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地理研究 第46期 民國96年5月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46, May 2007 

 

埔里盆地的地形面、活動構造與地形演育 

Geomorphic Surfaces , Active Structures and 
Geomorphic Evolution of the Puli Basin 

楊貴三*
1
    張瑞津*

2
    沈淑敏*

2
    石同生*

3 

Guey-San Yang  Jui-Chin Chang Su-Min Shen Tung-Sheng Shih 

Abstract 

Based on aerial photograph interpreta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morphometry, the Quaternary 

geomorphic surfaces of the Puli Basin have been recognized. Three steps of lateritic terrace (LT), one 

step of fluvial terrace (FT) and one step of fluvial plain (FP) are correlated mainly according to their 

relative height. Deformed features in the Puli Basin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anti-synclinal forms and 

lineaments including linear valleys, linear scarps, tilting surfaces, tectonic bulges and range-facing 

scarplets, with a NNE orientation. They have been identified from LT1 to LT3 surfaces but not from the 

younger surfaces (FT and FP). Among them, surface Tapinding (LT1) in the northern basin tilts to S-SE 

and surface Waitaping (LT1) in the southern basin flexes to eas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ive structures and geomorphic surfaces, the evolution of the 

Puli Basin since late Pleistocene is interpreted as follows: (1) According to the imbrication of gravel 

layers, the Peikang River flowed southwardly into the Puli Basin while the Nankang River and the Mei 

River drained westerly into the basin, and the Tapinding, Waitapin and Meihsi alluvial fans were formed 

around basin accordingly. (2) Under the effect of uplifting, the Peikang River avulsed and flowed 

westward and surface LT1, LT2 and LT3 around Tapinding and Waitapin formed subsequently. They 

have also been continuously compressed and tilted by the stress mainly from southeast. (3) Deformed 

surfaces have been dissected and modified since then and the modern fans and flood plains dominate the 

basin bottom. 

Keywords：Puli Basin, geomorphic surfaces, activ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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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埔里盆地位在台灣地理中心附近，屬於雪山山脈南段；大肚溪（烏溪）上游支流南港溪和眉

