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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移地教學活動時間為民國 104 年 8 月 12 日至 8 月 21 日，參與人員包含

劉瑩三主祕、顏君毅教授及 12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大學部學生。這次野外實

習的主題--「追本溯源談福建與臺灣地質演育的對比」，透過對福建省各地地層

的觀察，考察路線涵蓋近半個福建省，所觀察的地層從古元古代到中生代白堊

紀，豐富多樣的火成岩體除了開闊學生們的眼界外，瞭解不同岩石的產狀與其成

因，同時對於臺灣本島的地質演育及其母岩可能的來源有更多的理解。 

 

 

 

 

 

 

 

 

 

 

 



一、交流經過 

    海峽兩岸地質領域交流合作由來已久，臺灣與福建間地質合作近年來更是不

斷升溫，1977 年福建省設立地質部臺灣地質礦産研究室，30 多年來，臺灣地質

礦産研究室蒐集整理了大量臺灣及臺灣海峽地學資料，是中國收藏臺灣地學資料

數量最多、種類最齊的單位之一，並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地學研究課題，在促進兩

岸地學界學術交流與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1 年 8 月，福建省地質礦産勘查開發局成立臺灣海峽地質研究所，開展

臺灣海峽油氣資源勘查、地質礦産調查和評價工作，為福建省日益活躍的臺灣地

學研究與閩臺地質領域交流提供了一個新平臺。中國地質調查局在福建省臺灣海

峽地質研究所加挂中國地質調查局臺灣海峽地質研究中心，亦積極促進臺灣海峽

地質研究與兩岸地質合作。 

    2014 年劉瑩三教授代表環境學院至中國福建省與臺灣海峽地質研究中心簽

署雙方合作意向書，於 2015 年暑假安排學生至臺灣海峽地質研究中心進行野外

教學課程，期能建立長期學術研究與教學的合作交流關係。 

 本次移地教學活動時間為民國 104 年 8 月 12 日至 8 月 21 日，參與人員包括

劉瑩三主祕、顏君毅教授及 12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大學部學生。8 月 12 日抵

