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形2
學習地圖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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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臺灣和地形及產業 
相關的地名分布圖

 崙（沙丘）—風力堆積  鯤鯓（沙洲）—海水堆積  汕（沙洲）—海水堆積  廍（舊式糖廠）



34 單元 2　地　形

概論 地形三要素（構造、營力、時間）

一  構造

1. 岩層種類：岩層因軟硬岩相間，經差異侵蝕成不同的地形，如：臺灣

東北部的岬灣海岸。

臺灣的東北角岬灣海岸：岩層種類不同→軟硬岩的差異侵蝕

2. 岩層排列：

1 水平排列：形成平緩的方山、台地、高原地形。

2 傾斜排列：岩層排列方向和地面間夾有一定角度。

單斜脊（單面山） 豬背嶺

共
同
點

𤇼 內營力：造成岩層傾斜排列

㜭 外營力：導致軟硬岩層受到差異侵蝕

相
異
點

傾斜程度較小 傾斜程度較大

兩側不對稱：一側急斜，一

側緩斜
兩側對稱：兩側急斜

示
意
圖

3. 岩層變位：岩層呈波浪狀彎曲→褶曲；岩層沿著斷層線相對位移→斷層。

褶曲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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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褶曲：岩層擠壓彎曲，但沒有斷裂錯動。

彍 褶曲作用後，岩層常隆起成山，凹陷成谷。

鈫 褶曲山脈依形成時間的早晚分為古褶曲山脈與新褶曲山脈。

形成時間 特徵 分布舉例

古褶曲

山脈
約數億萬年前

𤇼 受風化和侵蝕作

用的時間較長，

山勢低矮平緩

㜭 因地質古老，常

蘊含豐富礦產如：

烏拉爾山有金屬

礦（鐵礦）、阿

帕拉契山的煤礦

鳥拉爾山

阿帕拉契山

澳洲東部山地

新褶曲

山脈
約 3,500 萬年前

𤇼 受風化和侵蝕作

用的時間較短，

山勢高聳崎嶇

㜭 常有地震、火山

活動，地質極不

穩定

環太平洋帶

阿爾卑斯山

喜馬拉雅山

2 斷層：岩層錯動

彍 依兩側岩層錯動方式，可分為正斷層、逆斷層、平移斷層。

鈫 岩層錯動後，地壘成山（如天山），地塹成谷（如東非大裂谷）。

� 斷層帶因能量釋放常形成地震，甚至引發土壤液化。

烏
拉
爾
山

土壤液化

土壤液化示意圖

2016.02.13臺南強震，形成土壤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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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力

1. 內營力：地球內部岩漿的熱力對流作用，引發板塊運動，形成地

殼變動。

1 板塊運動：造山運動、斷層作用、火山活動……

板塊分布造成火山帶、斷層帶等分布特徵

世界火山和地震帶分布

全球板塊分布圖

2 火山作用：地球內部的岩漿和水氣沿地殼薄弱處侵入地層或噴出地表，主

要分布在板塊的聚合處及張裂處。

3 火山作用形式：

分類 無火山口 有火山口

作用 侵入作用 寧靜式噴發 猛烈式噴發

說明

岩漿順著層

理、節理侵

入岩層中，

未噴出地表，

待上方岩層

被侵蝕後才

露出

𤇼 分布：多位於板塊

張裂區

㜭 鹽基性岩漿：黏滯

度小，易流動→順

著裂隙噴發流出

姯 熔岩覆蓋廣闊地

表，形成熔岩平原

（ 如： 南 京、 鎮

江）、熔岩台地及

熔岩高原

𤇼 分布：多位於板塊聚合處

（環太平洋火環帶為全球

火山活動最活躍地帶）

㜭 酸性岩漿：黏滯度大，難

流動→阻塞岩漿通道蓄積

壓力，後爆炸性噴發

姯 噴出火山碎屑，顆粒較大

的堆積形成火山錐，顆粒

較小的則形成火山雲

舉例 基隆山

𤇼 哥倫比亞熔岩高原

㜭 中部西伯利亞熔岩

高原

姯 夏威夷群島

� 澎湖群島（熔岩蝕

餘的方山）

𤇼 火山錐：富士山、七星山、

大屯山（錐狀火山易形成

放射狀水系）

㜭 火山口→火口湖：中國長

白山天池、紐西蘭北島陶

波湖

姯 火山頸：美國船形岩、魔

鬼塔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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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後火山作用：火山作用形成後的殘餘地熱所產生，如：硫氣孔及溫泉。

