁極是否歸屬於

高斯世代（3.596-2.595 Ma）仍待進一步證實。本文為了探討更新世起始面的層位，除台中

草湖溪因缺乏指準化石外，乃針對上述 4 處的微體化石進行分析並整合古地磁的結果進行

討論。 

苗栗明德水庫獅潭川的永興一號橋和嘉義毛樹溪的仁俊橋兩處採樣點屬於錦水頁岩最

下部的層位（圖一），超微化石在兩處標本皆鑑定出屬於 NN16 之化石組合，並未出現屬於

NN15 化石帶的指準化石 R. pseudoumbilica （大型≧7μm）和 Sphenolithus abies，顯示錦水

頁岩最下部確實已進入 NN16 化石帶。在浮游性有孔蟲方面，於仁俊橋鑑定出 Globorotalia 

tosaensis，此結果和超微化石的 NN16 生物帶脗合，由此得知錦水頁岩底部可能年輕於 3.35 

Ma（G. tosaensis 始現面，表一）。只是仁俊橋的 5 個古地磁採樣點皆屬正向，而永興一號橋

的錦水頁岩底部其部分採樣點則呈現一小段的反向紀錄，此一反向可能對比至高斯世代中

的 Kaena （3.116-3.032 Ma）或 Mammoth（3.330-3.207 Ma）反向事件。在錦水頁岩最上部

的標本中，草嶺鹿窟一號橋和後龍溪永福農路兩地點（圖一）的超微化石皆鑑定出

Pseudoemiliania lacunosa, Calcidiscus macintyrei, D. brouweri, D. pentaradiatus，且僅發現極

少量的 D. surculus，顯示錦水頁岩最上部可能仍屬 NN16 化石帶。在浮游性有孔蟲方面，草

嶺鹿窟一號橋和毛樹溪太興橋也出現有 G. tosaensis，顯示錦水頁岩最上部依然仍屬 N21 化

石帶範圍內（表二）。苗栗後龍溪永福農路之錦水頁岩頂部及卓蘭層底部經密集採樣，在此

層界之上的卓蘭層底部出露有一段厚層粉砂質頁岩，其大部分採樣點仍鑑定出稀少的 D. 

surculus，而厚層粉砂質頁岩之上部則只出現 D. brouweri、D. pentaradiatus。在古地磁方面，

此厚層粉砂質頁岩段和錦水頁岩最上部的採點皆為正向磁極，應歸屬於高斯世代最上部

（3.032-2.595 Ma），因此研判更新世的起始面（即 NN16/NN17 界線或 D. surculus 末現面）

可能就在卓蘭層底部厚層粉砂質頁岩略上方的地層中。 

 

澐水溪層下段與更新世起始面 

位在嘉義的澐水溪剖面出露的地層由下往上依序有：中崙層、鳥嘴層、澐水溪層、六重

溪層、崁下寮層和二重溪層，其中的中崙層、鳥嘴層、澐水溪層是標準地層剖面（圖二）。

紀文榮（Chi, 1980）首先在此一剖面進行超微化石研究，於中崙層、鳥嘴層、澐水溪層和六

重溪層中辨識出 4 個超微化石生物地層基準面，即 Ceratolithus acutus 始現面位在中崙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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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Ceratolithus rugosus 始現面位在鳥嘴層底部、Reticulofenesta pseudoumbilica 末現面在澐

水溪層之下部、Gephyrocapsa oceanica 始現面則在六重溪層之下部。隨後，黃廷章和丁志

興（1981）也發表了此一剖面的超微化石研究，他們辨識出 7 個生物地層基準面，即 P. 

lacunosa 和 small Gephyrocapsa 之始現面，二者層位相同，皆落在鳥嘴層下部，S. abies 和

R. pseudoumbilica 末現面位在鳥嘴層中段，R. minutula 末現面位在澐水溪層底部，D. 

pentaradiatus 末現面位在澐水溪層之中段，Gephyrocapsa oceanica 始現面也是在六重溪層

之上部。該文中 D. brouweri 之末現面並未列為澐水溪剖面之生物地層基準面，但在其圖中

標示有 D. brouweri 的末現面是位在 G. oceanica 始現面下方的六重溪層中段。比較上述兩

篇文章最大差異仍在於 R. pseudoumbilica 末現面劃定的層位不同，紀文榮（Chi, 1980）認為

是在澐水溪層之下部，而黃廷章和丁志興（1981）則是劃在鳥嘴層中段。實際上 R. 

pseudoumbilica （≧7μm）末現面和 S. abies 末現面的年代極為接近，因此 R. pseudoumbilica 

（≧7μm）的末現面和 S. abies 末現面的層位皆一致位在鳥嘴層中段應較為合理。在磁地層

方面，位在澐水溪層下段記錄有正向磁極，而其上之澐水溪層中段和上段則皆屬反向磁極

（圖二）。 

為了瞭解澐水溪層下段之正向採點是否屬於高斯世代，且為了界定出更新世的起始界

面，乃選取此一剖面於澐水溪層中所採集 28 個岩樣重新進行超微化石分析，結果可以辨識

出 D. surculus 末現面（NN16/NN17 界面）和 D. pentaradiatus 末現面（NN17/NN18 界面）

兩個生物地層基準面（圖二），和前人資料比較，除了新增 NN16 帶上界面外，並可據以略

為修訂黃廷章和丁志興（1981）所標示之 D. pentaradiatus 末現面和 D. brouweri 末現面位

置，亦即澐水溪層可辨識出 NN17 和 NN18 化石帶，唯 NN18 化石帶上界面因化石稀少仍較

難認定，有待進一步查核。由圖二可知，D. surculus 末現面下方的地層（即東側上游處）其

磁極紀錄主要為正向，從磁生物地層資料研判，此段應屬高斯世代上部，且可對比至後龍溪

永福農路卓蘭層底部及錦水頁岩上部的正向磁極層位。換言之，更新世的起始界面應在澐

水溪層的下段。此層位往上，除了 NN17 底部有兩個採點疑似正向磁極外，直至澐水溪層上

界皆屬磁極反向，此段應屬松山世代下部，而六重溪層底部出現的正向採點則判釋應屬松

山世代內的 Olduvai 正向磁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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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上新世和更新世磁極世代和微體化石生物地層年代表。 