達福建福州市後，下午由徐維光副總工程師演講，介紹福建基本地質概況。8 月

13-19 日為福建地質考察行程：8 月 13 日從福州市出發，一路往北至黃岐半島，

觀察晚白堊紀鹼長花崗斑岩及基性岩脈；8 月 14 日前往寧德世界地質公園裡的

屏南白水洋，考察香爐山火山噴發盆地，且前往園區內的地質博物館參觀；8 月

15 日抵達建陽市麻沙，考察古元古代大金山組變質岩；8 月 16 日從泰寧縣前往

寨下大峽谷、大金湖，考察晚白堊世崇安組、沙縣組「紅層」；8 月 17 日往東，

考察尤溪縣洋中碎斑熔岩；8 月 18 日前往莆田市泉港區肖厝、秀嶼區的高速公



路口，考察長樂-南澳斷裂帶的岩漿混合現象；8 月 19 日於莆田市雲山考察火山

構造窪地，當天返回出發地福州市。8 月 20 日上午參觀地質陳列館、以及雙方

研究人員的學術交流活動；下午為全體學生的學習報告與討論。8 月 21 日賦歸。 

二、交流心得、目的 

此次交流實察路線涵蓋近半個福建省，所觀察到的地層從古元古代到中生代

白堊紀，豐富多樣的火成岩體在臺灣十分少見。透過這次的野外實習與參訪各博

物館時所看到的解說牌與巨大的岩石樣本，除了因受天氣影響而修改部分原定行

程外，對於緊鄰臺灣的福建省的地質概況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而且對臺灣本島的

地質演育及其母岩的可能來源有更多的理解。 

本課程主要以東華大學環境學院高年級同學為授課對象，課程中將介紹綜合

性的野外地質調查方法，並介紹福建沿海地區特有之地質露頭特色。特別著重實

地之野外觀察訓練，學期中將安排 7 天之野外實習，讓同學們有實作經驗，並對

福建沿海地區主要之露頭有概括之認識。 

本年度野外實習課程將由福建地質調查研究院區域地質研究所所長盧清地

先生負責主要課程講授，學生將事先分組，除了共同合作完成簡報材料，將當日

野外實習情況進行口頭報告外，更要利用兩天時間完成指定區域的路線地質圖繪

製。 

本次移地教學同行的另一組師生為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師生，兩校授課老師

於行前商議將學生打散分組進行野外工作，於分組授課與野外調查過程中，東華

大學的學生運用野外地質考察、地形學、構造地質學等相關課程所學的野外調查

技巧進行岩層判釋、地層走向、岩相記錄、剖面描繪等工作，除了將課程所學的

技巧運用於野外，加上同團的老師在身邊可現地徵詢野外相關問題，對於學生邊

做邊學有相當大的助益，亦增進自身習得臺灣與福建地質相關性的基礎知識，例



如臺灣海峽沿岸的地質年代、生成條件等地球科學相關基礎知識。 

分組成員由東華大學自資系與臺大地質系兩校學生組成，學生由出發第一天

的互不認識的狀況，藉由野外團隊工作、報告生成、團隊報告、分工合作等團隊

磨合過程中，學習人際關係的處理、專業能力的分享、對話溝通的技巧等課本上

無法提供的內容，而學生對於此訓練模式皆表示正面的肯定。 

三、教學內容 

    此次交流活動以野外實習為主，為期十天的行程裡，考察的範圍涵蓋近半個

福建省，考察地點如下： 

1. 連江縣黃岐半島 

    黃岐筆架山岩體，為晚白堊紀（90Ma）的鹼長花崗斑岩，此露頭可觀察到

花崗斑岩與高角度侵入的基性岩脈。此岩脈沿解理侵入，代表基性岩侵入時，花

崗岩體所在的環境應屬於脆性變形的溫壓條件，也就是約為 6km 以內的深度，

花崗岩體受到應力作用時因而形成解理，而後基性岩脈才順著解理侵入。 

    另外在基性岩脈與花崗岩體的接觸面上並沒有明顯的反應邊，代表基性岩漿

侵入時的溫度與花崗岩體近似，因而無法產生化學反應邊界。 

2. 屏南縣白水洋鎮 寧德世界地質公園 

    此點原本預計考察香爐山火山噴發盆地，但受到近日來的大雨影響，因野外

實察地點皆為岩壁附近，基於安全考量因此更改為參觀寧德世界地質公園內的地

質博物館，待雨勢稍歇時，再前往白水洋景區實察。 

於地質博物館內，除了介紹寧德世界地質公園成立的歷史外，也介紹了當地

的地史與展示當地出產的各式火成岩。香爐山火山噴發盆地為潛火山岩，潛火山



岩是火山噴發時，大量岩漿噴出地表，岩漿庫內殘留的空洞因無法支撐上部火山

口的重量而塌陷，因而產生更多的裂隙與地底通道。而岩漿庫內殘餘的岩漿能量

不足以再次噴出地表，僅順著裂隙向上侵入至淺層近地表處，形成結晶顆粒略小

於深成岩的似斑狀組織的潛火山岩。 

    白水洋景區為河流侵蝕火成岩形成河階與寬廣河道，雖然真正的成因還沒有

定論，但觀察附近的峽谷地形特徵，應可排除冰河侵蝕的可能性。而如此寬闊的

河道應與基底堅硬的正長斑岩的分布範圍與解理方向有關。 

3. 建陽市麻沙鎮 

    此露頭主要觀察古元古代（~1800Ma）大金山組麻源群變粒岩。大約在

1400-400Ma 左右，加里東期構造運動為造成大金山組變粒岩主要的變質事件。

此處岩石長英質礦物多，粒度介於片岩與片麻岩之間，深淺色礦物沿一定向排

列，部分淺色礦物成眼球狀，甚至可觀察到右旋構造。這些深淺色礦物分異明顯，

變質岩特徵不甚明顯，且有較粗粒的結晶顆粒，顯示其可能為混合岩

（migmatite），代表原岩受到極大的壓力作用產生部分熔融，再結晶形成粗粒的

