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寒假東部戶外教學報告 

東部地質考察之旅 

指導老師:王寶勛老師 

 

作者:劉宸瑋 

日期:2011/1/21~24 



1/21(五)行程 

   天氣:雨天  氣溫:約 12 度 

    以台北市中央氣象局為準::攝氏 14 度以上 →東北季風 
                           攝氏 12 度~14 度→大陸冷氣 

                           攝氏 10 度~12 度→強烈大陸冷氣團 

                           攝氏 10 度以下 →寒流 

1.從民權國小出發上國道五號(北宜高速公路)，穿越了丘陵、

加里山山脈、雪山山脈，來到蘭陽平原。 

2.蘭陽平原為蘭陽溪所沖刷出來，形狀為三角形的鳥嘴沖積

扇，接著經過蘇花公路我們又看到了另一個和平沖積扇。 

沖積扇形成的原因:  1.河流帶來大量泥沙 

                2.沿岸的海深不能太深 

3.接著我們來到環太平洋最高的海崖→清水斷崖，高度為

5408 公尺(清水山標高 2408m+海溝深度 3000m) 

 



   清水斷崖特色: 

‧斷層海岸 

‧非常陡峭(5408m) 

‧歐亞板橋與菲律賓板塊交界處,菲律賓板塊隱沒到歐亞板塊下方 

‧黑潮(北赤道暖流往太平洋延伸稱為黑潮) 

‧大理岩 

‧設有定置漁網 

‧有鯨豚出沒(通常 4m 以上稱為鯨 2~4m 稱為豚，2m 以下稱為鼠海豚，參 

  考中華鯨豚網頁 http://www.whale.org.tw/child/what/1-2.htm) 

‧此處的碎浪線很短(碎浪線): 

    ‧在快靠近岸邊產生浪花的地方會連成一條線，因為波浪的波形碰到了淺

灘，遭到破壞，因而露出海面而形成碎浪，那這條形成碎浪的線，可以代

表沿岸淺灘的等身線，我們叫做「浪裂線」，浪裂線出現的地方代表是很

淺的水域，玩水比較安全，所以浪裂線離岸越遠出現，就代表這個海岸的

淺灘部分就越大，相反的如果碎浪線很短，則表示這個海岸的落差很大，

非常陡峭。 

4.下一站我們來到了太魯閣國家公園欣賞壯觀的峽谷                     

峽谷分為三種:  V 型谷(山谷受到河水的侵蝕，行成中央低陷兩側陡峻的峽谷) 
                 U 型谷 

                 鋸切谷 

 

http://www.whale.org.tw/child/what/1-2.htm


 

  我們在砂卡噹溪與立霧溪會合處，聽王老師講解岩石的種  

 類: 1 火成岩:岩漿冷卻凝固形成的岩石(花崗岩、安山岩、玄武岩) 

     2 沉積岩:地表逐層堆積所形成的岩石(常見的有：礫岩、砂岩、  

               頁岩、石灰岩) 

     3 變質岩:岩石在高溫高壓下改變裡面原有的礦物而形成的岩 

              石(片岩、大理岩、花崗片麻岩) 

     變質岩有九種特性:扁、硬、片、彎、裂、碎、晶、排、綠 

 ＊何謂”摺皺”? 由於板塊碰撞擠壓岩層，使岩層變形。 

 背斜:向上拱起的部分稱為背斜 

 向斜:往下彎曲的部份稱為向斜 



 

   立霧溪的溪水含有碳酸鈣離子，所以呈現出藍綠色 

 

 



5.夜宿七星潭渡假飯店，王老師利用晚上上課時，再幫我們

把一整天的戶外教學重新複習一遍，最後在大家一起高歌"

來去台東"的歌聲下結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補充:有關"潮汐"的說明: 

由於月球和太陽對地球各地的作用力，使得海水的水位產生週期性升降

現象，海水漲到最高時稱為高潮或滿潮，退到最低位時稱為低潮或乾潮，

潮汐的升降稱為漲潮和退潮，潮差則分為大潮和小潮。 

 

1/22(六)行程 

1. 一大清早我們就跟隨著王老師趕到花蓮嶺頂，這裡是海

岸山脈的最北端也是板塊交界之處，正前方是花蓮溪的

出海口，可遠眺中央山脈，花蓮溪出海口以北是歐亞大

陸板塊，以南為菲律賓海板塊之花東海岸山脈，右手邊

則是浩瀚的太平洋。 

 