溪流經其間。本研究利用航照判讀、野外實察、地形計測等方法，將埔里盆地的地形面分為 5 段，

包括高位階地（LT）3 段，低位階地（FT）和沖積平原（FP）各 1 段。由老到新依序分布如下︰

LT1 分布在盆地西北部大坪頂一帶者，形成向斜與背斜構造，向東南及南傾動，分布在盆地西南

部暨南大學一帶者向東及東南撓曲。LT2 分布在盆地中央略靠西北側水蛙窟一帶及盆地南側蜈蚣

窟附近一小塊。LT3 則分布於烏牛欄及坪仔頂。FT 主要分布於盆地西口的眉溪南岸和南港溪兩

岸。盆地底部大部分為 FP 面，包括氾濫原、現生河床和沖積扇。在 LT 面上變位的活動構造，包

括背斜和線形各 5 段，向斜 2 段，多呈北北東走向。背斜及向斜使地形面彎曲，其中，赤崁頂背

斜由台糖赤崁頂農場向南南西延伸經烏牛欄階地西部，轉西南至外大坪，長約 6 公里。背斜軸部

偏西，越老的地形面變位愈大。外大坪（LT1）東側撓曲崖高約 100 公尺。本區之線形構造地形

包括線形谷、線形崖、撓曲崖、地形面傾動、構造隆起、反斜崖等。由地形面與活動構造的相互

關係，可推論埔里盆地自 LT1 面形成以來的地形演育：（1）由埔里盆地北緣礫石沈積的覆瓦狀構

造顯示 LT1 形成時，北港溪南流入埔里盆地，南港溪及眉溪也注入盆地堆積，分別形成沖積扇，

包括北側的大坪頂扇，南側的外大坪扇及眉溪扇。（2）嗣後，隨著 LT1 面的隆起，北港溪轉向西

流，遺留下盆地北邊的大坪頂殘面。南港溪及其支流眉溪在盆地內的持續下切，則依次形成 LT2、

LT3。由變位地形的證據可知，顯著的背斜、向斜構造及傾動運動，一直持續至 LT3 面形成。FT

形成以來的地形面則未發現任何變形。（3）嗣後，各河扇階面受順向河切割，形成丘陵或殘面。

目前盆底各溪盛行埋積，現生的眉溪沖積扇及南港溪沖積扇（FP）廣大分布。 

關鍵詞：埔里盆地，地形面，活動構造 

一、前 言 

埔里盆地位在台灣地理中心附近，屬於雪山山脈南段；大肚溪（烏溪）上游支流南港溪和眉

溪流經其間（圖 1），為埔里盆地群中位置最北的盆地，包括盆地周緣階地群及盆底之面積約 120

平方公里，高度 830～380 公尺。林朝棨（1957）將埔里盆地的地形面分為高位盆地面和低位盆地

面，高位盆地面分為上、中、下三段，均有紅土，上段分布大坪頂西方一帶和桃米坑北方，中段

分布水蛙窟和桃米坑，下段分布烏牛欄及坪仔頂。林氏認為上段地形面似為埔里盆地原面，上段

與中段之界線不明，故中段為上段之撓曲（曲漥）所降低者或上段之剝削面，下段為南港溪及其

支流之切割所形成者。低位盆地面分為上、下兩段，上段分布盆地之中心部，埔里鎮即建設於此，

下段為眉溪與南港溪的氾濫原。黃朝恩（1978）依高度計測資料，區分大坪頂和水蛙窟分屬不同

高度之地形面。 

  依照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的地質圖（羅偉等，1999；黃鑑水等，2000），在埔里盆地四周

山區和盆地的基盤為早第三系的輕度變質岩，但盆地內主要為第四紀地層，後者包括台地堆積層、

階地堆積層、盆地堆積層和沖積層。穿過盆地底部基盤的主要地質構造有地利斷層、眉原斷層、

大坪頂背斜、大湳背斜、桃米坑向斜和北港向斜，但這些構造均未影響盆地內的第四紀地層。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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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祥等（1996，1997）、李錦發等（1996，1997）指出埔里斷層由苗栗沿海的苑裡附近，向東南延

伸至埔里盆地東北部，全長超過 70 公里。由地層沈積資料顯示，埔里斷層可能在上新世早期桂竹

林層沈積時已存在，當時斷層性質可能為正斷層，至更新世早期頭嵙山層沈積時轉為左移斷層。

李重毅等（1998a、1998b）則指出埔里斷層在埔里盆地的跡象不甚清楚，其與埔里盆地形成的關

係有待進一步調查。陳炳誠（2002）依航照及數值地形模型判識和野外調查，認定埔里盆地有三

期階地和現生氾濫平原；史港溪、赤崁、愛蘭等三段斷層，大坪頂、赤崁、桃米坑等背斜；由古

水流分析得知，北部階地沈積物來自盆地北方與西北方，西南側階地的沈積物則來自盆地東方的

眉溪。 

關於埔里盆地的成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根據陳炳誠（2002）歸納有四類，再加上陳氏

的看法，共有五類說法：1.因地層的曲漥作用（down warping）及河流侵蝕作用（早坂一郎，1930﹔

Tomita, 1953）﹔2.橫移伸張（transtension）作用形成拉張盆地（Biq, 1989﹔Lu et al., 1997）﹔3.

盆地底部有一脫底斷層（detachment）而造成盆地拉張（Chen et al., 2001）﹔4.為一種背負盆地

（piggy back basin）（朱健仁，1991﹔Mueller et al., 2002﹔Powell et al., 2002）﹔5.近東西方向擠

壓，近南北方向拉張而形成的地塹或半地塹盆地（陳炳誠，2002）。 

本研究重新對比埔里盆地的地形面，並尋出一些第四紀地形面上的活動構造，包括背斜、向

斜、斷層/線形 1），希望對地形演育的研究和地震防災的工作有所助益。 

二、研究步驟 

研究步驟依次為航照判讀、野外實察、地形計測與資料分析。說明如下： 

（一）航照判讀 

利用立體鏡判讀第四紀地層區 1977、1999、2001 等三種年代之航照（比例尺約為 1:17,000）

（圖 2），首先找出「線形」，如直線谷、線形崖或其他介於不同地形之地形界線。再根據區域地

形特徵和變位地形基準，初步判定其是否為活動構造地形和其確實度。 

（二）野外實察 

根據航照判讀結果，選擇重點地區考察，現場位置以 GPS (TWD67)定位。 

（三）地形計測 

根據 1：25000 地形圖量測階面坡度，並以重新數化民國 91、92 年數值航照所製作 10*10 公

尺的 DTM（中央地質調查所提供）繪製剖面圖。 

（四）資料分析 

根據地形判釋準則，劃分斷層線形之確實度為三級；分析活動構造與地形面特徵之關係，推

                                                             
1） 本文由航照判釋的線形構造，暫稱為線形，俟經地質、地球物理方法詳細調查確認為斷層者，再由

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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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埔里盆地之地形演育。 