結晶顆粒，其淺色的部分稱為 leucosome，深色的部分稱為 melanosome。 

4. 泰寧縣 809 縣道 明清園西邊路旁 

    此露頭的年代約為 800-700Ma，主要由粉色富含鉀常石的花崗岩及深色殘餘

的片麻岩所組成，能更清楚觀察部分熔融後再結晶形成的花崗岩。因長英質的礦

物熔點較低，因此岩體在受到壓力作用後，長英質礦物會先熔融出來，而後重新

結晶為鉀長花崗岩，而殘餘的深色礦物多數緊密排列為無特定方向的深色團塊，

少數則保留部分片麻岩的特徵，甚至可看見原岩殘留的摺皺構造。 

5. 泰寧世界地質公園 寨下大峽谷、大金湖 



    在泰寧世界地質公園裡，主要觀察的重點為近幾年才為世界所接受的一種地

形特徵：丹霞地貌。丹霞地貌是指由紅色砂礫岩組成，受到流水侵蝕、重力塌陷、

差異風化等作用，形成峰林狀、柱狀、洞穴等地形。丹霞地貌在外觀上多為鮮豔

的虹色岩層，又稱為「紅層」，其成因與紅壤不大相同。紅壤為岩石風化後的產

物，而紅層則為紅色砂礫岩，主要由火山碎屑及部分變質岩屑所組成。 

    此處的紅層層面多近乎水平，無明顯傾動，流水沿廣布的解理下蝕，形成大

大小小、寬窄不一的峽谷地形。而在峽谷裡，又可見到陡直的岩壁上有許多橫向

的洞穴，推測應為河流側蝕或地下水沿層面流動，將較大的礫石侵蝕掉後，在順

著礫石原本的空洞向內侵蝕，因而產生許多大小不同的洞穴，洞穴彼此相連，形

成蜂窩狀構造。 

6. 尤溪縣洋中鎮 

    此露頭為一採礦場，主要觀察南園組的粒狀碎斑熔岩。碎斑熔岩是潛火山岩

相的岩石，通常形成於楔狀火山頸附近，由於岩漿黏滯度較高，在上升過程中，

能量不足以衝破地表，因而在近地面處逐漸冷卻形成斑晶。而岩漿內的火山氣

體，因為岩漿黏滯度較高的關係，不易逸散，在岩漿上湧冷卻的過程中產生小規

模的爆炸，因而造成已結晶的礦物晶體產生破裂，裂而不破，因此稱為碎斑熔岩。 

    而碎斑熔岩又可依基質的粒徑分為粒狀、霏細狀、隱晶狀碎斑熔岩。在尤溪

洋中所觀察的是粒狀碎斑熔岩，結晶顆粒中的石英透過放大鏡可觀察到上述所說

的破裂，但基質的粒徑大小屬顯微尺度，需要在顯微鏡下才能進一步區分。另外

此處的碎斑熔岩在後期可能有受到熱液換質作用，因此在岩石表面可以發現黃綠

色至深綠色的綠廉石、綠泥石等礦物。 

7. 莆田市泉港區肖厝村 



    此露頭為一採礦場，主要觀察早白堊紀（~116Ma）二長花崗岩及閃長岩的

岩漿混合現象。岩漿混合現象可分為化學混合與機械混合，化學混合的結果會形

成外表呈灰色的花崗閃長岩，而機械混合則會形成黑白分明的邊界。 

    在此露頭，大致可用岩石外表顏色區分出深色的閃長岩、白色的花崗岩，以

及兩者混合的灰色花崗閃長岩，但彼此的邊界都非常清晰明顯，沒有漸變的情形

出現。而彼此之間，可見花崗岩侵入至閃長岩體中，部分也有閃長岩侵入至花崗

岩體；另外也可發現花崗岩的包體存在於閃長岩內，閃長岩的包體出現在花崗岩

內，邊緣也多可發現反應邊。或許代表著，兩股岩漿並非同時形成，又或者是花

崗岩侵入至閃長岩時產生部分熔融。 

8. 山亭鎮港里村 

    長樂-南澳斷裂帶屬於東南沿海唯一燕山期（中生代）變質變形帶，共經歷

三期的變質變形作用，第一期為晚侏羅紀（155-145Ma）低角閃岩相變質；第二

期為晚侏羅紀末（145-137Ma）高綠片岩相變質；第三期為早白堊紀（~120Ma）

低綠片岩相變質。此露頭出露斷裂帶內的副片麻岩，變質前的原岩可能為沈積

岩，過去曾在此處的岩石內發現矽線石及紅柱石，可用來指示當時的溫壓條件。 

9. 莆田市秀嶼交流道入口 

    此露頭與肖厝同為觀察岩漿混合現象，最大的差別在於此處可以發現混合時

的流動構造，易與片麻理或摺皺構造混淆。 

10. 莆田市 雲山 

    此路線主要考察火山構造窪地，此地的火山岩屬於白堊紀（~95Ma）石帽山

群，可再細分為黃坑組與寨下組。沿線可看到矽質砂岩（又稱紫紅砂岩）整合接

觸於流紋質熔結凝灰岩之上；玄武岩覆蓋於矽質砂岩上，並造成燒烤的現象；最



後又看到極為少見的黑曜岩出露於厚層的熔結凝灰岩內。如果再加上上山途中所

見的玄武岩，可大致整理出由上到下：凝灰岩、玄武岩、矽質砂岩、凝灰岩、玄

武岩，至少兩個循環的地層關係。顯示此火山構造窪地歷經至少兩次的火山噴發

事件，中間為一穩定的湖相沈積環境，覆蓋於較早的火山噴發物之上。 

 

 

照片 1. 黃岐半島的鹼長花崗斑岩與基性岩脈 



 

照片 2. 泰寧世界地質公園合影 

 

照片 3. 大金湖的赤壁丹霞 



 

照片 4. 秀嶼交流道旁的漿混岩 

 



照片 5. 學生考察報告與討論 

 

照片 6. 於地勘局團體合照 

 

照片 7. 黃岐半島觀察花崗岩與基性岩脈 



 

照片 8. 參觀寧德世界地質公園內的地質博物館 

 

照片 9. 麻沙-解說變粒岩 



 

照片 9. 麻沙-學生觀察岩性測量岩層位態 

 

照片 10. 洋中-解釋碎斑熔岩 



 

照片 11. 肖厝-學生觀察漿混岩 

 

照片 12. 港里村-講解長樂-南澳斷裂帶 



 

照片 13. 秀嶼-觀察漿混岩並繪製露頭素描 

 

照片 14. 雲山-觀察玄武岩與泥岩層界的烘烤現象 



 

照片 15. 參觀地勘局內的地礦陳列館 

 