5 火山地形資源：

彍 金屬礦產（岩漿侵入岩層時，因熱液接觸，使礦物聚集而形成）、

建材或石材（花崗岩）。

鈫 農業：火山灰土和火山熔岩風化後的火山土富含礦物質，很肥沃。

如：印尼爪哇島的火山土、印度德干高原西北部的黑棉土。

� 能源：地熱發電（冰島）。

旔 觀光、休閒、遊憩。

2. 外營力：

1 風化：指地表岩石受到空氣、水或生物等的影響，在原地發生了變化。

物理風化 化學風化

定義 岩石因物理結構改變而崩解（岩石碎裂成碎屑） 岩石因化學成分發生變化而分解（岩石鬆散、強度降低）

條件

𤇼 乾燥地區：晝夜溫度變化劇烈，岩石

因反覆熱脹冷縮而崩解

㜭 高緯、高山地帶：滲入岩石裂縫的水

反覆凍結、融解（凍融作用交替），

岩石裂解成碎屑（凍裂後形成岩海或

碎石坡景觀）

 凍融作用的過程示意圖

𤇼 高溫多雨地區：岩石容易與空氣、

水產生化學反應

㜭 岩石中的鐵、鋁成分，因氧化形成

氧化鐵、氧化鋁，會使岩石變色，

形成風化紋地形

姯 溶解作用：微含碳酸的雨水，溶解

石灰岩層，造成地表崎嶇

� 人類工業活動產生酸雨，腐蝕石雕，

如：印度的泰姬瑪哈陵

註 物理風化和化學風化作用大多同時進行且相互影響，加速彼此的作用力。

 物理風化使岩石層層剝落

 風化紋－南雅奇岩（別
稱：冰淇淋岩）

北海道地震前後影像比對圖（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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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化地形

宜蘭縣頭城北關豆腐岩

1. 節理：岩石或岩層的天然破裂面，多

為成群出現且略相互平行，有相同走

向和傾斜方向。

2. 例如：臺灣東北部的「豆腐岩」→砂

岩層的兩組節理接近垂直交錯，經風

化侵蝕而成。

野柳女王頭的形成（因軟硬岩差異風化侵蝕後形成的地形）

女王頭的頭部有較軟弱

的部分被侵蝕成圓形或

方形凹穴，稱為風化窗

女王頭頭部因遍布風化

窗，稱為蜂窩岩

蕈岩的形成過程

2 崩壞：風化物質受重力作用，產生向低處移動的現象。

彍 成因：與坡度（坡度陡）、水分含量（暴雨多）、地震（導致岩

石鬆軟）和人為活動（水土保持不佳）有關。

鈫 崩壞形式：依速度的慢到快分為潛移、地滑、土石流、山崩。

潛移

1. 定義：表層土壤或岩

屑沿坡下滑，速度極

緩慢，肉眼不易察覺

2. 特徵：電線杆前傾、

樹幹基部彎曲為潛移

發生的證據

3. 實例：美國猶他州鹽

湖城樹幹基部彎曲

地滑

1. 定義：混合岩屑、土壤的岩體沿層面滑動或移動（俗稱「走山」）

2. 特徵：好發於多雨且地層脆弱的地區，如臺灣

3. 地滑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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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