 

表二 黃廷章與紀文榮在 Reticulofenestra pseudoumbilica 末現面劃定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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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臺灣西部麓山帶錦水頁岩和卓蘭層底部微體化石採點和古地磁正/反磁極紀錄。（A）

苗栗獅潭川永興一號橋（B）苗栗後龍溪永福農路（C）台中草湖溪竹村橋（D）雲林草嶺

鹿窟一號橋（E）嘉義毛樹溪仁俊橋及太興橋。十字點為化石採樣點，圓點為古地磁採樣

點，黑色實心表正向磁極，白色實心表反向磁極，空心圓點表非古地磁定向採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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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嘉義澐水溪剖面更新世起始界面附近地層之超微化石帶和正/反磁極紀錄。紅色方形

為超微化石採樣點，圓點為古地磁採樣點，黑色實心表正向磁極，白色實心表反向磁極，

灰色實心表示磁極疑似正向。 

 

  



8 
 

 

臺灣更新世磁性生物地層 

 

洪崇勝 1、謝凱旋 2 

 
1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 
2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摘  要 

自 2009 年以來，國際地質科學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logical Sciences, IUGS）

及國際地層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 ICS）重新界定了更新世

（Pleistocene）的年代，其起始的時間由 1.806 Ma 下修至 2.588 Ma。由圖一的磁極世代年

表可知，更新世的起始位在 Matuyama 反向期的底部，略晚於 Gauss 正向期頂界（2.595 Ma）。

由圖一亦可知，更新世以來的正/反磁極界面的年代、磁極游移事件（Excursion）以及化石

基準面的定年，歷經多年的修訂業已有相當詳細的紀錄與精確年代，因此若能以磁性地層

及生物地層之整合做為更新世地層的定年工具，將大大提升沉積層定年的精準度與解析度。

自中新世晚期（約 6.5 Ma）以來，臺灣受到造山運動的影響，更新世的地層廣布於臺灣的

西部麓山帶、東部海岸山脈、南部恆春半島。而最早從事臺灣磁性與生物地層之工作則當屬

1977 年陳培心等人針對苗栗後龍溪出磺坑剖面以及旗山二仁溪古亭坑剖面所做的研究。本

報告將以新的磁性生物地層及磁性礦物資料重新檢視此二剖面磁地層認定的合理性。新的

資料顯示，後龍溪剖面的 Gauss 正向期與 Matuyama 反向期的界面（2.595 Ma）確實如陳培

心等人當初的認定，是位在卓蘭層底部，而 Olduvai 正向磁極（1.925-1.780 Ma）是記錄在

卓蘭層的中段。新的資料進一步顯示 Jaramillo 正向磁極的紀錄（1.071-0.990 Ma）是位在頭

嵙山層的香山段，填補了陳培心等人當初未做古地磁量測的缺憾。至於旗山二仁溪古亭坑

剖面的磁地層，陳培心等人當初所認定的 Jaramillo 及 Brunhes 正向磁極，皆與超微化石生

物基準面所該對應的磁地層相衝突，究其原因乃是古亭坑層普遍含有因甲烷還原態成岩作

用而生成的磁性硫複鐵礦 （greigite, Fe3S4），導致岩層記錄了後期磁化而誤導磁地層的認定，

因此需要重新加以修正。除了重新檢視此二剖面的磁地層外，本報告也將對臺灣東部海岸

山脈以及西部麓山帶代表性的地層剖面，展示其磁性與生物地層的結果以及正/反磁極界面

所在的地層位置。此外，經由臺灣北、中、南地區類頭嵙山層磁性生物地層的建立，本報告

亦將探討更新世以來造山運動期間山脈快速隆升的同時性或異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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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8 百萬年前（Ma）以來的磁極世代年表及鈣質超微化石基準面的年代（Raffi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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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岸山脈上新世至更新世岩性地層與地體構造 
 

陳文山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摘  要 

海岸山脈地層依據地體架構分為兩個主要層序，一、火山弧層序，奇美火成雜岩（灣

潭熔岩流、天港山侵入岩）、都鑾山層（石門火山角礫岩、石梯坪凝灰岩與鱉溪再積火

山碎屑岩）、港口石灰岩。鋯石鈾鉛定年表示灣潭熔岩流年代15-9 Ma；最後期火山噴發的

石梯坪凝灰岩為<8.6-4.2 Ma；鱉溪再積火山碎屑岩為<5.6-4.94 Ma。依據化石估計的年代，

港口石灰岩年代為<5.6->3.35 Ma。二、前陸盆地層序，蕃薯寮層、八里灣層、利吉層，與

卑南山礫岩。依據化石與磁地層估計的年代，蕃薯寮層<5.2-3.35 Ma；八里灣層為3.35-~0.8 

Ma，卑南山礫岩為<0.5 Ma。 

南中國海海殼隱沒始於15 Ma，結束於4.2 Ma。此時間臺灣東部早已經進入前陸盆地階

段，蕃薯寮層已經接受到輕度變質岩山脈的碎屑沉積物（廬山層與利吉層），如變質砂岩、

硬頁岩及板岩；八里灣層以變質砂岩、板岩與蛇綠岩為主（廬山層與利吉層），1.5 Ma出現

片岩碎屑沉積物。約0.5 Ma之後才以片岩與大理岩（大南澳片岩）為主。 

 