四、建議 

希望能增加對於學生野外實察的補助經費，因地球科學課程與訓練相當著重

於野外工作技巧與判釋技能，若能讓同學有實際且連續性的野外調查工作，對於

地科學門的教育訓練將非常有助益。 

另外，亦非常感謝學校提供環境學院師生們此次前往福建省教育野外實習的

經費補助，讓同學們有實作經驗，認識許多不曾見過的岩層與產狀，除了開了眼

界外，也可增進自身對於野外觀察的經驗，並對臺灣與福建省相關的地質概況有

更深一層的認識。縱使遇到大雨、淹水，加上路程遙遠，縮短部分野外觀察的時

間，此次課程活動仍是一次難能可貴的學習經驗。 



福建野外心得 

410154018  石乃文 

    這次野外其實早在之前就有耳聞，地科組會有一個跟別得學校一起交流的野

外課程，之前聽學長姐說去年去中國大陸得武漢跟臺地質系及武漢地質大學一起

上野外實習的課程就覺得有點期待，也有聽他們說會學到很多東西跟其他學校有

多麼厲害，於是今年就抱著期待得心情參加了這次課程。 

    這次課程是我第一次出國，也是第一次去中國大陸，ㄧ開始真得滿好奇大陸

到底發展得怎麼樣了，去了之後覺得其時跟臺灣快要差不多了，但是很明顯得是

正在都市更新的樣子，因為一到福州市就看到很多正在興建的建築，馬路上也到

處都是鷹架在翻新店面，但是也注意到了很不同於臺灣的地方，就是馬路上隨處

可見電動機車，但是就是找不到什麼機車，反而要到比較鄉下的地方才看到機車，

還真不知道是政府得政策推得好？還是機車都太貴了？不過那怎麼會鄉下地方

比較多機車？另外，路上的交通號誌也有給行人跟電動機車的，斑馬線也有兩條，

ㄧ條給行人一條給電動機車的，電動機車就好像非常得方便，可以在大馬路上騎，

也可以在斑馬線跟人行道上騎，導致交通變得有點亂，甚至有幾個城市裡面是連

交通號誌都是沒有的。大陸這邊的物價也跟臺灣差不多，還稍微低一點點，ㄧ些

傳統小吃還不錯，ㄧ些便利商店賣的東西選擇就很少，而且都是那幾個大廠商的

產品，也就是市場競整對手不多的感覺，而且也沒什麼看到國外牌子的東西。 

    野外的部分真的是讓我學到很多東西，大陸這邊的地質年代比臺灣還老很多，

所以真的是看到了很多臺灣沒機會看到的東西，思考的時間尺度也跟著要放大很

多，不過很可惜的是雖然來了這邊十天，扣掉坐飛機的兩天，這八天花了很多時

間在交通上，每天看露頭的時間可能不到兩小時甚至一小時，不過當然好處是可

以到很多地方看不同的露頭，雖然時間這麼少，但還真的是訓練我們小組分工的

效率，雖然大家一開始都還在茫然，但是到後面好像就有比較知道要做哪些事了，

每天晚上的討論也讓大家學到了很多，怎麼整裡野外的資訊、怎麼思考這些資訊

代表什麼、哪些東西是在野外忽略掉要觀察的部分，大家也是剛開始晚上的討論

都不知道要做些什麼，到後來也都比較知道該整裡哪些東西，每個組老師跟助教

來討論的方式也不同，大家學到的東西也不同，總結這幾天下來雖然在野外的時

間不多，但是大家卻也學到很多。 

    最後很感謝老師們、助教們跟福建地調局的照顧，讓大家有機會可以見見世

面看看臺灣以外的地方、看看不同於臺灣的地質狀況。 



福建地質野外考察心得 

姓名:洪偉祥     系級:東華大學自資系     學號:410154009 

此次的福建野外調查，讓我發現出野外不但可以增加對於地質的知識，在研

究的態度上面也學了不少，像是作為一位研究地質的學者，眼光要開闊，不能因

為國界而有了限制，因為地質是無國界的，它的延伸範圍並不受限到領土或是地

理條件的影響，像是在地調院聽到演講說:「武夷古元古代花崗質片麻岩是華夏

和臺灣地質上現在還看的到的源頭，臺灣的許多地質跟華南都有相當的關連」，

假如因為許多大環境的關係，導致受限了研究的範圍，那麼很肯定研究就一定不

會透徹與完整。 

 在討論上面也學到了許多東西，我們這一組在報告以前，原本以為大家都已

經達成了共識，但是其實彼此的想法還是沒有互相說服，所以報告時，報告者便

只用自己的思考方式講解，才發現原來報告的內容和自己想的完全不一樣，不過

也因為許多的疑問並不會這麼容易的被說服與證明，所以討論與辯論上才會顯得

相當有趣，就是因為自然科學的複雜性，所以才會有許多的想法與假說試圖去解

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現象。在這一次的野外報告中，體會到了和別人有不同的想

法時，溝通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式，在過程中彼此修改彼此的想法，讓地球科學

的故事，可以更完整的接近它原本的樣貌。 



東華大學  410154014  簡巾雅 

 

心得 

首先，真的很感謝學校能提供海外實習的機會，讓我有機會在福建學習野外觀察

及記錄，還能跟臺大的學生相互合作來完成這堂課。 

我出野外的經驗不多，這算是我第一次觀察如此大量且多種類的露頭，從第一天

測量黃歧的有點不知所措，一直到後面不用溝通就自然分工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在觀測時間的壓力下所形成的效率，也促成了不同學校組員間的默契。 