 

 

 

 

 

 

 

 

 

 

 

 

 

 

 

 

 

 

 

 

 

 

 

 

 

 

 

 

 

 

 

 

 

 

圖 1 埔里盆地主要地形面與構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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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斷層地形之確實度 

參考日本活斷層研究會(1980、1992)的分級，並根據以往在臺灣地區的研究經驗加以修正，

將斷層的確實度分為如下三級： 

（一）確實度 I 

斷層在第四紀活動具有明確的證據，包括下列其中一種清楚之地形變位及斷層之位置者：1.

一個延續且相同之地形面為一崖所截切；2.數個不同地形面為一崖所截切且具漸進的變形，即愈

老的地形面，其變位量愈大，具有累積性；3.同一地形面有反斜崖；4.至少數條山脊及河谷呈有

系統之水平斷錯。 

（二）確實度Ⅱ 

可推得斷層之變位性質及位置，但證據不如確實度Ⅰ者：1.疑為線形崖兩側之地形基準不同，

如山麓線，或不同階地面間；2.地形面撓曲、傾動或背斜狀隆起且具線形者；3.僅 2-3 條的山脊

及河谷有水平斷錯現象者。 

（三）確實度Ⅲ 

1.鞍部、河谷或小丘排列呈線形，無明顯之地形基準者；2.活動斷層作用有關之線形之變位

性質不明，或者沿斷層因河蝕或海蝕或差異侵蝕而成。 

    另外，活動構造地形或因侵蝕消失或被堆積物掩蓋，但根據其兩端的地形性質相似而推

定連接者，即分布圖中的圖例「推測位置」。 

四、地形面分類 

對於臺灣地區河階的相關研究可以溯自日治時期，林朝棨(1957)引用富田芳郎的資料及文

獻，對台灣河流地形加以整理，將臺灣的地形面分為八大地形面，和本研究較相關的五面，由老

至新依序分為高山平夷面（EH 面）、紅土緩起伏面（赭土緩起伏面；LH 面）、紅土階地（高位段

丘面；LT 面）、沖積階地（低位段丘面；FT 面）及沖積平原（新沖積面；FP 面），並將各流域河

階劃分高位階地與低位階地，且區分不同的河階群。 

本研究依據埔里盆地地形面的高度、連續性、有無紅土及變位情形加以對比，將地形面分為

有紅土的高位階面（LT）三段、無紅土的低位階面（FT）和沖積平原（FP）各一段（圖 1、圖 4）。 

LT1 分布於盆地西北部大坪頂（高度 731～600 公尺）、大雁頂（730～570 公尺）、中觀音山

（831～730 公尺）、三角坪（769～720 公尺）、三塊厝（690～590 公尺）一帶（圖 1）以及盆地西

南部的外大坪（740～520 公尺）、暨南大學（650～540 公尺）、水墻（540～460 公尺）一帶（照

片 1）。後者包括林朝棨（1957）分類的高位盆地面的上段（外大坪）和中段（暨南大學），但兩

者之間的地形面均連續，而地層向東南東傾斜 10°～15°，由礫石覆瓦狀構造指示，古水流向西北

（照片 3），故本研究推斷係因撓曲作用而形成高低兩面。此外，在大坪頂北側台地崖下的露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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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礫石覆瓦向南，大雁頂的礫石覆瓦方向則為 S30°W，可推斷北港溪一度向南至西南流注入埔里