岩石地層 

海岸山脈的大地構造演化史，分為板塊隱沒期與弧陸碰撞期。板塊隱沒期形成一

系列海底火山島弧，構成弧前與弧後盆地，堆積一套典型由深海演變至陸相環境的火

山弧層序。板塊碰撞期的後前陸盆地（retro-foreland basin）堆積一套來自造山帶由深

海至陸相環境的沉積層序，紀錄了造山山脈的剝蝕歷史。這兩個不同構造環境的岩

層，代表從隱沒到碰撞環境的典型沉積層序架構。為釐清此問題，首先須瞭解各地層

的年代與沉積物組成，才能夠深入解讀臺灣造山帶隆起與剝蝕時序。  

隱沒時期產生的火山島弧沉積層序，由下而上分別為奇美火成雜岩（熔岩流與侵入

岩）、都鑾山層（火山碎屑岩），及港口石灰岩。此火山層序代表由深海演變至陸地火山

作用呈現的岩相變化。火山沉積層序演化表示從隱沒作用開始形成火山島弧，隨著

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北移動，逐漸脫離隱沒帶，至早上新世岩漿活動停止。  

張麗旭（Chang, 1968）依據有孔蟲生物地層，重新命名為蕃薯寮層與八里灣層。鄧屬予

（Teng, 1979）與陳文山（1988）發現兩地層的沉積物組成差異很大，蕃薯寮層與八里灣層

的劃分，對於解讀造山帶的演化機制及剝蝕歷史具有重大的意義。蕃薯寮層的砂岩是以石

英、硬頁岩與變質砂岩為主的淺色砂岩，及棕色火山碎屑砂岩，頁岩呈黑色；八里灣層的砂

岩與頁岩呈青灰色，以變質砂岩、板岩與蛇綠岩為主，依岩性野外可以清楚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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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欲瞭解臺灣造山運動的大地構造演化，須由東部海岸山脈前陸盆地的沉積層序開始解

析。經由定年、生物與磁地層對比獲得各地層年代，海岸山脈火山島弧最早期的灣潭熔岩流

的鋯石鈾鉛年代為 15-9 Ma，表示隱沒開始於 15 Ma，此時正是南中國海海殼擴張停止。朝

向西北移動而接近歐亞大陸東緣，並與大陸邊緣發生擠壓隱沒，並產生變質。 

約 12-10 Ma 山脈（脊樑山脈）開始隆起，弧溝間的弧前盆地轉變為前陸盆地環境。火

山島弧因而脫離了隱没帶，終止長達約 11 Ma 的火山活動。造山帶沉積物逐漸堆積在前陸

盆地。 

晚中新世，後前陸盆地（retro-foreland basin）開始接受來自西側脊樑山脈沉積物（恆

春半島與海岸山脈），蕃薯寮層以石英、變質砂岩與硬頁岩岩屑為主（部份地層含板岩岩屑），

以及來自東側火山島弧的火山與生物碎屑沉積物。從沉積物組成特性分析，研判上新世造

山帶出露地表岩層應以沉積岩為主（如西部麓山帶），及部分輕度變質岩岩層（如雪山山脈）。 

晚上新世持續的碰撞造山造成臺灣島持續隆升與剝蝕，八里灣層沉積物組成產生轉變

為含大量板岩、變質砂岩與蛇綠岩岩屑，以及少部分安山岩碎屑，至八里灣層最上部沉積

物還發現含大南澳片岩的碎屑沉積物（1.5 Ma）。顯然晚上新世，造山帶岩層已被剝蝕

出露輕度變質的板岩層與變質砂岩層，上新世至晚更新世，堆積在海岸山脈後前陸盆地的

碎屑物，應來自現今中段脊樑山脈。然而這些未變質沉積岩與輕度變質岩岩層在現今脊樑

山脈都已經被侵蝕消失，目前出露岩層主要為中度變質的大南澳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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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前陸盆地岩性地層與盆地演化 

林殿順 1、楊志成 2、徐偉唙 1、廖明威 2、江紹平 3、邱子軒 4、慧美麗 1、邱維毅 5 
1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2臺灣中油探採事業部 
3科技部前瞻及應用科技司 

4黎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5臺灣中油探採研究所 

 

