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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與造山運動 

文．圖／董國安、蔡易宗、廖倩儀 

摘要 

總是有一群愛山人士，不顧一切，執著於登山愛好。「山」是他們的家，在

山中享受山林的樂趣及對自然的感動，相對於渺小的人類而言，山永遠都在這裡。 

地理學上的「山」一般是指最高點高於底部 1,000 英尺以上的地形。世界上

只有少數的山是獨立的山峰，大多數的山都是群集的。相連的山體呈長條狀排列

稱為「山脈」；群狀聚集稱為「山群」。山脈或山群相連者且有相同特徵稱為「山

系」，多分布於構造帶、火山帶、地震帶上。 

依照山的形成原因，主要可分為褶皺山、斷塊山、火山 3種。褶皺山形成於

聚合型板塊邊界，是兩個板塊互相碰撞產生大規模褶皺而成。斷塊山是板塊受到

強大應力時形成斷層，造成地塊大規模隆起而形成的山。火山是地球內部熔融的

岩漿噴發冷卻造成的山，常形成於張裂型板塊邊界、熱點、隱沒帶。 

地理學上的成山作用（Mountain building）與地質學上的造山作用（Orogeny）

有何差異呢？其實在美國地質學會出版的地質辭典中兩者同義，但在現今的使用

上，Orogeny 指的是山形成的「過程」；而Mountain building 著重於山的「形貌」，

只是Orogeny 的最後一個階段而已。 

山脈對人的影響很大，它能改變氣候、保護人類、提供資源！對一般人而言，

山提供資源；對山友而言，山是他們的心靈寄託；對地質學家而言，研究造山就

是研究地球的成長史！「山，永遠都在這裡」，就等著我們一起去保護、探究其

中的樂趣了！ 

關鍵詞：造山作用、成山作用、山、山脈 

Key word: Orogeny、Mountain building、Mount、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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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會獨自上山，我對山的浪漫想像使我走上這條路，我想知道我

走後的地球發生什麼事，讓我們下次相會有說不完的話題。像爬山前

的短暫分別，我出門去登一座沒爬過的山了！⋯⋯」 

這是台新總經理兩年多前為同樣執著於登山的愛好者蘇文正醫師在攀登百岳之

一「向陽山」因救人而遇難時，有感所撰，如今自己也躺在山的懷抱中。 

 

林克孝-臺灣的土地臺灣的人（照片摘自 facebook） 

楔子 

總是有一群愛山人士，他們不顧一切，執著於登山。「山」是他們的家，在

山中享受山林的樂趣及對自然的感動，相對於渺小的人類而言，山永遠都在這

裡。山友們不僅看山的雄偉，更愛它的豐富內涵；他們不僅好奇山的神秘面紗，

更喜歡它的氣象萬千。即便生活再忙碌，路程再危險，也無法阻止愛山、走向山

的衝動。 

臺灣是世界上高山最密集的島嶼，超過 3,000 公尺的山峰，共 200 餘座，擁

有極龐大的登山運動人口，近日又聞山友林克孝先生於 2011年 8 月 10 日探勘當

年泰雅Klesan 祖先遷徙至南澳的路徑，於屬中央山脈的束穗山附近不慎失足殞

落，本文特從地理學與地質學的角度談論山與造山作用，以茲懷念。 

一、山、山脈、山系等相關名詞的定義 

地理學上的「山」一般是指比丘陵還高的陡峻地形，但並沒有很精準去定義

多高才能稱為山。以下是美國地理課本中對山的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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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點高於底部不到 500 英尺－波狀平原  

• 最高點高於底部 500∼999 英尺－丘陵  

• 最高點高於底部 1,000 英尺或以上－山（1英尺 = 30.48 公分） 

但是否被稱作山，依然取決於當地居民生活習慣，例如美國加利福尼亞州舊金山

的最高點被稱為戴維森山(Mount Davidson)，雖然它只有 990 英尺。 

世界上只有少數的山是獨立的山峰，大多是因為火山作用造成，例如非洲第

一高峰的吉力馬札羅山(Mount Kilimanjaro)，是個休火山，但在某些情況下，一連

串的火山也會形成山脈，例如夏威夷群島。大多數的山都是群集的，是地表上大

規模隆起的地塊，大多為板塊運動所造成（圖 1）。山脈是相連的山體的統稱，

長條狀排列的稱為「山脈」，例如安地斯山脈，它是世界上最長的山脈；群狀聚

集的稱為「山群」，例如大屯火山群及美國的夏威夷火山群。 

山脈或山群相連者且有相同特徵（成因相同或是構造相同⋯⋯等）稱為「山

系」，例如安地斯山脈所屬的迪勒拉山系，它從北美一直延伸到南美，全長 18,000

公里，是世界最長的山系。山系就是規模巨大的山脈綜合體，它們受地球內部應

力場控制，是大地構造作用的產物，多分布於構造帶、火山帶、地震帶上。 

 

