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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t springs, one of geothermal potential phenomena,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aiwan, especially in the Chingshui area, Ilan. The field
geological survey is a basic and essential work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geothermal potential area. Many geologists had done field works
to investigate the local geology in the Chingshui geothermal field and
some geologic maps thus had been published. But all the authors have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their own ideas about stratigraphic units and
structural extending in the Chingshui area, that resulting in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stratigraphic thickness and sequence.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geothermal source, reservoir and heat conduction in
the Chingshui area,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all the geologic maps and
clarify the difference of previous works. Based on this review study,
an advanced and more detail geologic survey and mapping in the
Chinghshui area can be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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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清水地區之地熱資源豐沛，而地質調查則是地熱資源探
勘基本且不可或缺的方法。以往中油、工研院與中央地質調查所
針對宜蘭清水地區地熱有過許多調查工作，且有地質圖的發表，
然而不同作者對此地區的地層與地質構造的看法有所差異，導致
對地層厚度與層序有不同的解釋。為了解清水地區地熱資源包括
地熱的來源、儲集與傳導等，有必要對已有的地質圖做一通盤的
比較與探討，以供進一步進行地質調查工作，並製作更大比例尺
的地質圖，以明瞭地質構造特性及其與熱液儲集的關係。
關鍵詞：溫泉、地質圖、清水地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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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一般對於地熱資源探勘的方法包括地質調查、地球化學探勘、地球物理探勘及鑽
井探勘，其中以地質調查為最基本且不可缺少的調查方法。溫泉為地熱資源的地表徵
兆之一，台灣擁有豐富的溫泉資源且大多數溫泉分布於雪山山脈和脊樑山脈板岩帶與
大南澳片岩帶(Chen, 1985；Cherng, 1979)。其中雪山山脈主要由變質砂岩、硬頁岩和
板岩所組成，該地區之達見砂岩、白冷層和四稜砂岩等岩層孔隙率高、裂隙發達，為
良好的含水層。另外，脊樑山脈主要為板岩、千枚岩、變質砂岩、變質石灰岩和變質
礫岩；大南澳變質雜岩主要為片岩、變質燧石、大理岩、片麻岩與角閃岩。雖然這些
岩石孔隙率很低，但由於這些地區的節理、劈理及片理都相當發達，所以此區域岩層
仍有機會成為含水層(陳肇夏, 1981)。張寶堂(2000)認為宜蘭縣清水與土場兩地區的溫
泉分布廣泛，且溫度高達98-99 oC (表一)。
從1975年迄今，有許多學者(吳永助與張寶堂, 1976；林啟文與林偉雄, 1995；
曾長生, 1978；鄭文哲與劉金城, 1977；蕭寶宗與江新春, 1979a, 1979b；Chen, 1985；
Chen, 1985；Cherng, 1979；Lee et al., 1981；Lin and Yeh, 2001；Liu et al., 1990；
Su, 1978；Tong et al., 2008；Yu et al., 1977；Yui et al., 1993)對宜蘭清水地區(圖一)做過
相關研究。在地熱方面，斷層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儲集層中的熱液沿斷層所提供的
通道上升至地表。仁澤層中的砂岩層可能為主要的熱液儲集層(吳永助與張寶堂, 1976；
曾長生, 1978；蕭寶宗與江新春, 1979a；Tong et al., 2008)。在地表地質方面，過去已有
日本、中油、工研院與地調所等做過許多調查，也有地質圖發表。但是，各幅地質圖
對地層的劃分與地質構造的看法均有差異，衍生出對地層的厚度、上下關係的看法不
一。為了解清水溪地熱資源，界定地熱的來源、儲集與傳導，有必要對這些地質圖作
一比較與探討，未來還需進一步作更大比例尺的地質調查工作。

2、清水地區的前人研究與地質圖之比較
清水地熱區屬於中新世廬山層(何春蓀, 1986)，對此地區的地表地質研究主要有
吳永助與張寶堂(1976)、曾長生(1978)以及林啟文與林偉雄(1995)。這些調查者將本地
區中新世廬山層依其岩性分成2至3個岩段或地層，且繪製出數條構造線。本文將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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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中央山脈板岩區地熱潛能區之溫泉特性與鑽探結果。(引自張寶堂, 2000)
Table1. Hot spring properties and drilling exploration results of the boreholes for geothermal potential phenomena in slate area of Central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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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台灣宜蘭清水地熱區位置圖。(紅色星號代表地熱徵兆主要位置)
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Chingshui geothermal field, Ilan. (Red star: The geothermal area)