摘  要 

因著歐亞板塊往下俯衝於菲律賓海板塊的呂宋島弧下方，呂宋島弧與歐亞大陸碰撞所

產生的造山帶與前陸盆地系統，便跨騎在張裂型的歐亞大陸地殼邊緣之上，臺灣前陸盆地

成為發育於張裂大陸地殼上方的「外圍前陸盆地」。臺灣前陸盆地的幾何形狀受下伏、暨

存的張裂大陸邊緣的盆地與基盤高區分布影響，約在北港高區附近，可將盆地分為北盆地

與南盆地兩部分。北盆地地層厚度可達約 5 公里厚、盆地沉陷主要為造山帶與沉積物荷重

撓曲所致；南盆地地層厚度可達約 7 公里厚、盆地沉陷除了撓曲之外，正斷層作用也有不

小的貢獻。臺灣前陸盆地約於 6 百萬年前開始形成，前陸盆地最底部的地層為晚期中新世

的桂竹林層及同期地層，該層整合於被動大陸邊緣最上部的南莊層與其同期地層之上。前

陸地層往西減薄且盆地底部地層往西變年輕，且上覆於前陸基底不整合面之上。前陸盆地

古環境受控於碰撞前被動大陸邊緣呈東北-西南走向，且往東南方向水深變深的影響。臺灣

碰撞造山後，前陸盆地環境由北往南、朝南中國海方向變深。前陸沉積物傳輸主要為順著

盆地走向、平行造山帶往南的縱向傳輸。 

前陸地層由老至新可分三套，第一套地層為堆積於靠近前凸起、沉積物源自歐亞大陸

的晚期中新世地層，在北盆地為桂竹林層（關刀山砂岩、十六分頁岩、魚藤坪砂岩）；南

盆地為糖恩山砂岩（烏山層、木柵層）、鹽水坑頁岩（蓋子寮頁岩、中崙層）、隘寮腳層

（鳥嘴層）等三層及相當地層。第一套地層除了往西減薄之外，在北盆地南部，該層也往

南上覆於北港高區，於局部地區甚至消失。在南盆地，此套地層厚度明顯大於北盆地，可

達約 1 公里厚（北盆地桂竹林層最厚約為 0.6 公里）。本套地層為淺海堆積，環境由西北

往東南方向變深。南盆地可能在鹽水坑頁岩與隘寮腳層堆積時期，有多條正斷層發育，於

大約現今旗山斷層附近，發育一條可能為東北-西南走向、往北傾的盆地邊界正斷層。於斷

層上盤形成深水盆地，本文稱為「古亭坑凹陷」，堆積古亭坑層；斷層下盤為淺海與濱海

環境，堆積南勢崙砂岩。 

第二套地層為前陸盆地環境最深的錦水頁岩（北盆地）與南盆地的茅埔頁岩（沄水溪

層），古環境由西北往東南以及往南變深。臺灣海峽與臺灣西部麓山帶所見的第二套地層

古環境，為由西北側的濱海相往東南變深為淺海相。此時的古亭坑凹陷，仍為深水的凹

陷，堆積深水相的古亭坑層。本期古海岸線仍與第一套地層相同，屬於前陸盆地西側、靠

近前凸起的大陸海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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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地層為北盆地的卓蘭層與頭嵙山層以及南盆地的六重溪層、崁下寮層、二重溪

層、六雙層等地層及其相當地層。於堆積下部卓蘭層及相當地層時期，古環境由西往東變

深，沉積環境為濱海至淺海相，海岸線仍屬前陸盆地西側的大陸海岸線。上部卓蘭層以及

頭嵙山層，古環境轉變成前陸盆地東側的臺灣造山帶海岸系統，環境由東側的陸相往西變

成濱海相。第三套地層堆積時，南盆地的深水古亭坑凹陷逐漸被填滿，直到約為二重溪層

（上部古亭坑層）時期，此深水凹陷才被填滿成為南北一致的淺海，最後盆地被淺海至陸

相的六雙層（崎頂層）沉積物填滿。第三套地層堆積晚期，於前陸南部深水區開始發育數

個背斜構造，形成局部淺水高區，數個透鏡狀珊瑚礁體開始發育於背斜上方。 

第三套地層堆積時，約於卓蘭層早期，南盆地仍為深水環境的古亭坑凹陷之南緣，開

始堆積濱海相、含低度變質岩碎屑的雞南山砂岩。於此同時，原本堆積南勢崙砂岩的地塊

被旗山（逆）斷層抬升，斷層上盤岩層傾斜被侵蝕，形成交角不整合面。旗山斷層的活動

使得其上盤成為載運盆地，其上堆積陸相至濱海相、含變質礫岩的大社層與嶺口礫岩。旗

山斷層的活動將源自變質岩區的流域（古高屏溪）侷限在旗山斷層東側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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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石灰岩研究新展望  

 

王士偉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地質學組 

 