盆地（照片 4）。LT2 分布盆地西北側的水蛙窟、赤崁頂農場一帶（527～440 公尺）及盆地南側蜈

蚣窟附近一小塊（480～470 公尺）。LT3 分布烏牛欄（430～420 公尺）及坪仔頂（450～420 公尺）。

FT 主要分布盆地西口的眉溪南岸（420～400 公尺）和南港溪兩岸（410～390 公尺），埔里市區西

南側的南港溪及其支流枇杷城排水溝北岸有約 3 公尺高的階崖，但其北側的眉溪南岸未見階崖，

即由南側的階地漸變為北側的沖積平原。盆地東端，眉溪北岸守城附近扇頂亦有一小塊 FT 殘面

（490～480 公尺），崖高約 2 公尺。 

盆地底部大部分為 FP 面，包括氾濫原、現生河床、沖積扇（照片 2）。盆地內最大的沖積扇

為眉溪所造成，扇頂在盆地東端的蜈蚣崙附近，海拔約 500 公尺，扇端達埔里市區及籃城一帶，

海拔約 440 公尺。南港溪及其支流東埔溪的聯合沖積扇位在盆底東南部，扇頂的海拔各約 490、

570 公尺，扇端海拔約 450 公尺。 

五、活動構造的分布與特徵 

埔里盆地的高位階面明顯發生變位，產生背斜、向斜、線形等活動構造（圖 1、圖 3、圖 4），

茲分述如下（表 1）： 

（一）背斜與向斜 

1.大坪頂向斜：位埔里盆地北部，由松柏崙向南南西至大坪頂轉向東南，長約 2 公里。其北段

使 LT1 面產生向斜彎曲，兩翼傾角均約 5°，東南段已被切割成谷（圖 3a,b、圖 4 剖線 1）。 

2.大坪頂背斜：平行大坪頂向斜東方約 800 公尺處，走向北北東，南端漸轉成南北  向，長約

1.8 公里，為陳炳誠（2002）所發現（圖 2），但與羅偉等（1999）指出的大坪頂背斜之位置

及長度均不同。此背斜構造使 LT1 面產生背斜彎曲，東翼傾角（9°）大於西翼（5°）﹔向南

傾沒；南端已切割成谷（圖 3a，b、圖 4 剖線 1）。 

3.三塊厝背斜：位在三塊厝北側，走向西北，長約 0.6 公里，向東南傾沒，北翼傾角（5°）大於

南翼（3°）。 

4.赤崁頂背斜：由台糖赤崁頂農場向南南西延伸經烏牛欄階地西部，轉西南至外大坪，長約 6

公里。北段與陳炳誠（2002）指出的赤崁背斜之位置一致，南段則位在其指出的桃米坑背斜

西側約一公里處（圖 2）。軸部偏西，越老地形面變位愈大。如外大坪（LT1）東側撓曲成落

差 180 公尺（730~550 公尺）之坡面，其中撓曲崖高約 100 公尺，位在坡面的上部。其次，

赤崁頂農場（LT2）背斜東翼落差約 80 公尺（照片 5），烏牛欄（LT3）東翼落差則僅約 10

公尺（照片 6），背斜東翼之傾角（LT1 為 6°，LT2 為 4°，LT3 為 1°）亦大於西翼（LT1 為 3°，

LT2 為 3°，LT3 小於 1°）（圖 3c，d）。 

5.水蛙窟向斜：平行赤崁頂背斜東方約 1.2 公里處，走向南北，長約 1.5 公里。使 LT2 面呈向

斜彎曲，西翼傾角（8°）大於東翼（4°）；軸部附近已被切割成谷（圖 4 剖線） 

6.水墻背斜：位在埔里盆地南部水墻附近，走向北北東，長約 2 公里。使 LT1 面呈背斜彎曲，

軸部偏西，東翼較寬，呈撓曲崖，落差約 80 公尺，東翼傾角（12°）大於西翼（9°）（圖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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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剖線 4）。 

 

 

圖 2 埔里盆地區域內的新期構造線位置圖：史港溪斷層大坪頂背斜赤崁背斜及其東側的逆
斷層愛蘭逆斷層桃米坑背斜（陳炳誠，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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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１ 由水墻背斜向西遠望暨南大學及外大 

    坪，三地同屬 LT1 面，但外大坪東側 

    與暨南大學之間發生撓曲而成 180 公 

    尺落差；水墻背斜與暨南大學間為桃 

米溪線形谷。 

照片２ 由埔里虎子山眺望西方之盆底 FT/FP 

    面，埔里聚落建設於此，遠方山稜凹 

處為盆地西口。 

照片３ 外大坪東緣與暨南大學之間撓曲崖高 

    約 100 公尺，地層為大礫、中礫為主， 

    夾砂，向東南東傾斜 10°~15°，礫石覆 

    瓦方向為 N50°W。（照片由西南向東北 

拍攝） 

照片４ 大坪頂北側台地崖下剖面礫石之覆瓦向南，由此推斷 LT1 面形成時，北港溪南流埔里盆 

地。（照片由東向西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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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形 

