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報導

水晶的理性與感性
黃武良、劉淑蓉

談到水晶，人們會想到水晶球、石英晶簇或紫水晶洞、水晶燈、水晶飾品、花瓶、
酒杯，或色彩繽紛的琉璃作品。水晶的世界充滿神奇與異想。

水晶是什麼
古代的水晶球多數是由石英、綠柱石等透明晶體
琢磨而成，因此水晶傳統上是指清澈的天然晶體。其礦
物成分可以不同，有石英質、綠柱石質、黃玉、方解石、
螢石、鹽岩、石膏，甚或火山玻璃。但因石英質最普遍，
目前談到天然水晶多數是指透明的石英晶體。
17 世紀末玻璃水晶的出現，讓「水晶」（crystal）

一詞被廣泛使用，因此常以 rock crystal 稱呼天然水晶

以作區別。精品店所謂 crystal 藝品的水晶燈、杯、瓶等，
雖然也透明沉重很像天然水晶，而琉璃的色澤也類似
天然有色水晶，但除極少數外，常是「非晶質」的玻
璃水晶，嚴格來說不是晶體。這類「非晶質」的水晶
常被誤解是「晶質」的天然水晶。

石英水晶晶簇

水晶的誕生
石英是地殼岩石中含量僅次於長石的礦物，常見的砂岩或沙灘的砂中，一半以上是石英，
但大而美的水晶需在特殊的地質條件下才能形成。多數的石英水晶生長於偉晶花崗岩脈的岩
洞中，或熱液沉澱的石英脈中。花崗岩漿一般含有過量（約 60％）的二氧化矽，在其凝固過
程中除被較早結晶的礦物長石及雲母用掉之外，尚殘留多量的二氧化矽，在後期的岩漿中結
晶為石英水晶。
晶洞的成因與一般石英脈的水晶不同，多數是由於空心的火山彈或火山岩中的氣囊被含
高量矽質的熱液滲入。早期熱液中的矽膠濃度高，播種水晶快，沉澱無數微小纖維狀的水晶，
聚合在一起形成玉髓或瑪瑙；而後期矽質濃度降低，播種減緩，便開始生長成錐狀的水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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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水晶洞的形成
火山岩風化釋出矽質溶
入溫泉
溫泉滲入火山彈
初期：過飽和的矽質溫
泉在火山彈內壁沉澱微
晶質的玉髓或瑪瑙