摘  要 

「恆春石灰岩」，是在1934年由六角兵吉與牧山鶴彥所提出；包括在恆春西台地、網紗

溪附近、恆春龍泉巖、鼻子頭東方台地、馬鞍山、龜子角、鵝鑾鼻台地、以及吧龜角等地所

出露之石灰岩地層。 

根據近年研究回顧指出，恆春石灰岩大致可以恆春斷層為界，在其西側者主要為生物

碎屑石灰岩，僅在關山有零星的近礁相石灰岩，與恆春斷層以東的龜仔角台地到鵝鑾鼻一

帶，有良好珊瑚礁石灰岩的發育明顯不同。尚且，在晚近的恆春半島地質圖中，恆春斷層東、

西兩側的恆春石灰岩，也分別以不同顏色標示其間的不同。 

本報告，主要係聚焦於恆春西台地的恆春石灰岩探討。在恆春西台地出露的地層，包括

馬鞍山層、恆春石灰岩、四溝層，以及太平層等；其中，位於最下層位仍未膠結的馬鞍山層

泥質岩，構成西台地的基底岩層，並以交角不整合與上覆恆春石灰岩相接觸；至於恆春石灰

岩，則是恆春西台地主要的碳酸鹽岩地層，也是台地西緣陡崖直壁出露的最主要地層。前人

的諸多調查與研究結果，顯示恆春石灰岩側向變化多樣，因而有蟳廣嘴石灰岩、萬里桐石灰

岩、關山石灰岩，以及貓鼻頭石灰岩等區分、並且在與其他地層的接觸關係上也頗為複雜。 

歷來，對恆春西台地石灰岩的研究，由於地層出露相當有限，只能針對西側陡崖、東側

頂頭溝、頭溝、三溝與四溝小溪溝露頭，以及少數台地高處或道路挖掘面等地層出露面進行

調查。根據近年野外觀察、新鑽探超過10孔以上岩心材料，以及各孔位e-GPS精確定位與正

高解算結果，顯示：1. 恆春西台地南、北兩段的石灰岩基底界面都是北高南低，石灰岩在

南端都最厚且超過70m，不過岩性組成不同；2. 石灰岩基底大多不是典型馬鞍山層泥岩，多

孔岩心所見者均為粗粒礫岩組成；在北段西台地萬佛寺鑽井中，礫岩厚度甚至超過100m；

3. 萬佛寺鑽井與龜山頂部鑽井中，石灰岩厚度分別為71.8m與8.0m，但是石灰岩基底正高差

異很小；4. 關山山坡鑽井岩心中，地面以下超過100m泥質砂岩中有造礁石珊瑚碎塊；5. 關

山山坡鑽井與公路剖面地層觀察結果，石灰岩頂部約6m厚地層確為珊瑚礁石灰岩，但其中

部有一現今為水平之侵蝕界面；6. 核三廠出水口海岸鑽探岩心，顯示該地點馬鞍山層最頂

部有超過12m厚度的冷泉碳酸鹽岩發育；以及7. 風吹砂海岸三孔鑽井，石灰岩基底均為剪

裂破碎之泥質砂岩…等等，都顯示未來若能進行更多地下地質資料蒐集與累積，將可對恆

春半島地質演育的未來研究提供新的探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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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更新世脊椎動物化石 

 

張鈞翔 1、蔡政修 2 
1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地質學組 

2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摘  要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東緣，隨著第四紀以來全球性冰河週期所引起的海平面上升、下降，

讓臺灣有機會不只能發現海洋中大型的哺乳動物、也有許多和歐亞大陸連接時所來到的大

型陸域脊椎動物化石。依年代區分可包括更新世早、中期的「左鎮動物群」、更新世中、晚

期的「澎湖動物群」，以及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的「墾丁洞穴動物群」。「左鎮動物群」以早

坂犀牛、劍齒象、金絲猴為代表，並有各種大小型肉食動物，多樣且完整的動物門類，是瞭

解臺灣早期生態體系與生物多樣性演變的關鍵動物群。「澎湖動物群」以古菱齒象、德氏水

牛、四不像鹿為代表，和華北動物群有一定的相似度，提供了動物群長途遷徙的重要線索；

另外，澎湖原人以及大型鯨魚如灰鯨、露脊鯨等的發現，也讓臺灣所發現的古生物能放進一

個全球、大尺度的架構中。「墾丁洞穴動物群」則包括了臺灣獼猴、山羌、梅花鹿、石虎等

現生物種以及近期花豹、豪豬、和新竹古鹿等已經在臺灣滅絕的物種，也將會替臺灣古生態

環境與物種保育提供全新的思維，也就是近期正在發展的「保育古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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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部第四紀地質圖調查進展及出版規劃 

 
陳棋炫、邵屏華、陸挽中、張閔翔、王婷慧、江婉綺、張育仁、郭若琳、李錦發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摘  要 

第四紀地質年代史上，歷經冰期、間冰期、海水面循環變化、地盤抬升、構造陷落以及

火山活動，形成了豐富的地形地貌，例如在臺灣北部的臺北盆地、林口及桃園台地群、宜蘭

平原，及大屯火山群。由於臺灣地狹人稠，北部第四紀地層所分布之區域，幾乎為現代文明

活動所開發，人類活動經常會利用到第四紀地質資源，同時也可能產生地質災害，近年研究

已顯示與平原區的淺層沉積物類型及分布範圍有直接關聯，例如地層下陷、土壤液化、地下

水資源、土壤資源等，因此實有必要針對第四紀地質進行主題圖資之調查，作為資源開發、

災害防治及環境保護之參考，並提升國人對於生活環境之進一步了解。 

本文以桃園台地群往東延伸至宜蘭平原往北之地區為例，進行第四紀地層相關調查成

果描述及製圖方式討論。依據國際地質科學聯盟（IUGS）在 2009 年決議將第四紀底界移至

Gelasian 階的底限（2.588Ma），且更新統（世）的底界與第四紀（系）相同。因此在臺灣中

北部第四紀地層下部更新統 Gelasian 階之底界則為卓蘭層。近幾年卓蘭層的研究顯示，其

地層分布範圍可達臺灣北端之地表，並有井下鑽探資料佐證。同屬下部更新統，位於卓蘭層

上方的大南灣層，也可進一步分段，進而與桃園新竹地區之楊梅層照門段、照鏡段對比。至

於中上部更新統地層，沉積環境轉為陸相沉積，桃園台地群的大茅埔礫岩、店子湖層、中壢

層，已在前人研究內依據地貌地層分層及劃分，中上部更新統的火山地區地層，也參考地形

及岩性調查成果，進行火山區測繪。而全新世地層，在臺灣北部除了低位河階、現生風成沙

丘外，於臺北盆地及宜蘭平原分別沉積數十公尺及近兩百公尺厚之地層，限於側向追蹤不

易及沉積厚度變化劇烈，無法從地表調查即描繪完善之成果，本研究比對地下鑽井剖面與

地表淺層沉積物，進行成因及岩性類型分區，並參考國際上作法，進行全新世沉積物之區

分。本文提出之臺灣北部第四紀地質主題圖資有幾項特色，套疊地形陰影圖呈現各種地形

地貌、整編更新世最新岩石地層分布調查成果，全新世地層進行沉積物分區命名，以及搭配

平原區地下剖面，如此，可呈現第四紀以來北部環境變遷造成之地質特性，岩性地層之細分

也可作為後續工程設計地質分區及第四紀地質圖製圖工作之參考。 

 