＊由於花蓮溪要匯入太平洋的出海口被沙堤擋住，因此形成"沒口溪"現象 

 

2. 在嶺頂的海邊王老師讓我們撿拾石頭，再將我們撿拾的

石頭一一分類，在這堆石頭裡我們發現有:石墨片岩、石

英岩、綠色片岩(蛇紋岩)、大理岩以及火山岩等。 

 

3. 接著我們來到花蓮番薯寮盆地察看地形，在這裡我們看

到了:軟硬不同的岩石所形成的差異侵蝕與切割：面對台

11 線公路，正前方為中央山脈(港口層頁岩，質地較軟)，

後方為都巒山(火山角礫岩，質地較硬)，在這兩山之間則



是番薯寮盆地，番薯寮溪並將都巒山切割成鋸切谷。 

 
＊何謂曲流:河流受到地形影響開始左右擺動稱為曲流。曲流會產生一側侵蝕(侵 

  蝕坡、切割坡、攻擊坡)，一側堆積(滑走坡、堆積坡)的現象。 

4. 下一站我們來到花蓮秀姑巒溪口觀看河階地形、秀姑巒

溪出海口的島嶼—獅球嶼、以及有秀姑漱玉美稱的港口

石灰岩。 

 

5. 用完午餐後我們來到了花蓮北回記念碑體驗北回歸線的

意義，一隻腳站在亞熱帶另一隻腳站在熱帶，真是有趣~ 



 
＊北回歸線:位於北緯 23.5 度，夏至時太陽直射北回歸線。 

＊北回歸線經過:花蓮的靜浦、豐濱、瑞穗，玉山的主峰，阿里山，嘉義的水上、 

  朴子、東石、外傘頂洲，澎湖與望安中間，一直延伸到中國的廣東、廣西。 

＊北回歸線經過的國家:台灣、中國、緬甸、孟加拉、沙烏地阿拉伯、利比亞、 

  埃及、阿爾及利亞、墨西哥、美國的夏威夷等。 

＊南回歸線經過的國家:澳洲、馬達加斯加、西南非(喀拉哈利沙漠)、巴西、阿根 

  廷等。 

＊二十四節氣的口訣: 春雨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暑相連， 

                    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接著我們進入了臺東，首先到訪台東的第一站就是歌詞

中的三仙台，這是一個離岸的島嶼，大都由火山角礫岩

和一些集塊岩所構成，周圍有隆起的珊瑚礁圍繞，為了

觀察三仙台我們大家頂著強烈的海風，辛苦的走過八拱

橋，真辛苦~ 



 

7. 下一站我們來到了泰源幽谷，在進入泰源幽谷之前我們

先在登仙橋附近停留，這次要觀察的可不是岩石ㄛ，而

是聰明的台灣野生獼猴，在一群猴子裡最受我們矚目的

是一隻懷裏抱著小猴的母猴，雖然哺乳類動物都會有育

幼的行為，但是也讓我看到動物間的親情與母愛的偉

大，就在我們準備回到車上時，媽媽本來要把王子麵拿

給我，我一時沒接好掉到地上，正要撿起來的時後卻被

身手矯健的猴子給搶走了，嗚~我的王子麵就這麼活生生

的被搶了 ，可惡的猴子把我的王子麵還來~~~ 

8. 告別了猴子之後，我們進入了花東海岸山脈唯一陷落的

盆地—泰源盆地，在這裡我們清楚的看見美蘭劇場河階

地形，以及德高老逆斷層。 

＊河階:經由河流沖刷形成一階一階河階台地 

＊斷層:因外力作用使得岩層變形、斷裂的現象，可分為正斷層、逆斷層、平移 

      層。 



      正斷層:岩層因板塊張裂作用，使上盤沿著斷層面往下滑 

      逆斷層:與正斷層相反，上盤沿著斷層面向上衝(例:921 車籠埔斷層) 

      平移斷層:岩層沿著斷層面作水平方向移動，稱為平移斷層 

＊盆地:四周有山地、丘陵環繞且中間有廣大低平的地面，形成的原因為 1.斷層 

      (內營力)2.河流(外營力)  

 

9. 夜宿東河休閒農場，可惜天公不做美雖然沒有下雨，但

是雲層太厚無法觀星，王老師把我們今天的行程幫我們

整理了一遍，由於農場位於深山裏，附近也沒有任何便

利商店，於是我們大家就早早上床休息儲備體力。 

＊補充:火山噴發時會產生:火山灰、火山塵、火山碎屑(火山礫)、火 

                        山彈(火山集塊岩)。 

＊〝來去臺東〞歌詞:  