1、中觀音山線形：位在埔里盆地西北緣中觀音山東側，走向東北，長約 1.5 公里。呈線形谷，

其西北側地形面傾動的角度（約 10°）較其東南側者（約 3°）為陡，確實度 III 級（圖 3a，b、

圖 4 剖線 3）。﹝符合前述確實度 III 級準則之（1）。﹞ 

2、大雁頂線形：位在埔里盆地西北緣大雁頂東側，走向南北，略呈 S 形，長約 2.5 公里。北

段呈撓曲崖及線形谷，南段具線形崖。線形崖西高東低，落差由北段約 10 公尺漸增至南段的

40 公尺。西側大雁頂一帶的 LT1 面向東南傾動（約 5°），東側官有地一帶的 LT1 面則向東北

東傾動（約 6°），判斷其確實度為 II 級（圖 3a，b、圖 4 剖線 2）。﹝符合確實度 II 級之（2）。﹞ 

3、北寮線形：位在埔里盆地北部，由中路子東方向南南西至北寮轉向南至崎腳，長約 3.5 公里。

呈線形崖，崖高由北段的 10 公尺增至南段的 150 公尺（包括北寮坑溪的切割量）（照片 7）。

其西側中路子、大雁頂一帶的 LT1 面向東南傾動（3°-5°）（照片 8），確實度 II 級（圖 3a，b、

圖 4 剖線 1~2）。﹝符合確實度 II 級之（2）。﹞ 

4、大坪頂線形：位在埔里盆地北部，由松柏崙向南經大坪頂至烟寮坑西側，長約 4 公里。其

西側與北寮線形之間夾著狹長的山脊，具構造隆起之地形特徵，崖高 20-50 公尺；其東側的

LT1 面則呈現大坪頂向斜地形，確實度 II 級（圖 3a，b、圖 4 剖線 1）。﹝符合確實度 II 級之

（2）。﹞ 

5、桃米溪線形：位在埔里盆地南側，沿著桃米溪約向北北東延伸，至烏牛欄階地東北端，長

約 4 公里。南段具線形谷，西側暨南大學（LT1 面），地面較平，東側為水墻背斜西翼（LT1

面）較彎曲，且背斜西緣較暨南大學東緣為低。北段在烏牛欄的 LT3 面東緣線形崖，與桃米

溪流路平行，但與南港溪流路斜交，具反斜崖性質，崖高 5～10 公尺。但因崖的走向與桃米

溪平行，又介於不同地形面（東為 FT 或 FP，西為 LT3 面），確實度 III 級（圖 3c，d、圖 4

剖線 4）。﹝符合確實度 III 級之（1）、（2）。﹞ 

六、地形演育 

    埔里盆地的形成及沈積物堆積的年代至今未明，本研究僅綜合地形面與活動構造的相互

關係，推論埔里盆地的地形演育如下（圖 5、圖 1）： 

（一）由於埔里盆地陷落，地勢較周圍低窪，故北港溪（烏溪主流上游）向西南及南流入，

於今盆地北部形成沖積扇（LT1）；南港溪（烏溪支流）及其支流桃米溪、眉溪則於盆地南部及東

部形成沖積扇（LT1）（圖 5a）。 

（二）地盤間歇的上升，北港溪、眉溪和南港溪分別下切 LT1 面（圖 5b），形成 LT2 面（圖

5c）；北港溪之 LT2 面僅分布其北岸，指示其已往西流，而不再往南流入埔里盆地。嗣後又下切

LT2 面，形成 LT3 面。原來烏牛欄和坪仔頂兩個 LT3 面相連，南港溪及其支流桃米溪沿 LT3 面東

側北流注入眉溪（圖 5d）。 

（三）三段高位階面（LT）先後形成，受到東南－西北向橫壓力的影響，乃形成彼此大致平

行的北北東向的活動構造（背斜、向斜、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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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埔里盆地西口的下切，導致盆地西部的眉溪和南港溪回春下切，形成崖高 5 公尺以下