1. 定義：混合巨石、礫、砂、泥等岩石碎屑的流動體

2. 發生要件：充足的水分、豐富的鬆散土石、陡峭的坡度

3. 特徵：發生突然、流動快速、衝擊力強、破壞性大

4. 實例：敏督利颱風造成臺中市松鶴部落嚴重的土石流災害

山崩

1. 定義：塊體沿斜坡急速崩落

2. 成因：常因塊體間水分增加，降低摩擦力而

發生

3. 實例：宜蘭或花蓮地區豪雨成災，山區土石

崩落，導致蘇花公路受創嚴重，多處坍方

山崩堰塞湖的地形

1. 形成順序：彍→鈫→�

2. 後續發展：堰塞湖會因為湖緣侵蝕作用

而導致潰堤，最後因湖水流出而消失

3 侵蝕、搬運、堆積：風化、崩

壞作用後的鬆散岩石碎屑，受

到河水、風、海浪等力量進行

侵蝕、搬運與堆積的作用，為

連續性過程，不斷將地表的高

處削平、低處填高，改變原本

的形貌。

三  時間

1. 不論任何地形，均需要時間的作用，但時間長短不一。

2. 內營力造成大範圍地形景觀後，再經長時間的外營力作用，雕塑出各

種小地形。

岩層性質影響侵蝕速度

1. 火成岩、變質岩：岩性較堅硬，

抗蝕力強，受侵蝕速度較慢。

2. 沉積岩：岩性較軟、岩石節理多、

裂隙多，抗蝕力較弱，受侵蝕速

度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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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蝕窪地

二、風稜石形成示意圖

1. 風力挾帶沙粒磨蝕岩石，使岩石出現多個平面，其中光滑面可指出主要

的風向

2. 條件：強風、多沙（沙源豐富）、硬岩、裸地（缺植被）

3. 分布：臺灣東北角的富貴角

風成地形

一  風力作用

1. 風蝕：

吹蝕 磨蝕

2. 搬運：風力將大量細小沙塵搬運到他地的過程。

3. 風積：風力搬運的沙塵顆粒沉積到某地。

 （風積作用的堆積物特點：顆粒細小，粒徑均勻，無明顯層理。）

二  風成地形

　　主要分布於乾燥區域（物理風化盛行）、河、湖、海邊等有沙礫侵

蝕堆積地區。

1. 風蝕地形

1 風蝕窪地

2 風稜石

3 蜂窩岩、蕈岩

4 礫漠

5 岩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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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積地形

1 沙質沙漠（同時比較沙漠的三種不同類型）

礫漠 岩漠 沙質沙漠

作用 風蝕（吹蝕） 風蝕 風積

說明

乾燥區地表岩石風化崩解下來的岩屑，細粒沙

塵被風吹蝕帶走，地表留下粗大的礫石。如：

埃及南部的撒

哈拉沙漠（沙少

礫多）

地表礫石被風化、搬運完後，地表露出光

禿的底岩。如：準噶爾盆地的五彩灣（岩

石裸露）

風力攜帶的細沙塵顆粒沉積到某地，形成

以沙粒為主的沙漠景觀。如：塔里木盆地

（遍布沙丘）

2 沙丘：風力攜帶的沙粒沉積成狀如小山的沙丘，多分布在乾燥的沙質沙漠區、沿海地區。（昔稱：崙，如：沙崙腳。臺灣西海岸河流多、沙源多，

故海岸沙丘多。）

新月丘（迎風側緩、背風側陡） 橫沙丘（風小沙多時形成） 縱沙丘（風大沙少時形成）

1. 定義：新月型的沙丘個別獨立分布在地表上，沙

丘的兩側尖端指向風的去向

2. 剖面：迎風側緩、背風側陡

1. 定義：長條形的沙丘與風向垂直

2. 成因：風速減弱、沙源增多，新月

丘數目增加，連接成與風向垂直的

沙丘，稱為橫沙丘

1. 定義：長條形的沙丘與風向平行

2. 成因：

Â  風力增強，吹斷橫沙丘，形成與風向平行

的長條形沙丘

Â  沙源減少，橫沙丘被吹斷後，部分沙丘與

風向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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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土：乾燥區和冰河外洗區的風化物，因風力搬運在下風處堆積而成。如：中國大陸