關鍵詞:第四紀地質圖、沉積物類型、全新世地層、更新世地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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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與西太平洋更新世古氣候 

 

羅 立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摘  要 

本文嘗試利用古海洋-古氣候學（Paleoceanography-Paleoclimatology）觀點回顧更新世以

來全球主要氣候事件與目前學界對於冰期-間冰期旋回（glacial-interglacial cycle）的認識，

並且提供東亞與西太平洋地區過去在構造至軌道力時間尺度（tectonic-orbital timescales）上

主要的氣候系統變化紀錄研究整合，最後提出目前仍然欠缺的部分以及未來數年內即將發

生的研究與鑽探成果進展。期待建立在臺灣的地層發育與構造運動的時間框架下的另一個

連結，探究全球-區域-在地之間不同領域研究之間的可能性。 

 

自過去2.58百萬年以來（million years ago, Ma），全球性的氣候系統在軌道力時間尺度

下的主要變化莫屬冰期-間冰期旋回為主，接近週期性的大陸冰蓋（ice sheet）發育牽涉到太

陽入射日照量（insolation）、全球不同洋盆與深度的溫鹽環流循環（thermocline circulation）

變化、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改變、生態圈系統，甚至上部地函與冰蓋之間的交互作用。而在

中更新世變遷（Middle Pleistocene Transition）事件以來，主要的冰期-間冰期旋回由振幅較

小、週期較短的4萬年週期，轉變為振幅較大，週期較長的10萬年週期，並且呈現緩慢變冷，

快速消融的鋸齒狀結構。在整個更新世全球冰川體積漸進擴大的過程中，中更新世變遷揭

示著地球氣候系統內外能量交換逐步由線性進展至非線性的轉變，但詳細的驅動機制目前

仍在討爭論中。 

 

東亞與西太平洋地區擁有地表最大的陸塊與海洋，因季節性海陸熱含量差異造成的季

風以及降雨帶南北移動變化為主要的氣候系統變化驅動力。在年際尺度（interannual）以上，

聖嬰-南方震盪（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不僅形塑了熱帶地區風場，暖水團、能量及降

雨區域的變化，更展現了南北半球中高緯度與低緯度之間氣候系統之間的連結；而在軌道

力-構造時間尺度上，印澳板塊向北移動導致太平洋-印度洋之間低緯度海水的交換，西太平

洋自菲律賓-臺灣-沖繩群島的形成雖應早於更新世，但對西邊界流黑潮的發育亦是重要未解

的問題。而近年來取得許多進展的東亞與西太平洋高緯度地區研究顯示了過去在西伯利亞

以及北極海側在冰期時的大陸冰川/冰蓋發育，以及白令海與鄂霍次克海的海冰變化亦在挑

戰過去忽略的西太平洋高緯度地區氣候變化對於中低緯度的大氣與能量交換的影響。 

過去十數年來，在臺灣頻仍的天然災害中，已顯示氣候變遷與構造活動以及生態系統

改變之間的關係，如何透過臺灣的構造與地層研究了解在一個構造與風化侵蝕作用活躍的

副熱帶-熱帶島嶼在全球氣候系統扮演的角色？如何自地球歷史的研究中尋找因應氣候變遷

帶來的未來挑戰？是學界可以一起思考與努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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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更新世花粉地層  

 

汪良奇 

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摘  要 

地層內所保存的花粉能提供沉積物周圍古植群的組成，並直接反應氣候變遷，是目前

作為陸域古氣候地層的重要指標。在更新世週期性冰期與間冰期交替間全球氣溫有大尺度

的冷暖旋迴，藉由沉積物內花粉地層所反應的大尺度冷暖氣候變化，能作為判斷更新世冰

期與間冰期的交界，進行區域性的花粉或氣候地層對比。在有絕對年代控制點的狀況下，花

粉地層序列則能增加地層內年代控制點，並建立可信的年代模式。而在沒有絕對年代控制

點的狀況下，花粉地層依然能提供該地層過去的古環境狀態。 

臺灣運用花粉進行系統性古環境研究始於1973年『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自然史

與文化史科技研究計畫（濁大計畫）』，藉由分析埔里盆地、日月潭、頭社盆地與外加道剖面

（Chung et al., 1973; Huang, 1975; Huang and Huang, 1977a; 1977b）重建臺灣中部地區古生

態變遷歷史，由於所專注的方向為古環境重建，且絕對定年資料較少因此對於更新世花粉

地層的探討較少。隨後開始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專注在更新世露頭剖面其花粉地層的研究，

並逐步完成臺灣北部、西部、南部、恆春半島等地的更新世花粉地層基礎資料（Liew, 1977; 