研究結果整理如下：

2.1 地層及其岩性特徵
吳永助與張寶堂(1976)完成雪山山脈及蘭陽溪一帶兩萬五千分之一的地質圖，於
文章中縮圖成十萬分之一地質圖，並將出露於清水地熱區中新世廬山層細分為三個地
層(圖二)，由老至新分別為乾溝層、仁澤層及蘇澳層。乾溝層岩性幾乎全為板岩，並
整合蓋覆在四稜砂岩之上。越往蘭陽溪附近，因受到褶皺作用影響，形成數條東北-西
南走向的硬頁岩帶或板岩帶，變質程度由西向東逐漸增加，其上界為一厚約兩公尺的
混濁砂岩(graywacke)。仁澤層岩性可細分為三個岩段，上下兩岩段之變質砂岩較為發
達，中段以板岩夾變質砂岩為主；總厚度在清水地區約800公尺，仁澤約400公尺，往
南至土場以南則逐漸尖滅。蘇澳層岩性主要為暗灰色厚層板岩，局部夾數公分至三公

西 太 平 洋 地 質 科 學 , 第 11 卷
Western Pacific Earth Sciences, Vol.11

54

尺厚之淺灰色細粒至中粒變質砂岩。蘇澳層與仁澤層的界線並不顯著，岩性多為漸變
關係，然而吳永助與張寶堂將仁澤層頂部之厚層砂岩定為兩者之地層界線，位於其上
之板岩偶夾薄層細粒砂岩，則歸為蘇澳層。此現象在土場以南即不顯著。
曾長生(1978)將出露於清水地熱區中新世廬山層細分為三個岩段(圖三)，由老至年
輕各別為古魯段、清水湖段和仁澤段。其中古魯段主要為暗灰色至黑色塊狀硬頁岩夾
板岩，並可見約10公尺厚的砂岩，硬頁岩風化後成條狀為其特徵。另外在部分變質度
相對較高的地方，硬頁岩已轉變成板岩。本段上界為一厚約6-7公尺的塊狀變質砂岩。
清水湖段以板狀劈理構造發達的黑色板岩為主，夾5-10公分厚之變質砂岩。仁澤段則
可細分為三部份：下部岩性以黑色板岩夾薄層至中層灰色極細粒變質砂岩為主，富
含有孔蟲化石及少量貝類、海膽與Ditrupa sp.等化石(Chang, 1974)，厚度約850公尺至
1,000公尺；中部岩性以淡灰色至灰色極細粒-細粒-部份中粒之塊狀變質砂岩為主，夾
黑色板岩與變質砂岩的薄互層，厚度約為400至500公尺；上部岩性以黑色板岩或板岩
質頁岩為主，偶夾30公分厚的變質砂岩，於厚層變質砂岩中常有充填硫化鐵礦物。本
段上部之下界訂於10至40公尺厚的塊狀變質砂岩，其延伸性佳且其上下各有一層厚約
10至30公尺之淡灰色至灰色混濁變質砂岩。
林啟文與林偉雄(1995)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五萬分之一的三星圖幅中，將
出露於清水地熱區中新世廬山層細分為二(圖四)，由老至年輕各別為清水湖段與仁澤
段。其中清水湖段岩性以灰黑色厚層板岩為主，其板劈理發育相當良好，於清水湖溪
下游，厚層板岩偶夾薄層或透鏡狀變質砂岩。仁澤段岩性則以淺灰色至灰色硬頁岩，
或硬頁岩與薄層變質砂岩互層為主，在清水溪下游以硬頁岩與變質砂岩的薄互層為
主，且有許多變質砂岩岩塊與崩移構造，這些崩移構造多為崩移褶皺和獨立岩塊。

2.2 區域構造特徵
吳永助與張寶堂(1976)於「清水、土場一帶地質圖」中於清水地熱區及其周圍繪
製兩條斷層，即三星斷層與梨山斷層，並在清水地熱下游接近蘭陽溪處，有梨山斷
層的存在(圖二)。三星斷層通過處多為板岩，判斷此斷層的依據為於野外調查時發現
板岩層疑似被斷層截切的破碎帶，其中最為顯著之處乃於寒溪兩岸之地層呈現不連
續性；另外小笠原美津雄(1933)於十萬分之一的大南澳圖幅也表示此處有斷層存在。



