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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很硬
可是很溫柔
▎曹恕中

岩石就像記錄著地球歷史的一本日記，
仔細閱讀從古到今的岩石，
就可以建構地球自形成以來所經歷的種種地質作用及環境變遷。

又硬又溫柔
石 頭 是 岩 石 的 俗 稱， 一 般 都 認 為 它 很
硬，因此不知變通的人會被批評為腦袋硬得
像石頭，俗語也常有：某人是擋路的絆腳石
啦，或是掉在什麼坑的石頭啦等說法，給人
石頭是又硬又臭的印象。然而，石頭也可以
有浪漫的一面，比如散布在河床或海邊，讓
玩石者瘋狂著迷。
岩石是組成地球固體部分的最基本材
料，在我們生活周遭四處可見，提供人類生
存活動的基石。萬丈高樓必由土地起，所有
的建築物、橋梁、道路等工程都必須蓋在岩
石或岩石風化的土壤上。民生社會中的工業、
土木工程業及建築業也都少不了石頭，例如
金屬元素以及水泥、砂石、石材等工業及建

原本是水平堆積的堅硬砂岩層，被橫向的大地應力
經長時間擠壓成彎曲，地質學稱為褶皺。（南橫公
路，照片中的褶皺寬度大約 15 公尺）

築原料，都是從岩石而來。
讀者可能會覺得奇怪，岩石何來溫柔？事實上，在很高的溫度及壓力下，堅硬的岩石也
會變得像玩具黏土般地柔軟，再加外力就會產生「塑性變形」。山裡常見堅硬的岩層變成彎
曲狀的「褶皺構造」，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這裡借用溫柔一詞形容岩石，不是要介紹岩
石表面的柔軟，而是岩石那非常豐富的內在美。

在很高的溫度及壓力下，
堅硬的岩石也會變得像玩具黏土般地柔軟，再加外力就會產生「塑性變形」。

58

科學發展

2018 年 11 月│ 551 期

就像一個擁有豐富學識的人，岩石的
內在美在於擁有高度的科學價值，可以提
供研究人員豐富的地質科學資訊。從岩石
自身的特性、成因演化、經歷過的環境，
到整個地球的歷史，都可以透過岩石的內
在美一點一滴地閱讀出來。

礦物─岩石內在美的源頭
岩石的基本組成是礦物或是岩屑、化
石等顆粒，這些顆粒好像生物的細胞，緊
緊相鄰組成堅硬的岩石。礦物是岩石組成
中最大宗的物質，有時這些礦物顆粒頗大，

變形程度強烈的變質岩，表示曾被掩埋地殼深部，
堅硬的岩石就可以有如揉搓麵團一般的變形，但是
尚未達到熔融成岩漿的條件。（中橫公路慈母橋，
照片長邊約等於 2 公尺）

肉眼可見其形貌，但大多數的細節仍須藉
由顯微鏡觀察，才能一窺岩石的堂奧。
礦物本身是由各種元素的原子依循一
定規則排列，經化學鍵結合而形成特有的
外形，稱為結晶體。一般來說，礦物的外
觀和其組成原子的排列型式有非常密切的
關係。而由結晶體規則的外形，也可以反
推原子大致是如何排列的。
在學理上，礦物的認定要符合 4 個條
件：由天然的無機作用所形成、是固體狀
態、原子的排列組合具有高度規則性、具
有確定且均質的化學成分。因此冰川的冰
是礦物，液態的水和汞（水銀）就不是礦

偏光顯微鏡、岩石實體與薄片照片。中間安山岩上
的黑白色斑點分別是輝石和斜長石礦物。製成岩
石薄片（右側），透過偏光顯微鏡（左側），則可
以清楚鑑別礦物種類及岩象特徵。白色晶體是斜長
石，輝石則呈現彩色的干涉色，黑色部分是急速冷
卻形成的不透光玻璃質。
（標本地點：大屯火山群，
顯微照片長邊大約等於 5 mm）

物了。貝類外殼的碳酸鈣、人體產生的磷
酸鈣等結石，由於是有機作用生成，依上
述的定義則不屬礦物，然而隨科學發展，

矽氧四面體示意圖

傳統的礦物定義已有朝廣義解釋的趨勢。
目前地球上已確認並給予名字的礦
物，大概有四千多種。根據中央地質調查

Si
O

所出版的《台灣之礦物》專書，台灣發現
的礦物有 251 種，其中不乏珍貴獨特的礦
物，如台灣的北投石、明礬石、硫砷銅礦、
文石 4 種礦物，甚至於民國 86 年被中華郵
政公司選為新郵票發行的主題。
岩石的基本組成礦物稱為造岩礦物，

