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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理

學習重點

本章主要介紹臺灣本島的生成與位置，包含地形（河流地形與河川）及

相關地理特性、氣候特徵……等等。並作成各系統式的分類與綜合整理，熟讀

本章各式編排，定能將盤根錯節的臺灣人文地理，有基本通盤的了解與貫通，

不僅能夠在考場上獲取高分，也能對導遊實務有極大的助益！

考情分析

地震、湖泊、河川、原住民族分布與文化特色，是考試的基本分數，同

時也是導遊的執業基本知識，尤其是對於原住民族的族系、文化特性、節慶活

動等等知識的熟稔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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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灣的生成與位置

650萬年前，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北方移動，碰撞上歐亞板塊，

海板塊北端隱沒到歐亞板塊的下方，被地熱熔成岩漿，向板塊裂隙

往上竄升，形成火山島弧，蘭陽平原外海的琉球島弧，及恆春東南

方的呂宋島弧都是這樣形成的。呂宋島弧隨著菲律賓海板塊的移

動，也撞上了歐亞板塊，海底下的中央山脈受擠壓抬升露出海面，

臺灣島於是誕生。由於強烈碰撞，使得雪山山脈、西部山麓地帶及

西部平原陸續隆起，最後呂宋島弧北端也附加到臺灣島上，成為海

岸山脈，由於這股強烈撞擊，造成了下列影響：

一、因菲律賓海板塊往西偏北移動，造成臺灣的山地多呈北北東─

南南西走向。

二、地層受造山運動的影響，中央山脈以東斜面的變質岩最古老，

中央山脈以西的山麓地帶及海岸平原地帶，多沉積岩，海岸山

脈大部分為火山作用形成的火成岩。

三、由於板塊推擠，使岩層受到壓力而發生斷裂，斷裂面兩側產生

變位，稱為斷層。臺灣因而產生許多南北向平行的斷層，且板

塊推擠時，會沿著斷層帶釋放壓力引發地震。

四、板塊運動與火山作用關係，在板塊隱沒處，或海洋板塊分離

處，是火山運動最活躍的地帶，主要有北部的基隆、大屯火山

群、東部的海岸山脈火山群（含綠島、蘭嶼）和離島的澎湖火

山群。這些火山雖然大部分已呈現休眠狀態，但地底下的地熱

活動仍很活躍，因此沿著斷層附近常有許多噴氣孔和溫泉等。

 臺灣位於東亞花綵列島中樞，琉球弧與呂宋弧的會合點，北臨

東海，南緣巴士海峽，東臨太平洋，西隔臺灣海峽與大陸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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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相望，北起富貴角，南至鵝鑾鼻，長約390公里。東自秀姑

巒溪口，西迄濁水溪口，寬約140公里，全島海岸線約1,200公

里。

主體範圍包括本島、澎湖群島64個小島及環本島的20餘個

附屬島。主體總面積3萬6千餘平方公里，跨經度5˚16'27"、緯度

4˚11'5"。其他擁有行政權或駐軍的部分，尚有中國大陸福建外海的

金門、烈嶼、馬祖列島以及南海中的東沙島及南沙群島的太平島。

表1-1　臺灣地理位置

地區別 方位 經緯度 所在地

全地區 極東 124°34'09"E 宜蘭縣赤尾嶼東端

極西 119°18'03"E 澎湖縣望安鄉花嶼西端

極南 21°45'18"N 屏東縣恆春鎮七星巖南端

極北 25°56'21"N 宜蘭縣之黃尾嶼北端

臺灣本島 極東 121°59'15"E 新北市貢寮區三貂角

極西 120°01'00"E 雲林縣口湖鄉外傘頂洲

極南 21°53'50"N 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鼻

極北 25°18'20"N 新北市石門區富貴角

貳 臺灣的地形

臺灣以山地最為主，許多高山均超過3,000公尺，中央山脈北

起蘇澳，南至鵝鑾鼻，為臺灣島脊樑，也是東、西部河川分水嶺。

五嶽：1. 玉山、2. 雪山、3. 秀姑巒山、4. 南湖大山、5. 北大武山。南�

橫三星：由西而東依次是庫哈諾辛山、塔關山、關山嶺山，皆為超過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臺灣百岳之中，最易攀爬者是合歡山的石門山
3,237公尺，由公路停車場，步行10分就可攻頂，可眺望百岳群山，春
夏觀賞玉山杜鵑，秋冬觀賞金黃色箭竹、玉山圓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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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分布於山地與平原之間，主要分布在桃竹苗、恆春半島