圖二、宜蘭清水地熱區地質圖與柱狀圖。(地質圖節錄自吳永助與張寶堂, 1976。增加柱狀圖) (黑框表示清水地熱徵兆區)
Figure 2. Geologic map and geologic column of Chingshui geothermal field, 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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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宜蘭清水地熱區地質圖與柱狀圖。(地質圖節錄自曾長生, 1978。增加柱狀圖) (黑框表示清水地熱徵兆區)
Figure 3. Geologic map and geologic column of Chingshui geothermal field, 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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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宜蘭清水地熱區地質圖與柱狀圖。(地質圖節錄自林啟文與林偉雄, 1995。增加柱狀圖)
(黑框表示清水地熱徵兆區)
Figure 4. Geologic map and geologic column of Chingshui geothermal field, 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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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山斷層在四季地區為乾溝層與眉溪砂岩兩地層的邊界，往北，此斷層皆在乾溝層
中。由斷層帶兩側眉溪砂岩與乾溝層的厚度變化，推測此斷層之落差由南向北逐漸漸
小。
曾長生(1978)於「宜蘭縣清水、土場地熱區地質圖」中判斷有三條斷層出露於
清水地熱區(圖三)，分別為大溪斷層、小南澳斷層及西北-東南走向的清水溪斷層。其
中大溪斷層自清水溪下游的大溪附近向西南延伸，經碼崙溪，田古爾溪至仁澤南邊；
此斷層於清水山北北西方、西北方和西方的石門溪東岸、清水溪下游與清水湖間、碼
崙溪上游之河谷兩岸及田古爾溪中游之北岸皆觀察得到斷層泥、斷層角礫岩等現象。
小南澳斷層自小南澳北邊大致向西南方向延伸，經清水山南面至九分山南面近碼崙溪
處與大溪斷層相接，此斷層的判斷是因於清水溪支流北岸存在斷層擾動帶，且擾動帶
截切至石門溪，導致石門溪西邊支流的地層皆呈現倒轉層序。另外，由地熱區常見走
向近於南北向至北北西方的小斷層或小錯動，且均具右移性質，曾長生認為在褶皺作
用的末期，因應力形式改變所造成的剪裂帶；而清水地熱區最為重要的是沿著清水溪
河谷的清水溪斷層，此斷層的走向為北西30度大致沿著清水溪中游方向延伸，將清水
湖段頂部向右錯移約200公尺。另外，此文尚針對清水與土場地區的節理做一分析，
結果顯示共包含兩系(system)五組(set)的節理，且根據廬山層仁澤段之層序判斷，此兩
地區出露的砂岩的層位相當。就地熱徵兆之分布而言，主要溫泉均分布於仁澤段中段
砂岩與板岩互層中。
林啟文與林偉雄(1995)於「三星地質圖幅」判斷清水地熱區有一斷層出露，此斷
層為西北-東南走向的清水溪斷層，和清水溪河谷大至平行，為一輕微錯動的橫移斷
層。另外，由野外小褶皺的伸展或旋轉方向推斷，清水地熱區由一複向斜和一複背斜
所構成(圖四)。

2.3 地層劃分、厚度與地質構造的觀點之異同
如前所述，不同學者對清水地區的地層、厚度與地質構造有不同觀點。吳永助與
張寶堂(1976)將此地區的廬山層由老至新分成乾溝層、仁澤層、蘇澳層與三星山層，
而清水地熱地區的地層主要以前三者為主。在清水溪以東，乾溝層、仁澤層與蘇澳層
之總厚度超過10,000公尺，且蘇澳層底部被三星斷層所截切，因此厚度可能更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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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其厚度約8,000公尺。若再加上最年輕的三星山層，廬山層總厚度可能超過10,000公
尺。雖然作者提出清水地區的儲集層在淺部主要為仁澤層中之砂岩帶及其他地層之裂
隙；深部儲集層則為四稜砂岩，但並未針對三星斷層可能造成的裂隙或熱液通道加以
解釋。另外此地區除了在西北方有一背斜構造外，並無其他的褶皺構造，因此在清水
地區岩層層面均為向南傾斜，為一同斜模式。曾長生(1978)將此地區的廬山層分為古
魯段、清水湖段與仁澤段，其中的古魯段與清水湖段，相當於吳永助與張寶堂(1976)
文中乾溝層的一部分，而清水地區主要出露清水湖段與仁澤段，總厚度則約4,000公
尺。然而與前者不同的是，曾長生(1978)對此地區地層分布的解釋是利用許多斷層將
其切割，而在清水地區，則主要有三條斷層通過，其中兩條為大溪斷層與小南澳斷
層。另外尚有一沿清水溪河谷延伸的推測斷層，且截切上述兩條斷層，為一斷層模
式。林啟文與林偉雄(1995)則將此地區的廬山層由老至新分為清水湖段與仁澤段，而
曾長生(1978)所提出之古魯段則因在野外無法與清水湖段做明顯區分，因此併入清水
湖段中。在構造方面，清水地區除了沿清水溪有一清水溪斷層外，其北側與南側分別
有一複背斜與複向斜存在，其廬山層的厚度根據岩層包絡面估計約2,700公尺以上，為
向(背)斜模式。