空心火山彈

後期：溫泉中矽質濃度下
降緩慢生長大紫水晶
剖開

紫水晶洞

紫水晶球

紫水晶洞的形成過程：在中空的火山彈或火山岩中，早期晶洞內壁沉澱出玉髓或瑪瑙，後期晶洞開始生長成
錐狀的水晶體，偶爾有其他礦物如文石、方解石、沸石等共生。

這類熱液除富含矽質外也含微量的三

即晶體內的原子排列連續無間斷。石英經

價鐵可取代水晶中四價矽，電價不平衡造

常從岩石晶洞或裂隙內壁開始向外生長，

成電洞，使得晶體會吸收紅橙光，多透出

因此多數只有一端有晶錐狀的晶面，但偶

紫藍光，因而常以紫水晶出現，倘若三價

爾會出現兩端都有晶錐的雙端晶。石英晶

鐵未能進入晶體結構中，則只呈現三價鐵

簇中除清澈亮麗的晶體外，常相伴著半透

離子的黃色就成黃水晶。近年對晶洞的研

明或乳白色的晶座。天然石英以乳白色居

究發現，巴西紫石英是在約攝氏 100 度，

多，因其內含無數微細氣泡。

甚或攝氏 50 度以下的低溫生長的，至於生
長紫石英所需的時間，估算至少十萬或百
萬年，且隨周遭環境差異很大。

石英水晶有時會以五顏六色出現，常
見的有紫水晶、黃水晶、紫黃水晶、黑晶、
煙水晶、綠水晶、彩虹水晶、玫瑰石英等。
其顏色來自所含的微量元素如鐵、鈦、鋁，

天然水晶的世界
石英水晶經常以透明或半透明的晶簇
群聚出現，其中個別石英晶體多數是單晶，

加上輻射光照射或受熱。水晶有時包含其
他各種小礦物晶體，變化多端，如含金紅
石的金髮晶、銀髮晶，含綠泥石或陽起石
的綠髮晶，含電氣石的黑髮晶。

石英水晶有時會以五顏六色出現，
其顏色來自所含的微量元素如鐵、鈦、鋁，加上輻射光照射或受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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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幽靈水晶又稱異象水晶，是多
個水晶交互生長，或因生長中斷後再重新
生長而成，光線經由各晶體界面反射及折
射如鏡中鏡，影像變化萬千。隱晶質石英
水晶不是單晶質，而是由無數微小水晶（隱
晶質或多晶質）組成的，也就是大家熟悉
的玉髓或瑪瑙。
天然玻璃水晶十分類似人造玻璃，是
海底火山噴出的熔岩遇海水快速冷卻凝固
而成。最常見的是黑曜石，以黑色為主，
偶爾呈現藍色或綠色以及少見的紅色，多
數是半透明。較少見的摩達維石是隕石撞
擊所濺出的熔岩快速冷卻造成的玻隕石或
似曜岩。

石英水晶的內在

上圖：紫黃水晶是石英晶體中不同部位分別含有不
同狀態的三價鐵（圖片來源：Smithsoni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hoto by Chip Clark.），下圖：金
髮晶是水晶內含針狀的金紅石，是因熱液中含有相
當濃度的氧化鈦，沉澱成金紅石與水晶一起生長。
（圖片來源：www.stone-club.com.tw）

石英晶體是由許多四面體的小金字塔
型的矽酸根離子（SiO4 － 4）連結而成，小金

字塔的結構是矽在中心和 4 個氧在四角，
連結時一半的氧是共用，因此石英的成分
是二氧化矽。3 個小金字塔（Si3O6）構成六
方或三方晶系的晶胞（體積 113 Å³），是
石英晶體構造的基本單位（磚塊）。
許多晶胞在堆砌成晶體時，是在三度
空間沿著 c 軸（長柱方向）扭旋而上。個別
晶體開始生長時的扭轉方向，決定晶體長成
後的外形是左旋晶或右旋晶，稱為左右對映
形，是大自然巧手創造對稱美的佳例。

石英水晶的晶體結構由許多小金字塔連結而成，小
金字塔的結構是矽在中心和 4 個氧在四角。3 個小
金字塔（Si3O6）構成六方或三方晶系的晶胞（圖
中的近立方體），是石英晶體構造的基本單位（磚
塊）。（圖片來源：www.ccp14.ac.uk/）

石英水晶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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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同一種礦物晶體在類似的

不過，在空間不足時，結晶外形受限，

環境下生長，常傾向結晶成特有的外形，

因而長成周遭的形狀，猶水之方圓在於器。

這種習性稱為礦物的「晶癖」。常見的石

更有甚者，在特殊的條件下可能形成假晶

英水晶外形就是晶癖的表現。

或假像，就是石英在生長時，一點一滴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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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水晶在人們心中一直存在著無限的神祕感。（圖片來源：種子發）

代其他礦物或物體，因此最後長成的外形，
不像自己而是承續其他礦物的外形，例如
有外形像方解石、螢石、石膏，或木頭、
貝殼的石英晶體。如此生成的石英可以是
單晶體，或是多晶質石英如石化木。另外，
有貓眼效應的虎眼石是石英在生長時取代
平行排列纖維狀的石棉晶體而成的假晶。

水晶的能量
水晶在古今人們心中一直存在著無限
的神祕感，代表純真、透明、無瑕。水晶
球因為清澈透明，球形就像凸透鏡會使透
視的影像扭曲造成幻覺，自古就被許多人
當作可預見未來的寶物。而石英的預言、

石英水晶的外形（晶癖）有時呈現左形（左圖），
有時是右形（右圖），機會各半。各晶面出現的機
率依 m、 r 、z、 s、 x、 c 降低，晶面大小是 m 最大、
r 次之、其他較小。從水晶外形去判斷左形或右形，
必須有 r、z、x 面出現，否則需依靠光學或酸蝕的
方法。圖中 m 是六方柱面體的面、r 是正菱面體的
面、z 是負菱面體的面、s 是三方雙角錐體的面、x
是三方偏三八面體的面、c 是基準軸面體的面。

治病療傷、保佑祈福的傳說，東西方也自
古不斷。許多現代人認為石英具有吸收或
發射能量的特殊功能；有人相信水晶具有

人自信與充滿希望。這些目前都尚無科學

靈性與生命；也有人相信石英水晶磁場特

學理的支持，但水晶曾撫平許多人的心靈

別強大，清澈水晶可以聚光透視心靈，讓

則是無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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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水晶在科學上倒是有一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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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器及工業用的振盪器上，而石英脫氧
後的元素—矽的結晶（矽晶），更是目前
IC 產業之母。為因應石英晶體在工業上的
大量需求，業界以人工合成石英水晶，其
原子排列及特性與天然石英完全一樣，且
因品質、顏色或純度容易調控，更符合工