地帶，平原分布於西南海岸及東部山脈谷地，占總面積的30%，西

南部的嘉南平原最大，另有屏東平原次之、蘭陽平原再次之。臺東

（花東）縱谷（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地形平坦。

地勢較高的台地，有林口台地、桃園台地、大肚台地、八卦台地

等。盆地以臺北盆地、臺中盆地、埔里盆地較為典型。

臺灣本島是高山島，全島面積30%是山地，40%是丘陵、台

地，30%是平原，依地勢高低區分，則為：1. 山地、2. 丘陵、台

地、3. 平原、4. 海岸地形、5. 外圍離島，分述如下：

一、高山區

由五條1,000公尺以上平行山脈所組成，由東而西排列為：海

岸山脈、中央山脈、雪山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山脈。

（一）海岸山脈：北起花蓮溪出海口，南至臺東之北，南北走向

148公里，北低南高，因斷層作用，山脈直逼海洋形成陡峭的海崖。

（二）中央山脈：北起蘇澳，南止鵝鑾鼻，約340公里，呈北北東

南南西走向，有臺灣屋脊之稱，為本島的主分水嶺，最高峰秀姑巒

山。

（三）雪山山脈：北起三貂角，南止濁水溪，長180公里，呈東北

西南走向。

（四）玉山山脈：位於中央山脈西側，北以濁水溪、雪山山脈為

界，南止高雄旗山，主峰玉山海拔達3,952公尺，是全島第一高

峰。

（五）阿里山山脈：位於玉山山脈西側，北起濁水溪上游，南達曾

文溪上游，長135公里，呈南北走向，山脈較低且無3,000公尺以上

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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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丘陵、台地區

丘陵分布在西部，以竹南丘陵和嘉義丘陵最廣。台地主要有林

口台地，恆春台地，高度在600公尺以下，地勢較丘陵低而平，被

紅土掩覆，礫石含量多。

三、平原低地區（含盆地）

分布近海及河流兩側地區，高度100公尺以下稱平原地區，包

括大平原、三角洲、河谷平原，其中以嘉南平原、屏東平原及蘭陽

平原的面積最大。盆地：四周環山，中央低平稱盆地，主要有臺北

盆地、臺中盆地及埔里盆地群。（臺中與臺北盆地均因斷層作用而

形成）。

四、海岸地形

依地形升降及海岸岩層組成性質，依東部、南部、西部以及北

部，可略分為下列四類：

（一）東部斷層海岸（岩岸）：北起三貂角，南止恆春半島南端，

高山與深海相鄰，沿岸平原狹窄，海水較深，多岩岸，山脈走向與

海岸線平行，缺乏港灣島嶼。但位於蘇澳～花蓮間，有著名之世界

級景點清水斷崖。

（二）南部珊瑚礁海岸（岩岸）：西自楓港，東至旭海，以珊瑚礁

地形為主，裙礁發達，海岸平直而少灣澳，因珊瑚礁隆出海面屬上

升海岸區。（高雄大小岡山、半屏山、壽山均屬陸上珊瑚礁塊）。

（三）西部隆起海岸（沙岸）：屏東枋寮以北的西部海岸，濱臨沖

積平原是平直沙岸。多沙灘、沙洲、潟湖，海岸平直單調、海水較

淺，少深港灣，為典型的上升沙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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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部升降混合海岸（岩岸）：從三貂角至淡水河口，有岩岸