左圖表示四個氧原子包圍著一個矽原子，中間圖以
短線代表化學鍵，右側則顯示四面體一詞的由來，
也稱為島狀。

其中最大的族群就是矽酸鹽礦物，它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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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中華郵政以台灣珍貴礦物為題所出版的郵票，這 4 種礦物都有各自獨特的結晶外形。

氧原子和矽原子依據物理化學的鍵結定律，
緊密結成的矽氧四面體，可視為是建構礦
物結晶體最基本的建築磚塊。矽氧四面體
可以是單一四面體，或由四面體之間分享
氧原子，連結成為鏈狀、環狀、層狀、框
架狀等結構，之間的空隙再由鋁、鐵、鎂、
鈣、鈉、鉀、氫氧根等離子充填，就形塑
成各式各樣的矽酸鹽礦物。
地殼中有 8 種重要的造岩礦物，包括 7
個矽酸鹽礦物：石英、長石、輝石、角閃石、
橄欖石、雲母及黏土礦物，再加上另外一
個很重要的非矽酸鹽類─碳酸鹽礦物。此

典型的安山岩標本，呈現斑狀組織。黑色的黑雲母
和角閃石，以及隱約白點的斜長石斑晶，被細微的
基質緊密包圍。（標本地點：基隆嶼）

外，在礦化的地區，常見到許多重要的非
矽酸鹽種類的礦物，例如硫酸鹽及硫化物，
結合了許多金屬元素，例如金、銅、鐵、鉛、

玄武岩的光學薄片

鋅等，成為人類賴以發展的重要礦產資源。
台灣的九份、金瓜石就曾是世界著名的硫
化金銅礦區。
礦物學和岩石學一直都是地質科學中
重要的基礎學科。接下來就要重點介紹岩石
內在的礦物如何反映堅硬岩石的溫柔面。

礦物光學─五彩繽紛的光之舞
研究岩石內在美的第一步是鑑定礦物。
目前最傳統也是最直接經濟的方法就是把
岩石黏在玻璃片上，磨製成厚度 0.03 釐米的
「岩石薄片」，然後放在偏光顯微鏡的旋轉
台上，讓單一振動方向的偏光由下方入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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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光顯微鏡下，組成礦物呈現不同的干涉色。白
灰色長條礦物是斜長石（Pl），彩色不規則形礦物
是輝石（Py），礦物晶體間空隙填充的暗黑色部分
則是玻璃質（G）。（標本地點：三峽，顯微照片長
邊約等於 5.5 mm）

安山岩的光學薄片

觀察光線穿透礦物晶體時產生的特定光學
現象，以之進行礦物種類的鑑定，這門學
問稱為光性礦物學。另外，利用顯微鏡觀
察岩石薄片，描述岩石微觀的特徵，把岩
石分門別類，進而探討岩石成因的學科，
則稱為岩象學。
可見光本身是電磁波，在穿透礦物晶體
時，光的電場振動方向受到晶體內原子鍵結
電場的影響，改變了光在礦物內部的折射率，
也就是改變了光原有的運動速度和方向。尤
其是光進入大部分的礦物時，由於原子在三

大顆粒綠色和棕色似菱形的礦物是角閃石
（Am），兩顆粒表面交錯的條紋是兩組解理
（C），交角是 120 度，是角閃石的鑑定特徵。
中間棕色顆粒有深淺交界的直線，是雙晶結
構（Tw），表示兩側原子在結晶時改變了排列
方式，造成不同的光學現象。白色有斑點的礦
物是斜長石（Pl），大顆粒間的細微礦物無法
辨識，稱為微晶或隱晶。
（標本地點：大屯山，
顯微照片長邊大約等於 5 mm）

度空間排列不同，電場強度也隨之不同，有
時會產生雙光線（快光、慢光）。當雙光線穿
出礦物表面（即岩石薄片上方）再度重疊時，
因為兩光線波長的差異（相差），若再配合顯
微鏡上下兩道偏光方向相互垂直的濾鏡，在目
鏡中就會看到礦物呈現五彩繽紛的干涉色。
干涉色並不是礦物原有的顏色，而是雙
光線交互作用的結果。此外，轉動顯微鏡上
的薄片時，還會出現消光、多色性等有趣的
光學現象。由於每種礦物有其特定的原子組
成（化學成分）及原子排列（結晶構造），
使得每一種礦物都有其特定的光學性質，光
學現象便成為鑑定礦物的重要特徵。

岩象學─尋找隱藏的演化痕跡
白色、灰色等短柱型亮點礦物是斜長石（Pl）
；
左上角及中右方的斜長石有同心圓構造，是
礦物環帶（Z）；中間及左方斜長石有片狀分
隔現象，是雙晶結構（Tw）；彩色的礦物則是
輝石（Py）。（標本地點：大屯山，顯微照片
長邊大約等於 5 mm）