的黃土高原及德國與波蘭中部的黃土台地（北歐冰河時期冰緣區的黃土往南吹送堆積

形成）。

原生黃土（黃土高原）、次生黃土（黃淮平原）

黃土垂直壁立性 VS.窰洞的開闢

垂直壁立性

1. 黃土高原區乾燥，蒸發盛，碳酸鹽類被保存在毛

管作用形成的毛管壁中。

2. 碳酸鹽類具膠結作用，把細粒黃土聚集成為較大

且較堅固的團聚體，可以阻止土壤水的分解和溶

解作用，導致黃土土質疏鬆多孔，透水性佳。

3. 土塊容易沿垂直斷面崩塌，被稱為垂直壁立性。

洞形成圖

1. 下沉式：「進村不見村，樹冠露三分」。

2. 靠崖式：「人家半鑿山腰住，車馬多從頭頂過」。

3. 獨立式：用磚砌成的窰式房屋，等級最高。

黃土特性

1. 顆粒：細小（細如花粉，粒徑為 0.02 ～

0.004mm）、多稜角（岩石物理風化後崩

解形成）。

2. 性質：

Â 質地疏鬆、透水性強→易受流水侵蝕

Â 無明顯層理：風力堆積顆粒均勻無層理

Â  礦物鹽類豐富→只要有水源灌溉，可發

展農業

Â 具有結核團塊

Â 具垂直壁立性→利於開闢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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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右圖為小全在旅遊時拍攝的照片，

想做為地理課程學習後的印證。照

片中的景觀可以用哪一個地理概

念來說明？　A崩壞作用　B侵

蝕作用　C堆積作用　D風化作

用。

(	 )	2 右圖為某種自然災害發生記錄的

位置圖，請問該圖最有可能是哪一

種自然災害的分布位置圖？　A

地震　B颶風　C龍捲風　D土

石流。

◎ 右方照片為挪威某地區的景觀照。請回

答 3 ～ 4 題：

(	 )	3 照片中的景觀，最可能是何種地形

的呈現？　A曲流　B蛇丘　C

冰蝕谷　D冰磧平原。

(	 )	4 照片中的地形景觀若位於沿海地區，可能會對挪威造成何種影

響？　A海岸線蜿蜒曲折　B兩側土石大量崩落　C土石蜿蜒

堆積成山丘　D冰河融化後地層大量下陷。

◎ 2015 年中國深圳發生某項環境災害，起因是該區廢棄的礦坑廢土大量

堆疊後，突然發生大量溢出流動的現象，掩埋覆蓋了附近的工業區，

造成嚴重災情，甲～丙圖代表其發生的過程。請回答 5 ～ 6 題：

 
(	 )	5 圖中發生的地理現象為何？　A潛移　B山崩　C土石流　D

土石緩滑。

(	 )	6 該種環境災害的發生，最可能和哪一項因素有關？　A地形平坦　

B廢土溶解　C坡度減緩　D降水累積。

◎ 右圖代表宜蘭某地區，圖中的甲區

域包圍的紅色狹長形所在的地區，

為當地獨特的地形景觀，預測在全

球暖化後，海水面上升時甲區的地

形景觀仍會突出於海平面。請回答

7 ～ 9 題：

(	 )	7 圖中甲區的地形景觀最有可能

是哪一種地形？　A沙丘　B

沙堤　C沙洲　D沙瀑。

(	 )	8 圖中甲區地形的形成和哪一種營力的關係最密切？　A河積　B

潮汐　C冰河　D風積。

(	 )	9 若要模擬甲區在海水面上升後是否會被淹沒時，在不考慮排水系

統的情況下，最有可能運用 GIS 的哪項功能？　A地勢分析　B

環域分析　C路徑分析　D視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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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方照片為越南東北部沿海著名的觀光景

點，該地區有眾多的山峰突出於海面上，

形成約 2,000 個島嶼，其形成原因和相鄰

的中國西南地區峰林峰叢景觀大致相同，

且和廣西境內峰林峰叢的分布區相連，被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請回答 10 ～ 11 題：