也有沙岸，是上升也是下降海岸，故稱混合型海岸，岩石岬角與海

灣相間，為臺灣海岸最曲折的一段。

海岸依沿海陸地或海面的升降可分為：沉水海岸、離水海岸：�

 1.  沉水海岸：沿海陸地下沉或者海面上升均可形成。原河谷沉水成海
灣後稱谷灣，水面下的原河谷則稱溺谷（如高屏溪），為下沉海岸

的特徵。

 2.  離水海岸：指沿海陸地上升或海平面下降的海岸。在沙岸地區，沿
海的淺水區露出海面，近岸的沙堤，也上升離水而成沙洲，如臺灣

西南海岸。在岩岸地區，原本的海蝕平台，由於離水作用，上升成

為海階，如臺灣東部東河至臺東的海岸，有海蝕洞離水擡升，至一
百多公尺，也是東部離水海岸的證據。

表1-2　北部岩岸地形與相關景點

海
蝕
地
形

海水運動對陸地造成的破壞，稱為海蝕作用（sea erosion）。常見

的海蝕地形有海蝕台、海蝕洞、海蝕柱等，以臺灣北部海岸為多，例

如：野柳岬、鼻頭角，東部海岸的石梯坪、三仙台等，都有非常發達

的海蝕地形。

海蝕崖 海岸受波浪侵蝕而成的陡崖，稱海蝕崖。臺灣

北部海岸有非常壯觀的海蝕崖景觀如：龍洞、

和平島等。

海蝕洞、海蝕門 鼻頭角、龍洞、石門、花東海岸的八仙洞最發

達。

海蝕平台 三貂角、八斗子、龍洞等地區最發達。

海蝕柱、燭臺石、

蕈岩

野柳、番子澳、臺東石雨傘最發達。

海蝕棚、豆腐岩 海蝕作用加上風化及溶蝕等作用所形成的平坦

岩床，稱海蝕棚。在臺灣北部的和平島及野柳

都可以看到海蝕棚地形，亦稱豆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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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積
地
形

在沿岸的海域，波浪侵蝕下來的岩屑沙泥，經潮流、沿岸流等的搬

運，堆積於沿海地區，這種地形稱為海積地形，臺灣西部海岸有非常

發達的海積地形，臺南市北門至馬沙溝一帶，沙洲、沙丘、潟湖、海

岸林、紅樹林與泥質灘地，形成了全台唯一且最完整的海積地形教學

教室。

海灘 波浪、沿岸流等搬運沙礫堆積在海濱，形成了

海灘。沉積物如果是疏鬆的沙粒，稱為沙灘，

直徑大於2公釐的沙石，稱為礫灘。南方澳內埤

海灘，以細砂石礫混積而成的海灘為主。

沙洲 波浪侵蝕海岬所造成的沙礫，經沿岸流搬運沉

積，而在灣口形成沙洲。臺南東石海岸外有許

多濱外沙洲，如外傘頂洲，全臺最大。

沙嘴 沙洲的一端與海岬連接，另一端伸向海洋，稱

為沙嘴。蘭陽溪出海口的清水地區有「砂嘴」

地形。

潟湖 濱外沙洲與陸地之間所圍的水域稱為潟湖。如

臺南市七股潟湖，為臺灣第一大潟湖。另屏東

縣林邊鄉的大鵬灣亦為著名的潟湖。

陸連島 當沙洲的一端與陸地相連，另一端和島嶼相

接，則稱為連島沙洲，連接的島稱為陸連島。

南方澳是東臺灣最大的陸連島、基隆的和平

島、中山仔嶼、桶盤嶼因興建橋樑而相連亦形

成陸連島。

沙頸岬 連島沙洲和陸連島合稱為沙頸岬，南方澳就是

典型的沙頸岬。

港
口

人工港 臺中港。

河口港 花蓮港。

潟湖改建 台江港、高雄港、左營港。

谷灣形成 基隆港、蘇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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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汐