當漫步在野外走近一個岩石露頭，或者
在海灘撿起一顆鵝卵石時，岩石的顏色、組
成礦物顆粒的大小或礦物顆粒的排列方式，
都是第一個可以感受的印象。如果更進一步
利用偏光顯微鏡鑑定礦物種類和其細部的岩
象特徵，就可以得到第一手的岩石紀錄，岩
象觀察可說是每個地質科學系學生都要學習
的基本功夫。

每種礦物有其特定的原子組成及排列，
使得每一種礦物都有其特定的光學性質，光學現象便成為鑑定礦物的重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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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鳥嶼）的洪流式玄武
岩（ﬂood basalt）， 呈 現 由
柱狀節理形成的雄偉壯麗
的風琴式岩柱。可以想像一
下大約一千萬年前，當澎湖
群島還是陸地時，有一股赤
紅高溫的岩漿像洪水般地
覆蓋此處，如今成為萬古寧
靜的大地。雖然在規模方面
比不上世界其他著名的洪
流玄武岩，但是被蔚藍海洋
所圍繞，形成的海上方山卻
是別有一番風情。（照片中
海崖高度是 23 公尺）

岩石的岩象談的就是岩石的組成顆粒，
岩象分析除了鑑定礦物外，還要描述細微的
岩理，除了礦物的種類、數量外，還包括
岩石整體的顆粒度大小、外形、結晶度、
圓度、顆粒間的接觸關係，以及顆粒的排
列方向等特徵。此外，礦物的結晶特徵如
環帶、解理、雙晶，這些顆粒和結晶特徵
在岩石學則統稱為岩理。
岩石的每一項岩理特徵都有其獨特的
意義，可以告訴我們許多岩石的內涵，包括
岩漿成因和演化、礦物結晶生長過程、變質
溫度壓力環境的變化、外在大地應力方向、
沉積物搬運的歷程或沉積環境的物理化學改
變等。地質學家甚至可以從岩石推演出地球
自古至今曾經發生的大小地質事件，諸如岩
漿活動、沉積作用、變質作用、成礦作用、
造山運動等。若再補上地質時間的量測，就
可以建立起整個地球從無到有的演化歷史，

大約一千萬年前，岩漿侵入沉積岩的節理裂隙，冷
卻後形成火成岩脈。後來這地區出露成為海岸區，
受海水侵蝕。沉積岩質地較軟，形成海蝕平台，
火成岩較硬，凸起於平台之上，猶如小型長城般，
形成特殊地質景觀。火成岩雖然硬，可是仍禁不起
時間的風化侵蝕，就成斷垣殘壁狀。（東北角萊萊
海岸，岩脈的厚度大約 50 公分至 1 公尺不等）。

這也是岩石內在美的真實價值。
舉個例子，礦物環帶的成因就是礦物

看到斑狀組織，就可以斷定岩漿經歷了兩個

生長時記錄了岩漿冷卻的過程。此外，安

冷卻階段。當岩漿庫還在比較深的位置時，

山岩有一個獨特的岩理，就是斑狀組織；

礦物有時間慢慢結晶生長成大顆粒的斑晶，

岩石的每一項岩理特徵都有其獨特的意義，可以告訴我們許多岩石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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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積岩（砂岩）的光學薄片

板岩的光學薄片

這標本已有輕度的變質，但是仍保留原有沉積岩的
碎屑顆粒狀的特徵，沒有完整的晶形。灰、白色顆
粒大多數是石英（Q），彩色細長條是白雲母（M），
充填期間的細顆粒是黏土礦物（C），這些顆粒是
靠孔隙溶液沉澱的二氧化矽、碳酸鈣或氧化鐵等物
質，填滿空隙而緊緊膠結固化。（標本地點：南橫
公路，顯微照片長邊大約等於 5 mm）

拉長的石英（白色亮點）
（Q）和綠泥石（藍色）
（Ch）
顆粒及平行的黑色條紋（細粒黏土礦物及碳質物）
（C），構成變質岩最主要的葉理特徵，在板岩稱為
「板劈理」（Sc），這是為什麼板岩可以容易剝開製
作石板屋的原因。（中橫公路，顯微照片長邊大約
等於 5 mm）

一旦熾熱的岩漿噴發至地表，就會急速冷

片岩的光學薄片

卻成為細粒的「基質」，包圍著原來在岩漿
庫生長的斑晶。安山岩被人們俗稱為「麥
飯石」，正是常見白色的斜長石顆粒大到肉
眼可見，外觀就像白色的米粒嵌在石頭中。
觀察和描述岩理之後，接著就是解析
岩理所隱藏的訊息，然後建立初步的岩石
成因模式。推敲成因模式，應該是研究岩
石最有趣的事了。當然一個完整的岩石成
因模式，還必須透過高精密的地球化學分
析方法，蒐集主要元素、微量元素、同位
素含量等資訊，待完整的岩石紀錄獲得後，

