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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選擇了義竹岩心進行了穩定硫
同位素分析，其中無機硫的含量於岩心深
度 100m 以上明顯高於其下部，應為全新世
海侵的結果，不過依其平均值還原狀態雙
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結果顯示，深度-60m 以
上沈積速率變慢，硫酸根離子供應充裕，
所以同位素值較輕，深度 100m 以下僅在-
150m 及-190m 附近有較高之無機硫，另雙
硫化物之硫同位素值在-170m 處有一較輕
的訊號，說明了-150m 至-190m 可能亦有海
陸變遷事件。有機硫僅在 -190m 處＞1
mg/g，而有機硫之同位素亦在此處顯示一
較輕的結果，說明了此時確有一海侵事
件。

關鍵詞：義竹岩心、穩定硫同位素、全新
世海侵

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Yihju core as
target for stable sulfur isotope analysis. Our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in average the
inorganic sulfur concentrations in the
sediments above -100m a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of the below. This is probably resulted
from the Holocene transgression. From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al study, we know
that between –40m and –60m is a lagoon
environment, and the highest inorganic sulfur
isotopic value can prove this conclusion.
Among lower core, we found another interval
with higher inorganic concentration; it is

around depths of -180m and -190m,
respectively. Also, a lighter signal of sulfur
isotope was found at depth of -190m. These
suggest there was a transgressional event
happened between depths of -170m and -
200m. For the organic sulfur analysis, we
found two very light sulfur isotopic values
at –60m and -190m. This proves that there
are transgressional events indeed occurred at
that time.

Keywords: Yihju Core, Stable Sulfur Isotope,
Holocene Transgression

二、緣由與目的[1]

一般海岸沈積環境中之沼澤及潟湖，
因沈積物細粒透水性不好，加上大量的有
機質沈積消耗了水中的氧，使得環境趨向
還原狀態，厭氧性硫酸根還原細菌會在此
生長，它利用水中所含大量之硫酸根進行
其新陳代謝作用，不但產生了硫化氫離
子，同時也使產物在硫同位素值上，較反
應物輕了 30 至 50 permil [1][2][3]，現生的此
類環境中，常有硫酸根離子、硫化氫離子、
元素硫、單硫化物、雙硫化物以及有機硫
等多項含硫物種存在，其彼此之間的消長
以及硫同位素值之差異，乃受控於環境次
因子的改變[4]。地質樣本雖然經過了較長
的時間及成岩作用，一般仍會保留雙硫化
物及有機硫，故仍可據此探討地質時間
中，物理化學環境及沈積物來源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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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西南海岸所鑽取之義竹岩心
為材料，進行了硫同位素分析。義竹岩心
根據林水源等人之研究[6]，最上部 100m 為
末次冰期以來的產物，其下應為末次間冰
期與末次冰期之間的沈積，全長 200m 的岩
心中，記錄了數次海進海退的循環，除全
新世之海進外，晚更新世之海水進退過於
頻繁，其中可能有再沈積現象，另外於全
新世之海進過程中是否尚有更微觀的變
化？硫同位素的研究應可提供另一種資
訊，對於古環境之解析當有正面的幫助。
  
三、分析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主要分四大步驟：(一)岩心採
樣；(二)沈積物中硫化合物的萃取及濃度測
定；(三)燒製二氧化硫氣體並純化；(四)質
譜儀測定硫同位素組成。其中第一步驟採
樣時要注意不可被污染，第二步驟依照文
獻使用最新之擴散萃取法[5]，第三步驟則
使用台大地質系之氣體純化系統，第四步
驟將氣體樣本寄至美國伊利諾州地質調查
所及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學分析硫同位素組
成。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岩心深度 90m 以
上無機硫的含量較其下明顯偏高(圖一)，反
映了進入全新世以來的溫暖氣候，底層水
體處於還原的狀態，其同位素值義同時呈
現變輕的情形。根據宋國城等人(1997)沈積
環境的研究指出，在 40 到 60 公尺之間由
海相變為較還原的潟湖環境，可由無機硫
的含量大量增加看出，但其中雙硫化物之
硫同位素結果反而呈現變重的情形。100m
深度以下僅在-180 到-200m 附近有無機硫
含量大量增加的情形(圖一)，輔之以雙硫化
物之硫同位素(圖二)，尚可發現-190m 處有
一較輕的同位素值，說明了-170m 至-200m
間仍應有較老的海陸變遷的事件。

義竹岩心中有機硫含量普遍不高(圖

三)，而有機硫的同位素值在大部份的地質
時間中也並沒有大的變化，只有在-60m 及
-200m 處顯示了較輕的值(圖四)，此現象說
明了此時有較多由細菌還原而來的硫化氫
根離子與有機質結合，應為一海相之還原
環境，此推論與無機硫之分析結果不謀而
合。綜而言之，義竹岩心紀錄了全新世的
海侵，此海侵大約於-100m 開始，之後此
處在沙洲潟湖環境交替出現後陸化；-110m
至-170m 之間為陸相沈積，應為末次冰期
低海水位期之產物，其下可能尚有 2-3 次
海水進退循環，-190m 處為一較明顯的海
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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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義竹岩心之無機硫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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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義竹岩心之無機硫同位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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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義竹岩心之有機硫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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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義竹岩心之有機硫同位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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