(	 )	0 判斷照片中的景觀最有可能是何種地形？　A火山地形　B石灰

岩地形　C崩壞地形　D冰河地形。

(	 )	q 照片中地形景觀的重要成因依序為何？　A崩壞作用、河蝕作用　

B冰河侵蝕、海蝕作用　C風蝕作用、冰河堆積　D溶蝕作用、

海面上升。

◎ 下圖為某種外營力作用下的四種地形圖。請回答 12 ～ 13 題：

 
(	 )	w 圖中最有可能是何種外營力的作用？　A風力　B河水　C冰河　

D海水。

(	 )	e 圖中哪兩種地形景觀是屬於相同的外營力作用所形成的？　A甲

乙　B甲丙　C乙丁　D甲丁。

◎ 照片為某種海岸景觀的圖示。請回答 14 ～ 15
題：

(	 )	r 圖中甲的地形景觀名稱為何？　A海蝕

柱　B海蝕洞　C海蝕門　D海蝕平台。

(	 )	t 照片中的海岸地形景觀最可能位於臺灣的哪一海岸區域？　A東

北部　B西南部　C南部沿海　D中部沿海。

(	 )	1 右方照片是某人站在樹林裡的小徑，

由南向北拍攝的某地地表景觀。從照

片中可判斷該地正在發生何種變化？　

A斷層作用由南向北不斷延伸　B背

斜構造由東向西逐漸隆起　C堆積作

用由北向南陸續增強　D坡地地層由

西向東緩慢滑動。 【102 學測】

(	 )	2 「加蚋仔」位於臺北市西南角、新店溪與淡水河匯流處的右岸，

以往未興建堤防時，每逢颱風豪雨容易氾濫。根據考證，加蚋仔

是「原住民」的社名。康熙年間「漢人」來此墾荒，種植甘蔗、

花卉、蔬菜等作物，原住民常用附近自然環境的特徵來命社名。

根據上文判斷「加蚋仔」最可能是指何種景觀？　A沙丘　B沼

澤　C沖積扇　D溫泉。 【91 學測】

(	 )	3 右方照片是一張由南向北拍攝的風積

地形照片。此種地形的塑造，主要受

盛行風的影響：迎風坡成凸形緩坡，

背風坡則成凹形陡坡。根據盛行風向判斷，該照片最可能位於下

列何處？　A秘魯西北部的塞丘拉沙漠　B澳洲西北部的大沙地

沙漠　C埃及西南部的撒哈拉沙漠　D中國西部塔克拉瑪干沙

漠。 
 【100 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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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右圖為中國某地區的風景油畫作品。

該作品的取景地區具有下列哪項特

色？　A曾受冰河的侵蝕作用，山脊

間成為交通要道　B土壤聚鐵鋁化作

用旺盛，耕地養分含量有限　C農業

生產以麥作為主，當地居民以麵為主

食　D盛行風向多屬偏西風，夏冬降

雨無明顯差異。 【103 學測】

(	 )	5 臺灣有許多聚落的名稱，係以當地地形特徵作為命名依據。其中

以「崙」命名的聚落，在下列哪一地形區最普遍？　A花東縱谷　

B桃園台地　C埔里盆地　D濁水溪沖積扇。 【105 學測】

(	 )	6 以下照片為臺灣常見的四種海岸地形景觀。塑造這些海岸地形最

主要的地形營力為何？　A風力　B洋流　C波浪　D潮汐。 
 【99 學測】

◎ 某人利用全球淹水模擬網站，並在不考慮排水系統條件下，進行海平

面上升 10 公尺後，蘭陽平原的淹水範圍模擬。下圖即為截取蘭陽平原

內宜蘭市一帶的淹水範圍模擬圖，深色色塊為模擬後的淹水範圍。請

回答 7 ～ 8 題： 【102 指考】

(	 )	7 某人在進行模擬後，發現沿著目前蘭陽平原的海岸線，會出現一

條細長的未淹沒帶。這個未淹沒帶最有可能是下列何種地形景

觀？　A海階　B沙丘　C海蝕平台　D濱外沙洲。

(	 )	8 上圖中展現的地理資訊，具有下列哪兩項特徵？z圖上地名與淹

水範圍屬空間資料；x淹水模擬以地勢分析的方式取得；c模擬

結果可以展現海拔相對高低；v圖中的淹水範圍以向量模式儲存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 照片一為某地的海岸景觀。請回答 9 ～ 11 題： 【97 學測】