明顯呈現由白色石英（Q）及彩色雲母礦物（M）
組 成 的 第 一 期 葉 理， 被 持 續 的 應 力 擠 壓 成 褶 皺
（S1），接著產生灰黑色夾綠色條紋的第二組葉理
（S2），截切第一期葉理。（中橫公路天祥，顯微照
片長邊大約等於 5 mm）

才能綜合解釋及討論。

岩石的分類─石頭家族

淬鍊。不同的岩石也許外觀看似相仿，述
說的故事可能完全不同。

研究岩石當然要從岩石的分類開始，

火成岩是所有岩石的始祖，由熾熱澎

岩象資訊是岩石分類的重要根據。岩石依

湃的高溫岩漿直接冷卻，其組成礦物都是

照形成的原因，可分成 3 大類：火成岩、

在岩漿冷卻時結晶，礦物生長時會填滿所

沉積岩、變質岩。火成岩的原始岩漿可來

有空隙，因此每個顆粒緊密鑲嵌，有如古

自上百公里深的「地函」物質；沉積岩反映

代建築物的卡榫。採集新鮮的火成岩標本

地球表面與水有關的種種地質作用；變質岩

很辛苦，用地質錘敲打會發出清脆聲響，

則經歷了「地殼」不同深度的溫度壓力的

不時迸出火花，其堅硬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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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石頭所包含的訊息，可以從採集的地點透過岩象觀察、
分析及實驗，反推出岩石所經過的環境變遷歷程，乃至每一顆礦物的結晶開始。

沉積岩是高山來源區內受侵蝕風化的

氣會風化成碎屑，再由重力和水流帶往盆

岩石碎屑經流水或風的搬運，最後堆積在

地堆積形成沉積岩。之後的板塊運動則把

低窪盆地成為疏鬆的碎屑狀沉積物。隨著堆

地表岩石又拉回地函，在潛返過程中，地

積的厚度及荷重逐漸增加，疏鬆沉積物經過

球內部的高溫高壓把它們轉換成變質岩，

壓密和膠結的岩化作用終成了沉積岩。

之後一部分抬升回到地表，再度接受風化

沉積岩是靠膠結等作用把分離沉積物
顆粒壓密固化，並非像火成岩般是由礦物晶

侵蝕，一部分又回到地函，再融熔成岩漿
上湧，這就是「岩石循環」的故事。

體鑲嵌，因此相對火成岩和變質岩的硬岩，

台灣島的地質現況及岩石分布，其最

沉積岩屬於軟岩。在同一地點，接受相同

主要的動力來自東部的歐亞板塊與菲律賓

的風化侵蝕，火成岩會很明顯凸出於地表。

海板塊火山島弧之間的隱沒和碰撞作用。

任何一種已經存在地表或地殼淺處的

台灣雖小，何其有幸，越過美麗平直的花

岩石，因地質作用再度深埋到地球深處時，

東縱谷就是跨越地球的板塊界線。

為了適應新的溫度壓力，原來岩石的礦物

一顆石頭所包含的訊息，可以從採集

會重組成新的變質礦物，便生成變質岩，

的地點透過野外產狀、岩象觀察、分析及實

隨後再經由造山運動抬升回到地表。

驗，反推出岩石所經過的環境變遷歷程，乃

除了溫度和壓力是變質作用主要的驅
動力量外，大地環境施予岩石的應力，也
會使片狀的雲母或長條狀的角閃石等礦物
順著應力排列，在岩石內就形成線狀或帶
狀的特徵。這些線條狀構造統稱為葉理，
是變質岩重要的岩理。如果溫度及時間足
夠，原先生成的葉理甚至會被扭曲變形而
產生多組葉理，由此可以推論，這岩石應
遭遇了好幾階段的變形歷史。許多奇石上
的似人、似物、似風景或印象∕抽象風的
圖案混然天成，其實應力就是巧雕這些豐
富多樣外觀變質岩的那隻魔手。

岩石不死

至每一顆礦物的結晶開始。因此，岩石就像
記錄著地球歷史的一本日記，仔細閱讀從古
到今的岩石，就可以建構地球自形成以來所
經歷的種種地質作用及環境變遷。
除了記錄地球歷史外，岩石的應用取
決於岩石的內部特性。岩石強度、硬度等
性質，與礦物種類、數量、結合方式等「礦
物組合」的綜合性物理化學性質息息相關，
因此在工程建設上，尋找堅硬穩定的基礎
岩盤及工法設計方面，微觀的岩象特徵也
是非常重要的資訊。
岩石有這麼豐富的內在美，雖然它很
硬，卻溫柔又美麗。

凋零重組又再生

三大岩類雖各有其成因，彼此卻又息
息相關，相互傳承。簡單地說，地函物質
產生岩漿上湧到地殼淺部或表面冷卻成火
成岩，一旦出露地表後，藉由接觸水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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