                      你若來台東 請你斟酌看， 

                      出名鯉魚山亦有一支石雨傘 

                      初鹿之夜 牧場唱情歌， 

                      紅頭嶼三仙台 美麗的海岸 

                      鳳梨釋迦柴魚 好吃一大盤， 

                      洛神花紅茶 清涼透心肝， 

                      你若來台東 請你相邀伴， 

                      知本洗溫泉予你心快活 

 

                      附註: 1.鯉魚山和石雨傘為外來岩塊 

                           2.紅頭嶼為蘭嶼 

                           3.三仙台為火山集塊岩 

                           4.知本有斷層經過所以有地熱產生溫泉   

 

 

 



1/23(日)行程 

1. 大清早我們就離開了泰原峽谷前往臺東利吉大橋，途中

經過有名的東河包子店，我們全車都下來買包子，包子

果真便宜又好吃，爸爸和媽媽還順道買了正在盛產的橘

子，橘子的水份很多嚐起來酸酸甜甜的特別好吃~~ 

2. 吃完包子我們來到東河橋欣賞東河漱玉，這裡的岩層幾

乎全部都是港口石灰岩，其中還夾雜有火山石周圍碎屑

和珊瑚等，加上年代久遠因此岩層變得比較白。 

 

 



3. 接著我們來到觀察地形的下一站—臺東大橋，王老師特

別在現場教我們利用臺灣地質圖比對現場的岩層，這裡

是花東山脈的最尾端，岩層屬於利吉混同層，所謂利吉

混同層是兩大板塊在擠壓碰撞海底山崩的堆積物，由於

利吉層主要的成份是泥岩，因此外表呈現惡地地形。 

＊火成岩可以依照二氧化矽的含量區分為:  

       酸性火成岩(66%以上) 

      中性火成岩(52%~66%) 

   基性火成岩(45%~52%) 例:玄武岩 

       超基性火成岩(45%以下)例:蛇紋岩 

      因為內含石英成份，因此二氧化矽成份含量愈高顏色愈白，反之則愈黑。 

 

   ＊台灣的惡地共有三處: 

    1.臺東大橋—利吉惡地【兩大板塊在擠壓碰撞海底山崩的堆積物】 

    2.臺南關仔嶺~高雄月世界—泥岩地形【泥巴在淺海上被推上來而形成】 

    3.三義火燄山―礫岩地形【位在台地的邊坡，源自山脈的河流將石頭沖 

                           刷滾下來】 

 

＊何謂海溝?由海洋板塊與大陸板塊交界處所形成。 

＊臺東的外來岩塊有:石頭山、猴子山、鯉魚山、虎頭山。 

 

 

 

 

 



 

 

4. 下一站我們來到了鹿野台地勘查由於地殼抬升，不同時

期形成的河階—擠壓應力河階群，這是板塊擠壓及河流

侵蝕的證據。 



5. 緊接著我們來到了這趟行程的重頭戲—池上大坡國小，

這個學校操場的溜滑梯每年會移動 1.5~1.8cm，稱為非地

震性潛移活斷層，中央氣象局並且在這裏設置了專業的

儀器來測量板塊移動的高度，這裡正是板塊移動的證

據，雖然北部只有 10 度的低溫，但是此時此刻臺東卻是

頂著大太陽，讓我們大家一邊考察地形一邊汗流浹背，

熱~~ 

 

6. 看完大坡國小的地形我們順著台九線一路行駛，沿路兩

旁一片花海，萬紫千紅美不勝收，大地就像是一塊畫布，

各種顏色的花海妝裝飾了整片大地。 



7. 回花蓮的途中，我們來到了光復糖廠吃冰棒，看著大家

大排長龍就知道冰棒特別好吃，我也趕緊買了一支來嚐

嚐，味道果真是特別好吃，吃了還想再吃~~ 

8. 吃完冰棒後王老師趕緊帶著我們去白鮑溪的上游觀看河

川襲奪，白鮑溪與荖溪原為木瓜溪的支流，但是由於下

游的河川慢慢向源頭侵蝕，使得河川改道搶吞成功，鯉

魚潭也因此而成為堰塞湖。 

 