▲1 阿爾卑斯山脈 

▲2 烏拉山脈 

▲3 高加索山脈 

▲4 吉力馬札羅山 

▲5 喜馬拉雅山脈 

▲6 富士山 

▲7 威廉山 

▲8 大分水嶺 

▲9洛磯山脈 

▲10 安地斯山脈 

 

  圖 1. 世界著名的十座山（脈） 

 

二、山的成因 

依照山的形成原因，主要可分為褶皺山、斷塊山、火山 3種。 

（一）褶皺山－地殼岩石起皺所造成的山 

在聚合型板塊的邊界，兩個板塊互相擠壓碰撞使地殼岩石變形隆起，地

殼變形隆起後便形成山脈（圖 2）。地表的岩層通常又硬又脆，容易破裂產

生斷層；地底深處的岩層則具有塑性，易延展產生褶皺。依板塊類型可分為

兩種： 

1. 大陸板塊相互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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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兩大陸板塊互相擠壓碰撞時，因為大陸板塊的密度很相近，因此無論

是哪個大陸板塊皆無法隱沒到另一大陸板塊下方，即使大陸板塊持續聚

合，隱沒作用也無法發生，取而代之的是大陸板塊邊緣會形成很厚的沉積

層。當板塊持續聚合，地殼岩石及沉積層不斷受到水平方向的擠壓便會產

生變形（褶皺與斷層），當變形的範圍逐漸加大，最後會形成大範圍的褶皺

與斷層的山脈。例如喜馬拉雅山脈就是印度板塊衝撞歐亞板塊而形成。 

2. 海洋板塊碰撞大陸板塊 

當海洋板塊與大陸板塊互相擠壓碰撞時，因為海洋板塊的密度比較

大，所以海洋板塊會隱沒到大陸板塊下方，形成隱沒帶。海洋板塊在隱沒

的過程中被大陸板塊鏟刮，鏟刮起來的沉積物便形成增積岩體。增積岩體

不斷的受到擠壓便開始變形（斷層、褶皺）、壓縮且增厚，當變形的範圍逐

漸加大，最後會形成大範圍的褶皺與斷層的山脈。例如庫頁島、日本、臺

灣到菲律賓群島的彩帶列嶼就是由歐亞板塊與太平洋板塊推擠形成。 

 

 
圖 2. 沉積岩層受地殼變形作用，褶皺成山。  

 

（二）斷塊山－巨大隆起所造成的山 

    板塊受到巨大的拉張力或壓縮力時，會分別形成正斷層（圖 3）或逆斷 

  層，板塊斷塊中相對兩側隆起的地方稱為地壘，相對陷落的地方稱為地 

  塹。當地壘被抬高或其周圍的陸地下沉時，地壘便會形成平頂的斷塊山，例 

  如天山。 

 
圖 3. 板塊受到拉張力時產生正斷層，中間的地壘形成斷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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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山－岩漿噴發冷卻造成的山 

  火山大多形成在板塊邊界（圖 4），成因是地球內部熔融的岩漿噴出地 

表後冷卻所形成，依噴發的原因可分成 3種： 

  1. 發生於張裂型板塊邊界，因板塊張裂使邊界下方岩漿所受壓力變小，岩

漿便湧出，冷卻後形成火山。例如中洋脊和東非的吉力馬札羅山。 

  2. 熱點造成的火山。熱點火山下方有一股地函熱柱，熱柱從地核與地函的

邊界開始上升，上升至地表後噴發，冷卻形成熱點火山。例如夏威夷群島

上的火山。 

  3. 發生於聚合型板塊邊界，當隱沒的板塊將海水、揮發性物質帶入地函中，   

    或是礦物中的結晶水釋出，使地函熔點降低，便熔融成岩漿上升噴出地

表，冷卻後形成火山。例如富士山。 

 

 

 

 

 

  
圖 4. 板塊及火山分布圖 

 
圖 5. 各類火山形成機制圖（張裂型板塊邊界、聚合型板塊邊界及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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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理學的成山作用(Mountain building)與地質學的造山作用