 
照片一 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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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該種海岸類型的形成，和哪種地形作用的關係最密切？　A火山

作用　B冰河作用　C溶蝕作用　D河流作用。

(	 )	0 該種海岸類型，在哪個氣候區的分布最普遍？　A熱帶莽原氣候　

B副熱帶季風氣候　C溫帶海洋性氣候　D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	 )	q 照片二中何種農業景觀，最可能出現在該海岸類型的地區？　A

甲　B乙　C丙　D丁。

◎ 下圖中甲處西側師公格山，於 2010 年 4 月 25 日發生「走山」災變，

大量土石突然沿著坡面移動，掩埋國道 3 號甲處約 300 公尺長車道，

造成 4 人死亡。請回答 12 ～ 14 題： 【99 指考】

(	 )	w 圖中甲處的座標為：　A(319200,2778300)　B(319375,2778500)　
C(320100,2779200)　D(320250,2779500)。

(	 )	e 此次災變現象屬於下列何者？　A地滑　B潛移　C落石　D

土石流。

(	 )	r 依據圖中所提供的資訊，由甲處向四周觀察可看到的地景為何？　

A由甲處向西北可遠眺瑪西分校　B高速公路沿著河階修建　C

圖中東南山坡有蔗田拾級而上　D大埔交流道於陡坡修建。

◎左下 圖是臺灣某地區的地圖，圖中數字為地形等高線的數值，單位為

公尺。右下照片是在圖上某處拍攝的一幢民居。請回答 15 ～ 17 題： 
 【103 學測】

 
(	 )	t 涵蓋圖的整體範圍最可能屬於下列何種地形？　A平原　B台地　

C盆地　D沖積扇。

(	 )	y 圖中甲、乙、丙、丁是三合院所在地點，子、丑、寅、卯是拍攝

照片的地點。照片的拍攝方向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從丑向甲

拍攝　B從子向乙拍攝　C從卯向丙拍攝　D從寅向丁拍攝。

(	 )	u 假設圖中子、丑、寅、卯代表四處農地坵塊。在日治時代早期，

這四處的土地利用，有三處為水田，一處為茶園。根據圖中等高

線分布的資訊，從天然灌溉水源的角度思考，其中哪塊農地最可

能是茶園？　A子　B丑　C寅　D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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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臺灣某地區河階地形的

等高線圖。該地區河階階面之

間的相對高度，超過 40 公尺，

是研究臺灣地殼隆起速率相當

重要的觀察區。請回答 18 ～

20 題： 【97 學測】

(	 )	i 該地區地勢最高的河階

面，介於海拔幾公尺之

間？　

A120 ～ 140 公尺　

B200 ～ 220 公尺　C340 ～ 360 公尺　D480 ～ 500 公尺。

(	 )	o 造成該地區河階地形的主要河流，其河水的流向為何？　A北往

南流　B西往東流　C東北往西南流　D西北往東南流。

(	 )	p 圖中甲、乙、丙、丁四地，何處最可能出現湧泉？　A甲　B乙　

C丙　D丁。

◎ 下圖是臺灣某地區的等高線圖。請回答 21 ～ 22 題： 【104 學測】

(	 )	a 該地區最可能位於下列何處？　A雪山山脈　B海岸山脈　C

大屯火山彙　D阿里山山脈。

(	 )	s 圖中哪個地點最可能是河谷的上源？　A甲　B乙　C丙　D

丁。

◎ 下圖是日治時期花蓮港廳壽區（約略在今花蓮縣壽豐鄉）一帶的地形

圖，此圖北方朝上，每個方格面積為 1 平方公里，等高線間距為 10 公

尺。請回答 23 ～ 24 題： 【106 學測】

(	 )	d 圖中的山下聚落因地下水豐富，於北側和東北側墾成水田。該地

主要位於何種地形的邊緣，因此擁有豐富的水資源？　A台地　

B河階　C沖積扇　D三角洲。

(	 )	f 若搭乘火車由豐田火車站至溪口火車站，鐵道的坡度變化最接近

下列何者？　A上升 0.7%　B上升 1.6%　C下降 0.7%　D下

降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