1979; 1982; 1986; 1990; Liew and Tung-Sheng, 1984）。 

1992年開始的「台北盆地地下地質與工程環境綜合調查研究計劃」則整了各項生物地

層與岩石地層指標將台北盆地的古環境完整重建。在此之後的研究則分析湖盆沉積物，並

重建千年到數百年解析度的連續花粉地層紀錄，並為臺灣更新世氣候地層進行系統系的劃

分，並建立40萬年來臺灣低海拔山區花粉地層的整體框架（表一）（劉平妹 et al., 2007）。

在將這些高解析度的花粉推估的古氣候資料整合後，得知在上次冰期冷期（MIS 5d, MIS 5b, 

MIS4, MIS2）臺灣中部地區高海拔林海拔高度下降逐漸減少，反應在上次冰期蘭冷趨勢逐

漸減弱，這種逐漸減弱的冰期冷期可能與區域日曬強度變化有關 （Liew et al., 2013）。 

 

 

表一、臺灣更新世連續花粉層研究地點與時間涵蓋範圍 

時間段 

（MIS） 

地點 文獻 

10-2 臺北盆地 （Liew et al., 2006a; 2014） 

11-8 宜蘭員山 （Liew and Huang, 1986） 

8-2 南投魚池 （Liew, 1977; Liew et al., 2013） 

8-1 南投頭社 （Liew et al., 2006b; 2013） 

4-2 南投日月潭 （Tsukada,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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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紀研究會報告與國際交流 

 

沈川洲1、徐澔德1、汪良奇2 

1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2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摘  要 

第四紀研究會 （以下簡稱本會） 在中華民國地質學會下，推展第四紀各項相關研究；

同時在國際上為中華民國國家第四紀研究會，為國際第四紀學會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Quaternary Research, INQUA） 正式國家會員之一。本會於2017年11月23日改選第84屆召集

人沈川洲；邀請聘任副召集人徐澔德、執行秘書汪良奇以及各專項委員，任期為 2017-2019。

兩年期間，本研究會會員魏國彥教授榮獲2018年第八屆地質貢獻獎，陳文山教授則為2019

年第九屆得主。本研究會於2019年10月22日舉行通訊會議與投票，決議沈川洲教授續任召

集人，團隊與各專項委員續任第85屆兩年，任期為2019-2021。自團隊接任以來，本會持續

推展及促進國內同仁各項研究。對外，本會參加2019年7月25-31日在愛爾蘭都柏林舉行的四

年一屆INQUA會議，於國家會員大會中，有多項重要決定，包含 （1） INQUA 改組，新

任主席為荷蘭 Thijs van Kolfschoten 教授；（2） INQUA 2023 將於2023年7月13-20日在義

大利羅馬舉行；（3） 成立 INQUA 基金會；（4） 增加年輕研究學者與跨國第四紀研究的

贊助，並鼓勵加入各委員會 （Commissions）。本會並主動發起各種國際科研交流會議，以

提供國內學者與國際研究員更多合作機會。去年聯合歐亞美澳，4大洲各領域研究人員，發

起泛太平洋人類世學會 （Association of Pan-Pacific Anthropocene, APPA），於2018年7月與10

月，舉行兩次workshop，並於2019年5月14-16在臺北南港舉行第一屆太平洋人類世會議 

（Conference on Pan-Pacific Anthropocene, ConPPA），共有113位學者與會。另本會與同濟大

學翦知湣教授等發起第一屆海峽兩岸古海洋與古氣候會議，於2019年4月14-15日假同濟大

學舉辦，我方共有11位教授與會。未來我們將與日本第四紀研究會在2020年5月24-28日於千

葉舉行的JpGU-AGU大會中，進行兩個主題會議，包含 （1） Advanced understanding of 

Quaternary and Anthropocene hydroclimate changes in East Asia 以及 （2）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of XRF-core scanning techniques in natural archives。同時本會研擬在2020年11月

於臺北舉行臺灣之第四紀研討會，並計畫與東南亞區域性第四紀合作會議一起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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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國海東北部晚第四紀上部海水分層變化 

 

王子軍 1、林殿順 1、米泓生 2、洪崇勝 3、劉志飛 4、Christophe Colin 5 
1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2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3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4同濟大學海洋地質國家重點實驗室 

5Laboratoire Geosciences Paris-Sud, Université Paris-Saclay, France 

 

摘  要 

南中國海東北部因有台灣造山帶提供大量沉積物，使得此區有快速的沉積速率，有年代

高解析的沉積物紀錄。本研究藉由位於高雄西南外海增積岩體上的 MD18-3568 海洋岩

芯，進行古海洋研究。此岩芯由富含有孔蟲的半遠洋泥質沉積物組成，岩芯總長 20.7 公

尺。經由有孔蟲碳十四定年得知岩芯底部年代約為 35 ka，平均沉積速率約為 0.59 mm/a。

岩芯沉積物與十餘個樣本定年結果顯示此岩芯為連續沉積且無年代倒轉現象，此站位沒有

受到濁流影響且為沉積速率相對較慢的構造高區，為研究古海洋的良好材料。 

本研究藉由棲息於不同水深之浮游有孔蟲殼體氧同位素紀錄，探討過去三萬五千年以來

上部海水分層的變化。結果顯示，棲息於表層水的有孔蟲 （G. ruber） 與棲息於次表層

水的有孔蟲 （N. dutertrei） 殼體之氧同位素差值在冰期較小，代表海水分層較不明顯。

推測原因可能是東亞夏季季風在冰期較弱且颱風較少導致台灣降雨變少，較少的淡水注入

使海水分層在冰期較不明顯；在間冰期東亞夏季季風較強且颱風較多，為台灣帶來豐沛的

雨量，大量的淡水注入使海水分層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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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 fossils of Taiwan: a review and prospection  
 