(Orogeny) 
在美國地質學會的地質學名詞裡Mountain building 跟 Orogeny 同義，不過，

稍微再區分一下的話，地理學上的造山著重於山的形貌（造成地形起伏的機制、

原因、過程）；但從地質學的角度來看，這個著眼點只涉及整個造山運動的最後

一個階段而已，也就是說，地理學的造山只是地質學中造山作用的最後一個階

段。舉一個實際的例子：臺灣西部沿海平原（至少是地下已經有盲斷層出現的部

分），就地理學上來看，這裡還不算是山（而是平原），但從地質學的眼光來看，

它已經是造山帶的一部分。 

地質學中的造山作用(Orogeny)這個名詞源自於古希臘文，由 oros（山）和

gennao（產生）這兩個字組成。Gilbert(1890)認為 orogeny 就是經構造作用而形成

山脈的過程，而這個解釋被認為是造山運動的最早定義(Dennis, 1980; Sengor, 

1990)。中文裡面的造山作用一詞在早期也只和 orogeny 相互對應，但後來有人把

形成山脈的作用擴展成“mountain building＂，在中文裡相對應的詞是成山作用

（崔盛芹，1999），但也沒對其做出確切的定義。在現今的使用上，mountain building

一般指所有地形學上的山脈，但沒有特定的成因涵意，而 orogeny 一詞則是長期

被賦予確切的地質涵意。 

以下是美國地質協會出版的地質字典第五版(Glossary of geology(fifth edition))

對造山作用(orogeny)這個名詞的定義： 

「造山作用這個名詞最先用於 19 世紀中期，如同字面上的意思，造山作用

指的就是山脈形成的過程，當時的學者認為造山作用包含了岩石的形變和地表隆

起為近似山形的過程。不久之後，地質學家才發現，這兩種過程在成因、時間上

並不全然有絕對的關聯性。現今，大部分的地質學家認為『地表隆起近似山形』

只是造山後期的現象。 

在現今地質學中的使用上，造山作用指的就是一個「過程」，而此過程是褶

皺帶山區內的構造的形成。在山脈外圍的岩層包含逆衝、褶皺還有斷層，在山脈

內部的岩層包含了塑性的褶皺、變質作用和火成作用。 

想要知道造山作用的過程，從新生代晚期的新生山脈中最容易找到證據，因

為此類型的山脈中較易發現岩石構造與地表地形之間的關聯，而新生代早期的山

脈證據不多，中生代跟古生代的證據更是稀少，前寒武紀的山脈可說是完全沒

有！然而，所有的變形構造都很類似，因此不論山脈的年紀為何，仍然都可以視

為造山作用的產物。」 

山脈的形成述說了地球的歷史及大陸的產生，因此一直以來都是地質學家研

究的主要課題，研究一個造山作用最重要的三個部分就是山脈的組成物質從何而

來、山脈形成年代及山脈的成因。 

四、結論－山脈對人的重要性 

若按照美國地理課本中對山的定義，山佔據了亞洲的 64%，歐洲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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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的 22%，澳洲的 17%，非洲的 3%。若看整個地球，有 24%的面積是山地，

10%的人生活在山區。世界上大多數河源自於山，半數的人依賴源自於山的水。

山脈對人的影響很大，大致來說它的重要性可分為下列 3 項： 

（一）改變氣候 

高大的山脈或高原小則造成區域的氣候改變，大則影響到全球的氣候。世界

上最著名的就是青藏高原跟喜馬拉雅山脈了，它們可作為一個高大的屏障，能有

效阻擋北方大陸的寒冷空氣，使其無法進入南亞，同時也阻擋南方溫暖潮濕的空

氣北進，促使南亞有雨季。 

（二）保護人類 

 高山是天然的屏障，有某些國家把高山視為國界、天然的城牆，用來保衛國

家。臺灣也是深深的被高山保護著，每當颱風侵臺時，總是無法跨過中央山脈，

因此狂風暴雨無法襲捲西臺灣，也正因為中央山脈，只要颱風一登陸，結構馬上

就被破壞，變回熱帶性低氣壓，對臺灣的危害也降到了最低！  

（三）提供資源 

 對不同的人而言，山可以提供不同的資源，對一般人而言，山提供林木資源、

動植物、水源、礦產；對山友而言，山是他們的心靈寄託，追尋自我的人間天堂；

對地質學家而言，研究造山的過程可以瞭解地球的過去、大陸的成因，進而拼湊

出地球的成長史！ 

山對人很重要，對整個自然生態也很重要。但隨著發展，人類大肆開發山林、

礦產、撲殺動植物、大興土木、濫墾濫伐⋯…，破壞了生態、破壞了自然！近來

山崩、土石流、走山事件層出不窮，在過度開發的背後，縱使有龐大的商機、短

暫的便利，但最終也只是害到自己而已！所以做好水土保持、保護山林是人人都

必須做的事情。 

「山，永遠都在這裡」，就等著我們一起去保護、探究其中的樂趣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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