這趟野外雖然主要是讓我們開開眼界，可所見的比想像的豐富很多，安排了這樣

多樣性的地點讓我們去做觀察，尤其是在肖厝的不同岩漿混和及黑曜石的部分最

讓我印象深刻。在好幾處採了很多的手標本，當作這趟的驚奇發現，也因此對不

同的露頭有了初步的野外認識，之後在野外更能夠判斷且做好觀察紀錄。雖然有

些天數，到了鬧區卻沒有時間精力可出去享受，讓人覺得很遺憾，但是也是因為

每晚都會提早一小時歸納、討論當天的觀察成果，使每天的鮮明記憶能夠有效率

的總結，互相彌補不足之處，加上和老師的討論，使我們的疑惑及誤解有了方向，

也讓我們不至於在最後成果報告大爆炸。 

這樣的課程方式，連續性很強而非像學期中，我認為學習的效率很高，如果未來

系上有更多這樣類型的課程(不論國內外)，我相信對於未來對地科方面有興趣的

學弟妹是一大助力。 



東華臺大聯合海外教育野外實習心得 

東華自資四 陳虹羽 410154049 

  這次到福建進行野外實習，看到許多先前沒有看過的岩石露頭，像是碎斑

熔岩、漿混岩。在白水洋的碎浪區也是十分特別的景色。 

  在中國大陸，現在有許多座地質公園，不管是什麼規模，帶動了當地的經濟，

旅遊業、飯店業者…許多就業機會，而許多觀光客也能從這些壯麗的風景中愛上

這塊大地、想要了解這況大地。這也是推廣或是普及地質的好方法，像是在環境

教育中所謂的讓人們「覺知」，去對地質地貌好奇、去感覺它的美。而且我們至

少也看到了三個類似地質博物館的展館，這也代表中國的人民會願意或者想要更

加了解地質。或許臺灣也要更加油，促進更多地質知識的科普，讓民眾都能夠開

始好奇，進而更了解自己居住的土地。 

  這次野外比較可惜的是幾乎每天搭車時間都很長，這點也能感受到中國大陸

的廣大。而有很多時候都感覺到自己知識的不足、感覺之前的學習不夠扎實。也

從臺大的學弟妹們那裡學到了很多，他們總是很積極向上、活力十足，而且我在

大一升大二時可能對於礦物的鑑定一點也不了解，也不太會想出許多地質故事的

猜測，真的覺得臺大的學弟妹們很棒、很厲害！也聽說了他們的課程中有許多野

外實習的課，很多地質專門的科目（還有古生物學之類的，感覺很有趣），讓我

覺得要更努力去學習，不能再被學校的氣氛影響，變的懶懶散散的。 

  最後，感謝所有臺大與東華的老師還有助教們的幫助，花費許多時間與力氣

促成這次美好的野外經驗。 



福建野外心得報告 

東華大學  自資系四年級  410154016  簡思亼 

第一次出國就經歷這麼刺激的 10 天野外課程，雖然累，但是非常值得。 

還記得第一天到達機場時，東華大學學生與臺灣大學學生在聚在一起的場合

就是大眼瞪小眼，跟自己熟習的同學比較活絡。不過到了隔天第一次出野外，終

於打破了冷場的場面。大家一同分工的感覺真的非常的好，雖然大家都或許是第

一次出這種類型、需要自主工作的野外課程，所以到了現場大家難免手足無措。

第二晚的討論，組員們開始互相認識、互相重新分工。團隊合作便在隔天開始逐

漸成形，文惠、一玄手繪素描；家馳、舜娟測量位態；友梅與我就敲樣本以及進

行初步的岩象觀察。 

這幾天下來，我發現臺大的同學們學習能力非常強；吸收知識、推導地質觀

念的思維非常迅速。從第一天可能還不太會分辨岩石的新鮮與否；到 後一天能

與大家侃侃談自己對這些岩體的行程看法，臺大的同學們真的擁有姣好的邏輯思

考能力。 

第一天開始，就有一位〝嚴師慈父〞等級的教授對大家耳提面命的提醒注意

事項，他就是李老師。老師是典型的面惡心善，縱使嘴上正在開罵，但是心裡卻

是擔心學生權利受到委屈。 

這幾天更是非常感謝所有老師替大家的解惑、讓大家不僅僅是得到了心中想

要的答案，更讓大家透過這一來一往的問與答中讓自己的腦袋運轉迸出一些以前

可能想都沒想過的形成原因。 

野外活動結束了，這次的結束只是大家未來的開始，相信大家未來不論在任

何場合遇到彼此，都會想起這 10 天以來大家從像是到熟習的種種、獲益良多。 

 

建議：無。老師、助教大家都辛苦了。 



地質調查之追本溯源 

410154034  鄧嘉睿 

  這次的福建地調是一個難得又神奇的經驗，能將過去得知的領域做系統性的

結合。在我們第一天抵達福州開始，到現在回到福州同一條街道上，我不敢說已

了解這八天所見聞的一切，但在這過程中，我能說自己對地質領域有更深一層的

認識。而本次與臺大的同學一同實習，是一項很特別的經驗，大家一開始陌生而

生疏的寒喧，到最後期時已經連學長姐學弟妹間都已經無分界，大家龜縮在一間

房間裡的時光，在不甚明暗的光線下打著燈看石頭，一起面對老師的關照……這

些畫面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周，但對我而言，是如此之有趣美好而難以抹滅的記憶。

  在福州的日子，有時因為車程導致在野外的時間短暫，算是心中小小的遺憾

吧，當認知本身的知識量不足時，常會有種無力感想找方向突破，對於了解新知

的喜悅此時便會出現不滿足的感受。但這樣的大地構造確實若非投入研究，難以

得知全貌，況且是堂實習課? 