的低位河階（FT）。盆地東端的眉溪北岸守城附近的一小塊低位河階則是眉溪自律下切殘餘的沖

積扇（圖 5e）。 

（五）目前盆地底部大部分仍屬 FP 面，包括氾濫原、現河床和沖積扇，眉溪沖積扇堆積較

盛，迫使南港溪南遷。南港溪及其支流的切割，將 LT3 切開，形成水口。枇杷城排水溝（東埔溪

下游）隨之將眉溪沖積扇的西南扇端下切形成約 3 公尺高階崖，形成今日的盆底地形（圖 5e）。 

七、討論與結論 

    由埔里盆地航照的觀察，並未看出徐兆祥等（1996，1997）、李錦發等（1996、1997）提

出的埔里斷層及黃鑑水等繪出的地利斷層（中央地質調查所埔里圖幅，2000）的線形，這些大構

造可能形成於早第三紀（朱健仁，1991）或上新世（黃鑑水等，2000），目前已無保存任何線形痕

跡。 

陳炳誠（2002）在其碩士論文提及埔里盆地的一些斷層及背斜（圖 2），本研究針對這些構造

討論如下：1.陳氏依史港溪截切並錯移三條古河道而認定史港溪斷層為東側相對下降的左移斷

層。但本研究認為這些古河道的左移現象不明顯，且古河道的截切可純由河流作用造成，不一定

有斷層作用的影響，故由地形觀之，史港溪斷層的證據不足。況且古河道 C 缺乏河岸的痕跡，與

史港溪之間更有低矮的分水嶺，因此認定古河道 C 的證據薄弱。2.赤崁背斜東側的崖坡，陳氏認

定為一斷層崖，本研究認為該崖坡為赤崁頂背斜（即赤崁背斜）之東翼崖面，呈現緩坡，除南段

的線形凹谷外，並無斷層之形態。3.愛蘭階地東側南北向之崖，與南港溪、眉溪之流向接近垂直，

陳氏認定為愛蘭斷層，向南延伸，使得桃米溪右岸階地抬升 10 公尺，然後再向東南延伸。本研究

認為陳氏提出的愛蘭斷層南段恰位在水墻背斜東北翼上，缺乏線形特徵，且北段之地形為西高東

低，為何南延至桃米溪右岸階地反成東高（升）西低（降），值得懷疑，因此本研究將愛蘭斷層稱

為桃米溪線形，由愛蘭階地東側向南沿著有明顯線形特徵的桃米溪谷延伸。4.陳氏依大坪頂與赤

崁頂兩背斜之間的兩處地層資料，西側者呈水平，東側者呈東傾 20 度，將大坪頂背斜南延連接赤

崁背斜，但兩者之間的地形面已丘陵化，，且地層資料未顯示如該兩背斜地形面向東西兩側傾斜

數度的特徵，故較難由地形上判斷其是否連接。5.陳氏將桃米坑背斜的位置定在外大坪與暨南大

學高低兩面之間的撓曲崖底，似不如本研究認定在外大坪面上背斜之恰當。 

本研究判釋埔里盆地的 LT 地形面，北部者向東及南傾動，西南部者向東撓曲，顯示埔里盆

地西北部因地盤隆起量較其東南部為大，故西北部能形成 LT 地形面，而東南部則因埋積而缺乏；

其上的背斜、向斜、線形等活動構造的走向多為北北東，而且背斜之東翼較陡，顯示更新世晚期

埔里盆地地形面形成後有明顯的構造活動，可能受西北-東南向的應力擠壓形成，至於南北向拉張

的地形特徵並不明顯。大坪頂背斜及向斜南端都轉向東南與三塊厝背斜一致，但其走向卻與附近

構造線之主要走向（北北東）不同，這些複雜構造機制尚需進一步研究。埔里盆地的活動構造僅

見於 LT 面（其形成年代大於 3 萬年），約 3 萬年前以來未見變位地形特徵。本研究根據地形面對

比和活動構造的作用，提出埔里盆地面更新世晚期以來的可能演育階段。由埔里盆地北緣礫石的

覆瓦狀構造顯示 LT1 形成時，北港溪向南或西南流入埔里盆地，南港溪及眉溪也注入盆地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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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形成沖積扇，包括北側的大坪頂扇，南側的外大坪扇，及東側的眉溪扇。嗣後，LT1 面的隆

起，北港溪乃轉向西流，遺留下北邊的殘面。南港溪及其支流眉溪在盆地內的下切，依次形成 LT2、

LT3、FT。其間發生顯著的背斜、向斜及傾動運動，惟僅持續至 LT3 面形成，造成扇階面的變形。

嗣後，各變形的扇階面受順向河之切割，形成丘陵或殘面，目前盆底各溪盛行埋積，現生的眉溪

沖積扇及南港溪沖積扇（FP）廣大分布。 

 

航照：88P83-208/209 

航照：88P83-214/215 

 

 

 

 

 

 

 

 

 

 

 

 

 

圖 3 埔里盆地活動構造之航照立體像對 

（a, b 盆地北部 c, d 盆地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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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埔里盆地之地形剖面圖（剖線位置見圖 1） 

 

 

 

 

 

 

 

 

 

 

 

 

 

 

 

 

 

 

 

 

 

 

 

 

圖 5 埔里盆地地形演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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