石英水晶的壓電效應示意圖：（上圖）極性的晶
體，（下圖）晶體承受應力變形時，其內離子位移
造成晶體電價不平衡而帶電；反之，加電壓給晶體
會導致變形產生位移而振動。（圖片來源：作者參
考 PCB Piezotronics 之原圖繪製）

業需要。
石英因在高溫時結構會改變，無法使
用一般在常壓下從高溫熔體中結晶寶石的

以及祖母綠、紅寶石、金綠寶石等，如此

方法，因而使用接近天然石英形成環境的高

合成的寶石最接近天然寶石。

壓熱水合成技術。為了加速生長，除使用

除養晶外，常使用熱處理或輻射優化

晶種外，也提高合成時的溫度和壓力以及

水晶的色彩。最常見的是以加熱至攝氏 550

增加溫度梯度，一般是攝氏 330 ∼ 360 度、

度，將微量鐵從石英結構中的析出，成為

900 ∼ 1,450 大氣壓。這方法（俗稱養晶）

微粒的三氧化二鐵，使紫水晶變臉為黃水

也常用於合成寶石用的紫水晶和黃水晶，

晶或增進黃水晶的色澤。

水晶在科學上有一種其他礦物很少具有的特性，就是當施加壓力時，
晶體可以產生微弱的電流，即所謂的壓電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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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晶之晶勝於晶嗎
廣義上，透明晶亮的含鉛玻璃都可稱
為水晶玻璃，外表與天然水晶類似。兩者
最大的差異在於 : 晶質的天然水晶內部的原
子做有序排列，而非晶質的玻璃水晶，其
內部原子結構做隨機的無序的集結，仍保
留在熔化時的狀態，在快速凝固時原子來
不及整隊形成晶體，因此沒有一定的熔點，
到高溫時只會逐漸軟化成液體。
人類使用含鉛玻璃可追溯到三千四百

率高的物體，光線進入時受偏折也大，就
是所謂的司乃耳定律。一般在比重大的物
質中光速較慢，對光偏折大，因此比重大
的含鉛水晶其折射率甚至可超越天然水晶。
含鉛也使玻璃容易切割出許多平滑的
琢面，使晶體反射更加燦爛。人們就針對
這類特性研製類似鑽石切面的飾物，以及
閃閃發亮的多琢面的吊燈晶珠，或多菱鏡
琢面的容器等。
另外，純二氧化矽的石英玻璃是由純

多年前，米索不達米尼亞的普爾古城發現

石英砂在攝氏 1,715 度熔化而成，折射率不

有含鉛 3.6％的玻璃，漢朝也有過含鉛玻璃

高但防蝕性強，對光線包括紫外線、紅外

的玉飾。1969 年起，依歐洲共同體的標準，

線的透光率是其他玻璃遠遠不及的，常做

含鉛的玻璃需要有達 24％的氧化鉛、比重

為特殊光學儀器及光纖。

超過 2.9、折射率大於 1.545 才可稱為水晶，

琉璃算不算水晶？有些琉璃為了增加

一般稱為水晶玻璃或人造水晶（有別於前

重量及燦爛度也加入鉛，若其量超過 24％

文的合成石英水晶）；而含鉛低於 24％的

就算是彩色水晶。

只能稱為含鉛玻璃。一般水晶玻璃商品的
含鉛量以 32％為多。
玻璃摻入鉛可以使玻璃在熔化時容易

黃武良

流動，不易殘留氣泡，除讓水晶較清澈外，

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研究所（已退休）

並可增加其折射率及色散度。物質的折射
率越大，越容易全反射，因此越燦亮。折

劉淑蓉
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已退休）

射率主要取決於光穿透物質的速度，折射

深度閱讀資料
余樹楨（ 民 97），水晶的色彩探密 ，科學發展 ，432，60-64。
余樹楨（ 民 98），石英變變變 ，科學發展 ，433，50-54。
黃武良 、劉淑蓉（ 民 105），大自然的聚寶盆與寶藏 ，科學發展 ，517，44-49。

科學發展

2017 年 1 月│ 529 期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