  再跟臺大的同學們交流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並非全然無法參與討論，或許

對方剛念完第一年的課程，而自己已經是蹲了三年的老屁股了，但依舊有時會遇

到討論陷入膠著的情況，這時每天  與老師的討論便有了很大的幫助。 

 

 

  建議:未來這樣的機會，在東華的開課也可以找多校合授，在同一個環境學

習，容易養成特定的價值觀，而這次實習的模式，可以加速學生多方思考的過程。 



福建心得                      東華自資四 410154015  翁友梅 

心得 

寨下大峽谷是我 喜歡的一個點，一開始看到岩壁上充滿不同形狀、大小的

洞穴，且顏面凹凹凸凸不平整，的但到 後的祈福崖則沒有洞穴出現，岩壁也變

得平整，經過我們討論後推測跟水流有沒有經過侵蝕相關。 

  白水洋的部份因為溪水大漲沒法看到河床的樣貌很可惜，那可是白水洋的重

頭戲，可惜我們只能從照片來了了解他的樣貌了。白水洋的博物館我覺得很棒，

裡面的看板都解釋的很清楚，再加上師長們的講解，我對火山噴發與因此而產生

的岩石有進一步的了解。 

我覺得我們這組可以加強工作的分配，在野外工作的時候才不會手忙腳亂，

或是遺漏，而且工作的分配要替換，這樣大家才可以輪流在不同位置觀察，才不

會使某一個工作的人沒有學到部份的內容，討論的時候除了跟自己的組別討論外，

可應該與其他組的同學討論，去聽不同的提問與觀念。 

我覺得每天晚上安排小組跟老師討論我覺得很棒，我的地質背景比較不足，

在野外很多現象、岩石礦物都不太了解，從提問，但經過晚上討論後，雖然我嘗

試提出問題，但仍有很多部分只能從聽組員討論來理解白天我們看過的現象跟岩

石。 

我覺得這趟地質野外考察學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也聽到很多我在臺灣沒聽

過的名詞、看到很多以前沒看過的岩石，也看到不同的現象，來到這裡也學著用

比較長的時間軸來看地質現象，也因為處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下，心胸也放得更開

了。期待自己能放寬心胸去看更多不同的事物，對任何事物保持學習的好奇心，

勇於提問，勤於觀察，而不要先劃定一個領域把自己困在裡面! 

 

建議:   