東部海岸面臨太平洋，潮差較小。西部海岸臨臺灣海峽，受地形的局

限，潮差變化甚大，南北兩端的潮差較小，基隆與臺北的潮差平均不

超過2公尺，但臺中港則達4公尺左右，大潮時甚至可達6公尺。潮汐

現象與月球的位置有關，當月球出現在最接近天頂，或地球另一側的

反方向位置時，該地區會有滿潮現象。

五、臺灣外圍離島

（一）澎湖群島：為平坦的玄武岩地形。其他小島以火山安山岩和

珊瑚礁岩為主。

（二）附屬離島：包括澎湖群島90個，金門群島12個，馬祖列島36

個及南海諸島的東沙島、南沙太平島、中洲島。（旗津島原屬於半

島，因高雄第2港口開港，獨立成島，非屬附屬島嶼；而外傘頂洲

等西南沿海沙洲，亦非屬之）。

（三）火山島：臺灣周圍離島絕大部分屬火山島。龜山島最近一次

噴發距今約7000年，目前仍有火山活動。

（四）珊瑚礁島：多分布於南部海域，包括小琉球、七星岩、東沙

島、太平島。

（五）大陸島嶼：金門群島、馬祖列島因為沿海丘陵受海面上升的

影響，沒入水中形成島嶼。

參 臺灣自然地理特性

一、島嶼與地質

臺灣島原位於歐亞板塊東南，1,200萬年前因島弧作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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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陷落形成大陸島。所以島上擁有與歐亞板塊同源的動、植物

種。

二、主要氣候類型

北回歸線23. 5°N橫貫中央，以南屬熱帶、以北屬副熱帶，年

均溫在20°C以上。東岸外海有黑潮北上，帶來熱濕氣流，冬季的

東北風、夏季的西南風，在迎風坡及內陸山區致雨，使臺灣雨量豐

沛，年平均雨量達2,500公釐。

三、生態多樣性

臺灣是一個物種豐富的高山島，特有種相當多。以1990年代統

計數字而言，植物方面：原生的高等維管束植物約有4,200種、被

子植物約3,579種、原生苔蘚植物約有1,500種、裸子植物31種、蕨

類植物638種（單位面積蕨類種數居世界之冠）、地衣類521種、苔

蘚類1,129種、原生真菌類植物約有5,500種；動物方面：哺乳動物

62種、兩棲動物29種、爬蟲動物80種、鳥類約450種、淡水魚約60

種、昆蟲約5萬種。

肆 臺灣的氣候特徵

影響氣候的主要因素為緯度、季風、地形、洋流，分成四種類

型：1. 南部的熱帶季風氣候、2. 北部的濕潤溫暖氣候、3. 西部的濕

潤夏熱氣候、4. 山地的濕潤夏涼氣候。特徵如下：

一、高溫

年均溫南部約攝氏24度，北部約22度。最熱7月均溫約在27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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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南北差很小。最冷月均溫北部2月約15度，南部1月約19度，

南北差較大。年溫差北部大於南部，日溫差相反，山地的氣溫隨高

度而遞減（每上升100公尺降攝氏0. 6度），年溫差較平地小，日溫

差則較大。氣溫差異主要是受到地形因素影響。

二、多雨

最多雨地在新北市平溪區的火燒寮一帶，平均雨量達6,700公

釐，最少雨在澎湖群島和嘉南平原北半部沿海一帶，年雨量不足

1,000公釐。降雨特色如下：

（一）空間分布：受地形影響，山地多於平地，東岸多於西岸，迎

風坡多於背風坡。

（二）季節分布：山地多於平地，東岸多於西岸。北部四季有雨，

南部夏雨冬乾，冬季東北季風盛行期間，冬雨顯著，中南部由於中

央山脈阻擋，冬季晴朗少雨，故臺灣除東北部地區外均有旱期，且

愈南旱期愈長。

夏季西南季風盛行期間，易生對流性雷雨，或颱風帶來之豪

雨，降雨強度較大，雨量集中，此時降雨約占全年雨量的80%，極

易造成土壤沖蝕及山洪爆發（影響臺灣降雨空間分布的主因：東北

季風與地形）。

（三）雨量變率：北部地區雨日多，日照時數少，雨日變化自北向

南遞減。

（四）降雨型態：1. 季風帶來的地形雨、2. 夏季熱力對流的雷陣雨

（對流雨）、3. 五、六月間鋒面滯留的梅雨（氣旋雨）、4. 夏秋之

際的颱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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