Chien-Hsiang Lin 林千翔1,2,*, Chi-Wei Chien 簡至暐3, Shih-Wei Lee 李世緯4,  

Chih-Wei Chang 張至維5,6 

1. Center fo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2.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3.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4.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elung, Taiwan 

5. National Academy of Marine Research, Ocean Affairs Council, Kaohsiung, Taiwan 

6. Department of Oceanograph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Corresponding author: chlin.otolith@gmail.com 

 

Abstract 

It is widely considered that fish fossils are rare in Taiwan and adjacent areas, meaning we lack 

adequate data for understanding the geological history of marine biodiversity in the whole 

subtropical-tropical Indo-West Pacific. In this study, we reviewed previous fish fossil records of 

Taiwan with updated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and further investigated potential horizons yielding 

new materials. Our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s revealed a total of published 47 taxa; also indicating 

that the number of fish body fossils remain scarce, though unstudied specimens gradually 

accumulate in the museums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The majority of fish fossils are in the form of 

teeth （elasmobranch） and otoliths （teleost）, and their high numbers in the marine deposits 

potentially allow further exploration. Using established examples, we thus recommend studying 

these isolated fish remains for attaining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fish faunas in the region 

and, finally, for providing the data necessary for conservational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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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半島樂水砂岩之沉積相研究 

 

李健瑀、林殿順 

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 

 

摘  要 

樂水砂岩為恆春半島東部之中新統砂岩，其古沉積環境為被動大陸邊緣深海海底水道，

總厚度約 1000 公尺厚。本研究範圍為佳樂水風景區的樂水砂岩，利用野外地質調查歸納出

不同的濁流岩相，推測其成因，並以不同的粒徑變化及沉積構造瞭解濁流流動機制。 

本研究共歸納出正常堆積及崩移雜亂等兩類沉積層，其中再將正常堆積濁流岩依不同

厚度分類為：薄層（Stn，厚度< 20 公分）、中層（Sm，< 60 公分）、厚層（St，60~100 公分）

以及巨厚層（Svt，> 100 公分）；另外依據沉積構造，再細分六種濁流岩相，及一種崩移雜

亂岩相。 

六種正常堆積濁流岩相由薄層至厚層依次為：薄砂頁互層（Stnm）、中厚層鮑馬序列相

關砂岩（Smb）、厚層平行層理砂岩（Stp）、厚層平行層理含泥漿層砂岩（Stps）、巨厚塊狀

構造及平行層理砂岩（Svtmp）、巨厚砂岩含脫水構造（Svtmpd）。其中薄砂頁互層相代表水

道堤沉積物，其他五種岩相皆為海底水道內部堆積；而前兩種岩相為低濃度濁流沉積物，厚

四種為高濃度濁流沉積物。 

另外針對厚度大於 60 公分及厚度小於 60 公分的濁流岩，個別進行沉積構造垂直出現

順序之馬可夫鏈統計分析。其中厚度小於 60 公分者，沉積相演進關係較相似於典型鮑馬序

列，但其中含大量爬升波痕，故可推測其沉積物濃度偏高；而厚度大於 60 公分者，沉積相

演進關係較相似於洛韋序列，另外亦可指示高濃度厚層濁流中，有多次濁流湧事件，造成同

一層濁流中有多個泥球層，以及高速水流的沉積構造。 

  



25 
 

 

台南玉井地區海膽化石之研究 

 

莊三忠、吳銘志、鍾廣吉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之 819 顆海膽化石，採樣自玉井玉豐大橋下三處化石露頭，三個露頭同屬更新

世早期的玉井頁岩層，沈積年代約同於中北部頭嵙山層下段。利用可記數形質特徵（meristic 

characters），搭配不可記數形質特徵，因餅型海膽反口面上幾乎都具有壓痕，根據型態分析

結果推論，沈積環境應力對殼長、殼寬及殼高均產生顯著影響；故摒除｢殼長對殼寬｣及｢平

均殼徑對殼高｣等－此二項前人研究鑑別依據，改採用 51 項細部特徵，整理建立一套「海

膽特徵及鑑種依據表」。藉由與 859 個現生種進行比對，鑑定出 8 種海膽近似種與 5 種未定

種之海膽化石。另藉由當地出露的海膽種類及地質條件，顯示玉豐大橋附近曾文溪左岸、曾

文溪右岸及後旦溪右岸，應屬於同一時期的沈積環境。並以現生種海膽的存活深度，推測此

同一沈積環境內的三個化石層，應由深度 180 m 以上，逐漸變淺至 45 m 以內的海域。下列

為該地區出現之海膽種類:  

  

  1. Clypeaster cf. virescens  綠盾海膽（近似種）   

  2. Clypeaster cf. latissimus 闊背盾海膽（近似種）     

  3. Maretia cf. planulata  扁仙壺海膽（近似種）        

  4. Brissopsis cf. luzonica  呂宋沐海壺海膽（近似種）   

  5. Metalia cf. sternalis  胸板海壺海膽（近似種）       

  6. Breynia cf. elegans  秀麗布萊恩海膽（近似種）    

  7. Lovenia cf. elongate 長拉文海膽（近似種）  

  8. Faorina cf. chinensis 中華釜海膽（近似種）        

  9. Brissus sp. 壺海膽（未定種）  

 10. Ova sp.  形海膽（未定種） 

 11. Moira sp. 女神海膽（未定種） 

 12. Temnopleurus sp. 刻肋海膽（未定種）  

 13. Laganum sp.  餅乾海膽（未定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