我覺得這趟野外調查花了多的時間在拉車，實際在野外觀察的時間不多，有

些點看得有點匆促有點可惜。晚餐的部分我覺得不需要每天都吃合菜，可以讓我

們到外走走看看有甚麼特別的食物。 



心得 

東華自資四 410142025 宋文蕙 

 
這次的野外經驗對我來說非常的特別，因為這次我竟然離開了臺灣，飛越了

臺灣海峽，站在一個年代相對於臺灣來說更久更遠的古大陸上，跟隨老師的講解，

去了解過去在區域地質所發生的地質事件。 

我們小組將野外工作分成三部分，一是位態測量、近照攝影、岩性描述；一

是採集樣本、步距測量；一是遠處素描構造、遠照攝影，各工作由兩個人分別負

責。而我被分配到的是素描組，所以每當到達露頭點，我的工作就是盡全力將露

頭的構造以二維方式呈現在紀錄本上。一開始看到露頭時，腦袋一片空白，不知

道應該如何勾勒露頭線條，然而在這七天野外的訓練之下，我漸漸找到素描的技

巧，因此素描功力漸入佳境。事實上，原本我認為自己的素描能力太生疏，無法

接下素描的工作，然而組員們都表示我比他們更適合這項工作，因此我也沒辦法

拒絕，這也造成我這次野外小小的遺憾，因為我總是站在遠處紀錄，在野外中，

我沒有拿過傾斜儀，或是仔細的近觀岩石、與同學討論，當晚上在彙整資料時，

我得加倍專注才能跟上同學討論的內容。 

在出野外之前，得知與我們一同出野外的是臺大的同學，讓我覺得非常的害

怕，深怕他們能力高於我們太多。共事後，我更產生自卑感，因為大多數的臺大

生都是升二年級的學弟妹，他們大學只學過地球科學導論，但是卻比東華的大四

生更有勇氣發言、更有勇氣犯錯。第四天晚上，我跟臺大的同學聊天，告訴他們

我自己心中的矛盾與包袱，他們卻鼓勵我應該更積極，就算自己說的東西可能不

是對的也要對自己的想法有自信，聽完他們的一番話，讓我有如醍醐灌頂，原本

迷失在歐亞古大陸的上的我，才明白自己在學習時應該要拿出什麼樣的態度，而

不是害怕問問題、害怕犯錯而躲在人群的後面。 

七天的野外，越到後面，聽老師揭開越多已知的地質歷史，自己心中的疑問

也越疊越高，然而自己因為年紀增長而丟失的好奇心卻一點一點地回到自己身上，

我想這就是愛上出野外的感覺吧!在學校做專題的樣本總是老師在野外帶回來給

我，事實上我從未到自己的樣區走訪，從不知道出野外這麼困難。經歷了這七天

的野外洗禮，我終於體會到出野外是多有趣的一件事情。「自己的專題自己做!」

回到臺灣後，我一定要親自走訪自己的樣區。 

就在幾乎完成心得報告的同時，實在令人難以想像我與我的組員們擠在房間

共度了八個晚上，尤其在趕製報告的最後一晚，我們幾乎通霄與報告拼命。非常

感謝家馳成為我們的組長，每晚幫我們彙整資料；思亼用他非常深厚的礦物學及

岩石學基礎教導我們其他人；友梅、舜娟辛勤的在野外紀錄、整理資料；最後，

最重要的是謝謝李寄嵎老師、劉瑩三老師、顏君毅老師、林立虹老師、王珮玲老

師非常專業的講解，以及吳柏霖助教、董英宏助教、鐘萱助教的幫助，還有所有

臺大及東華的同學給我帶來的衝擊。謝謝。 



福建海外教育心得 

自資四 410154035 楊采玲 

 讀萬卷書不如行萬里路。到了陌生的地方出野外，是一種極大的考驗，因為

野外所見與之前的經驗相去甚遠，不論是時間尺度、相關地質背景，甚至是野外

的紀錄方式！我的野外經驗不多，大多是粗淺的野外考察，很少有機會詳細記錄、

觀察、以野外露頭來應證課堂所學，故雖然我的年紀虛長其他同學(年紀不等於

知識量多寡)，地質經驗卻是小菜鳥一隻(沒修過地球物質，所以礦物知識十分貧

瘠)。但經過這幾天的觀察和參考同學怎麼描述所見的現象，讓我多少掌握到有

效紀錄之訣竅。 

 本次來到福建進行地質的追本溯源，看到了大時間尺度的地層形成關係，很

難在年輕的臺灣能見的；很多新鮮的岩石，像是：晶洞花崗岩、石泡流紋岩、碎

斑熔岩和黑曜岩…等，了解其出現在地層的意義和形成的原因；參觀兩座世界地

質公園，看到了特殊的地貌：丹霞，雖位處同一地貌，其地質現象仍有很大的差

異。也看到當局政府在推廣科普的用心，因為解說重點不再放在神話傳說，而是

簡單的地質知識，且裡面所見特殊的地貌所得之綽號可用一句話來形容：三分形

象，七分靠想像。 

 旅程中也有很多難忘的回憶，像：馬路淹水，讓短短的一公里成了世上最遠

的一公里，開了一個多小時才到目的地；搶親大作戰，不如說是搶錢大作戰，非

受害者看此表演開心，受害者則是內傷，早知事情是這樣發展，我們就不駐足觀

賞了；每天入住的飯店總有讓人期待，因為很多驚奇讓人發掘；大馬路沒有紅綠

燈，過馬路像生存考驗；傳說中的一條溝廁所，真的是一江春水向東流…等。 

這七天的野外讓我深感自己學識的不足，下定決心選修一些基礎課程，雖然

開始有點晚…，但體認到沒有白學的課，只有偷懶的學生。露頭的觀察，採取在

不疑處有疑，推敲其因果關係；好的素描勝過百張的全景圖。參觀福建地礦局的

標本收藏有如進大觀園，幾十年的精華濃縮在一室房間，能在此占一席之地的岩

石絕非泛泛之輩。 

地質之魅力，絕非三言兩語可形容，七天的野外只讓我們略掀福建的地質面

紗，想深入了解需付出更多的努力！很謝謝老師們用心的安排，帶領我們有一趟

物超所值之行！ 

 



福建地質調查建議與心得 

410154013 東華自資四 鄭雅云 

 心得 

  來到福建調查之前，其實對於大陸的地質背景幾乎是零，經過了 9天的課程

後，更發現自己對大陸的了解根本不及百分之一，來到一個年代、成因、礦岩組

成只在教科書上聽過但卻從未真正接觸過的地區學習，對於只在臺灣東部出過野

外的我們來說，大陸的地質複雜、豐富程度，著實讓我開了眼界，也更認識了自

己對於地質這門學科的興趣所在。 

  其實剛來到福建出野外的前三天都是非常挫折的，從一開始徐總簡介福建地

質概況時，一大堆新的名詞根本不瞭解也不知道怎麼寫，又聽到各種臺灣聽不到

也從沒背好的地質年代，到後來一到野外地點被要求 sketch、觀察一些細微礦

岩，及與臺大同學的討論，總總都讓將要大四的我不斷反思，我到底對地質有多

大的興趣?能夠堅持多久?後來如何能轉變呢?我覺得要謝謝我的小組員及後來與

老師一同討論，其實一開始邊出野外的時候會覺得自己一直踩空抓不到整個大環

境的概念，一開始每晚的討論也不過是整理照片，大家互相分享今天抄的筆記，

中間也一度和同組的東華同學討論過這樣的狀況讓我感覺不安，可是自己好像也

無能為力，覺得比起臺大的同學們，我實在是學習的太慢、背景知識又不夠扎實，

直到後來我們第一次與老師討論的晚上，林老師提醒我們，我們應該更著重於「觀

察」這件事情上，唯有觀察才有後面科學推理過程，否則僅依靠老師講解的去做

推演，不僅無趣不解，也少了很多的討論空間，最後根本畫地自限。 

  經過心態的調整後，放下成見，僅從所看到的觀察去與同組同學討論，從細

微礦岩組成，到小構造，最後到大的地質故事及意義，慢慢的討論越來越有趣，

我不足的地方也更勇於發問，組內的討論更熱烈，真實的感受到知識在討論時被

層層建構起來的樂趣。回頭想想這九天的行程，自己在野外工作的效率似乎沒有

提高很多，但自己觀察及發現的能力確實有所成長；而在與同學間的討論切磋上，

自己也學到了如何讓團隊的運作更有效率、如何帶領討論的技巧；看見自己在地

質上的不足，但同時也瞭解到討論地質過程的樂趣與挫折，讓整段旅程酸甜苦辣

都有了! 