3、討

論

1. 清水地區依照不同作者的調查對地質構造可分為三種模式：同斜模式(吳永助與張
寶堂, 1976)、斷層模式(曾長生, 1978)與向(背)斜模式(林啟文與林偉雄, 1995)。除了
因為不同模式所造成廬山層厚度與岩層傾斜角度有所差異外，對地熱的看法也有所
不同，雖然均認為主要儲集層為廬山層的仁澤段。吳永助與張寶堂與林啟文與林偉
雄(1995)認為清水地區地熱皆與斷層所造成的裂隙有關，不同的是前者認為主要斷
層為三星斷層；後者則認為是沿清水溪延伸的清水溪斷層。但兩者均未對此地區裂
隙做詳細之分析與解釋。曾長生認為熱液儲集作用的破裂帶，其發育型態可能與節
理相同，因此由節理分析認為裂隙多集中於仁澤段中，雖然仁澤段中的砂岩甚為緻
密，但因破裂所產生的次生裂隙，足以供大量熱液儲存。並由溫泉、噴氣孔、石膏
及碳酸鈣結晶的分布顯示，其延伸方向與節理分析結果大致吻合。
2. 要驗證前人地質圖的差異，則要在野外工作注 意岩層層面的位態，並伴隨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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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transposed structure)的概念進行調查。以目前比例尺為五千分之一的野外調
查結果顯示，此地區岩層主要延伸方向為東北-西南走向，傾角甚緩。在清水地
區大致可分為兩個段：一為主要以灰黑色厚層板岩為主，偶夾變質砂岩透鏡體
(圖五a)；另一則為淺灰色硬頁岩夾薄層變質砂岩，並在此兩個段中還可將其細分。
另外在赤鹿坑溪沿線均可見多處山崩，並在周圍發現有斷層泥與斷層角礫岩(圖五
b，圖五c)，且於清水溪沿線的清水溪斷層周圍，也可見岩層褶皺與斷層的現象，並
伴隨斷層泥與斷層角礫岩的斷層物質出現。從地熱徵兆(圖五d)分布位置來看，認為

圖五、宜蘭清水地熱區構造特徵圖。(a)廬山層仁澤段中變質砂岩與板岩互層；(b)赤鹿坑溪中
崩塌地下方之斷層角礫岩與斷層泥；(c)赤鹿坑溪中因小南澳斷層經過所造成大型崩塌地；
(d)清水地熱附近所見噴氣孔及石膏結晶。
Figur e 5.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gshui geothermal field, Ilan. (a) Alternations of
metasandstone and slate of Jentse member of Lushan Formation; (b) Fault breccia and fault gouge
below the landslide in Chihluken River; (c) Landslide in Chihluken River caused by Siaonanao
faulting; (d) Blowhole and gypsum nearby Chingshui geotherm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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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的造成主要與清水溪斷層與小南澳斷層所形成的斷層破碎帶有關，而此破碎帶
如何影響溫泉的儲集層或通道，則需進一步的研究。

4、結論與建議
本文整理前人對於清水地熱區的地質調查結果，因其調查皆以大範圍小比例尺或
是非以地熱區域的方式進行，這樣的地質調查方式無法確切得知地熱區熱源、儲集層
及其通道的延伸、分布和位置。
欲了解一地區是否存在地熱資源必需有四個條件，包括熱源、儲集層、岩層的覆
蓋層及儲集層構造。因此，本文建議以目前清水地區地表地熱徵兆最為明顯的區域為
中心，利用小範圍大比例尺(1 : 5,000)的地質調查方式，完成更精細、更大比例尺的地
質圖後，配合鑽探、地物與其它研究，才可更充份的說明地熱區的岩層對比、岩層特
性(岩層滲透率與孔隙率)和地質構造(褶皺、斷層及節理)分布及特徵、地熱徵兆分布和
熱液換質現象演變，提供詳細的基本地質資訊並推測地熱區熱液活動趨勢、熱液儲集
層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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