＊當分水嶺一側的河川因為侵蝕作用較強，會導致分水嶺往侵蝕力較弱的一側後  

  退、甚至切穿分水嶺，將另一側河流的上游水源搶奪過來，便稱為河穿襲奪。 

＊當上游的水源被奪走導致河川變小，形成斷頭河或稱為無能河。 

 

 



 

9. 用完晚餐後我們又回到第一天住宿的飯店—七星潭渡 

   假飯店，這家飯店服務很好，房間也很舒適，最特別的 

   是每個房間都面向太平洋，晚上還伴著呼呼的海風入睡 

     真是很特別的經驗。同樣的到了飯店後，王老師配合著 

     Google 幫我們把今天的行程複習了一遍，我就去夢周公



了。 

＊在複習課程的時候，王老師還附帶的教我們如何記憶動物的分類: 

      海綿動物―小洞進水，大洞出水 

      腔腸動物―水母、海葵、珊瑚 

      軟体動物―螺(腹足綱)、貝(釜足綱)、章魚(頭足綱) 

      棘皮動物―海參、海膽、陽隨足 

      扁形動物―扁蟲 

      線形動物―蛔蟲、蟯蟲、海百合 

      環節動物―蚯蚓 

      千足綱―馬陸(每一節有 4 隻腳，整隻有 400 多隻腳) 

      百足綱(被足綱) ―蜈蚣 

      十足綱―蜘蛛(蛛形綱)、螃蟹(甲殼綱) 

      六足綱―昆蟲綱 

      脊索動物 

      脊椎動物―魚、鳥、兩棲、哺乳、爬蟲 

 

      ＊哺乳動物還可依照下列各項細分: 

       1.原始: (1)單目孔―鴉嘴獸(2)有袋目.―袋鼠、袋熊、無尾熊 

       2.腳: (1)奇蹄目(2)偶蹄目(3)異手目(4)皮翼目(5)鰭腳目(6)鯨目 

       3.牙齒(尖牙): (1)食肉目(2)食蟲目(3)囓齒目(4)兔形目(5)蹄兔目(6)貧齒目 

                   (7)麟甲目 

       4.特別: (1)靈長目—猴子、人類(2)長鼻目—大象 

 

 

 

 

 

1/24(一)行程 

1. 吃完早餐後王老師帶著我們去七星潭海邊撿石頭，這裡

有許多變質岩，例如:片岩、綠色片岩、花崗片麻岩等，

還有人特別幸運撿到很稀有的玫瑰石。 



2. 接著我們沿著蘇花公路一路往北行駛，在車上我們看到

南澳陸連島的地形，然後我們就進入朝陽漁港採集綠色

片岩。 

＊何謂陸連島? 與陸地間有沙洲相連的島 

＊陸連島與連島沙洲的合稱為沙頸岬，例:宜蘭的南方澳 

3. 往東澳的路上，王老師還特別在羅大春開路記念碑處教

我們如何看碑文，羅大春為清朝奉命開鑿蘇花公路的第

一人，當時台灣東部多為原住民，早期開墾這片蠻荒之

地時非常艱辛，，感謝這些古人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便利。 

4. 下一站我們來到了東澳粉鳥林漁港，在這裡我們不僅發

現了花崗片麻岩，還發現了黑雲母以及白雲母，閃閃亮

亮的好像鑽石一樣~~ 

 



 

5. 回程的途中我們在車上遠眺蘇澳港以及蘇澳陸連島，整

個蘇澳港包括了北方澳軍港、蘇澳商港、南方澳漁港，

我們還看見了一艘好大的軍艦，真是好壯觀ㄚ!! 

6. 最後我們就順著國道五號一路順暢平安的回到家了。 

 

 

 

 



 

 

旅遊心得 

   雖然這四天經歷了刮風下雨、日曬雨淋，但是卻讓我獲

益匪淺，王老師不僅教導我們如何辨別石頭，還教導我們天

文和國學常識，謝謝王老師這四天不辭辛勞的陪著我們上山

下海，也要感謝爸爸和媽媽特別陪著我參與這次的活動，經

過上次的西部海岸之旅和這次的東部海岸之旅之後，讓我深

刻的感受到台灣之美，台灣真是個美麗的島嶼，王老師把課

本上的知識實際的呈現在我們眼前，正所謂「百聞不如一

見」，這次的知性之旅真讓我收穫不少，也讓我交到許多志

同道合的朋友，下一次我一定還要再參加王老師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