 建議 

1.希望最多一天只要有一餐桌菜就好，有機會更融入當地，更不枉此行。 

2.車程有點遠，壓縮到野外的空間，工作起來其實有些挫折也會覺得不踏實。 



福建海外考察心得報告 

東華大學 楊志賢 

  12 號，我們從臺灣搭飛機前往福州，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搭飛機，也是第一

次離開臺灣本島。到今天已是停留在福州的第十天，我依然記得飛機離開機場、

衝刺起飛的時刻，以及自己緊張又興奮的心情。搭機時間一個半小時，飛機落地

後機身短暫的劇烈震動彷彿是十分鐘前才發生的事情。 

  這次來福建，每天都有一大段時間在趕路，每天都是從臺北到臺中的距離，

每天都在客運上昏迷很難受，因為明明來到了國外，終於有機會可以看看難得的

景色，但是搖晃的車身總能把我搖進周公的懷抱，雖然不甘願但也只好認了。 

  在福州每晚與另外 5位組員的討論，意見的交換，資料的合力統整，從原本

從未謀面的三個臺大與三個東華，到後來一起吃飯一起笑，一起奮鬥的第三組，

我覺得我們每一組都成功地合在一起了。 

  這次的福州行也讓我認識了新的地質狀況，對於野外露頭的處理也更熟悉一

些，但我認為更重要的，我在這次的福建行確實的學到了仔細「觀察」，例如雙

模式的岩漿混合，以往的我在聽完講解後，從老師的口中得知了岩漿混合的這個

資訊，然後我就只會大略看一下，但是這次老師要求我們仔細觀察，我就在那一

個小時內蹲著、趴著，盡力尋找一些蛛絲馬跡，把不同且有趣的形狀都拍照下來，

在當天的晚上，我就可以從這些有趣的形狀來陳述我自己的論點，我喜歡這樣的

過程，自己說出自己的想法是件很棒的事，而在最後一天的小組上臺報告，我們

也都從老師、助教的發問中認知了自己的不足，自己的不夠細心觀察，以及忽略

了一些很明顯出現在露頭上的事實。 

  最後，我覺得要感謝老師們這十天來，以及在成行以前的總總努力，我們在

這趟旅程中都是乘涼的後人，希望能夠把老師們當作往後激勵自己的原因； 然

後要感謝所有同輩們的活潑友善，我很喜歡大家一起做中學的方式；最後要感謝

當初一直考慮到報名的最後一天，然後決定報名參加這次考察的自己。 

  短短的十天，我得到了新的體驗、新的學習、新的相處，希望往後的自己能

繼續保持年輕的心，用活力與熱情來打敗學習上的困境，這趟旅行沒有遺憾，但

這最後一天的上午，仍然感到些許不捨，捨不得離開這個原以為人們都不友善、

環境也不怎麼好、但現在覺得可愛又親切的城市。 



福建海外考察報告 

東華大學 何姵儒 

 那天，飛機衝破雲端，載著我們一行人前往中國福州。猶記得當天前腳甫落

地，便感受到一股屬於大陸熱騰騰的陽光，赤裸裸的直射毫不遮掩青春氣息的我

們。 

 其實初來乍到，我根本毫不曉得我能夠在此處學習到些甚麼，因為光看幾行

文字的行程表，查了些許的相關資料，仍舊懵懵懂懂，不知道這次野外觀察是否

如同以往的印象。時辰過午，我們來到飯店定居，以徐維光徐副總的報告當開頭，

開啟日後七天的野外實地觀察方向，對每個地方有初步的認識。 

 野外第一天，我們搭了兩三個小時的車程，終於抵達黃岐半島，然而在此地

停留的時間卻只有短短半小時左右，聽完老師基本的概況介紹，就開始進行露頭

的詳實記錄。然而，我們組員之間在尚未協調好的情況下，許多工作像是拍照、

測量位態、素描等等，並未達到良好效率。但是我們當天晚上進行討論，對於組

員彼此有更多認識後，就討論出更適合的分組方式。 

 而每天的行程似乎十分急迫卻又緩慢，每段時間都嚴格的控制著，野外停留

的時間、車程與夜間討論，事情接踵而來，組員之間的感情也更加緊密。 

 細粒碎斑熔岩、丹霞地貌、花崗閃長岩……等等，每一個地方的露頭最重要

的都是基本的觀察、記錄，以看見的敘述故事，想像遠古這些結晶、沉積如何形

成。然而令我受挫的是礦物的基本知識不足，大多時候無法想像那些未曾看見的

過程，只能盡全力把觀察到的形貌記錄下來。每次的討論我聽著組員們的推論，

試著發表疑問和猜測，從每個人的回答中學習。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雖然學生與老

師有時候仍尚未知道這些地質的奧秘，但是從每個想像中推翻或成立的過程，就

是一個研究的方式，藉由眾人之口，自己的腦海裡再不斷的推論，似乎就是研究

的有趣之處了。 

 喜歡與組員奮鬥的過程，喜歡努力參與其中的我們。在此處的食衣住行比我

最初的想像都還要好許多，感謝為此趟行程付出的眾多地質界老師們，讓我們能

無後顧之憂的進行學習，真的獲益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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