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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分析臺灣南部珊瑚骨骼、考古遺址出土軟體動物殼體穩定碳
氧同位素記錄及台南七股地區牡蠣養殖場及周遭水體穩定氫氧同位
素記錄，以期瞭解臺灣南部全新世之古環境。本計畫共分析了178個
珊瑚骨骼碳氧同位素記錄及178個Sr/Ca比值紀錄、214個遺址貝類殼
體碳氧同位素記錄及141個水體氫氧同位素記錄。
碳14定年結果顯示珊瑚骨骼生長於9073 ± 78 BP 及8850 ± 60 BP之
間，其氧同位素數值介於-6.6‰至-3.8‰之間（VPDB；平均值-5.2 ±
0.7‰），Sr/Ca比值介於8.3至9.8之間（平均值9.1 ± 0.4）。氧同
位素紀錄呈現振幅較為規律的季節性振盪，氧同位素溫度介於
19.1至34.0°C之間。而Sr/Ca比值溫度介於14.7至37.6°C之間
，Sr/Ca比值溫度與氧同位素溫度範圍的不一致性或許與水體之氧同
位素數值的變化有關，將進一步評估。
遺址貝類殼體依序取自大坌坑文化（5000~4200 B.P.；平均氧同位
素數值 = -6.3 ± 1.7‰）、牛稠子文化（4200~3300 B.P. ；氧同位
素數值 = -6.5 ± 0.9‰）、大湖文化（3300~1800 B.P. ；氧同位素
數值 = -6.8 ± 1.2‰）三個文化相，整體而言，大坌坑文化、牛稠
子文化及大湖文化遺址牡蠣標本氧同位素平均數值皆小於現生牡蠣
標本氧同位素平均數值（-3.1 ± 1.2‰），顯示臺灣西南部自約
5000年前至1800年前溫暖/潮濕的古環境特性。牡蠣標本碳氧同位素
平均數值由大坌坑文化增加約3‰至牛稠子文化及大湖文化遺址，可
能指示出整體環境及植被的改變，尚待進一步研究。
台南七股地區牡蠣養殖場及周遭水體的鹽度大致介於6 psu至36
psu之間，臺南七股一帶曾文溪水體的鹽度大致介於0 psu至26
psu之間。兩個地區的鹽度變化均與6至8月的（強）降雨量有關，而
0至2公尺不同深度水體的鹽度、溫度及氧同位素數值則無顯著的不
同。所測量之養殖場水體氧同位素數值（介於-9.8‰與0.5‰之間）與
鹽度大致成現正相關性，因此季節性的雨量變化所導致的水體氧同
位素數值改變可以測量的到，應可被紀錄於雨水體達成平衡的生物
碳酸鹽類殼體之中。

中文關鍵詞： 碳氧同位素，全新世，珊瑚骨骼，軟體動物，元素成份分析

英 文 摘 要 ： We have analyzed 178 stable isotope and Sr/Ca records of
coral skeleton (9073 ± 78 BP ~8850 ± 60 BP), 214 stable
isotope records of archaeological mollusk shells, and 141
stable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 records of aquiculture
water samples to reconstruct the Holocene paleoenviroment
of southern Taiwan.
Oxygen isotope values of coral skeleton are between -6.6‰
and -3.8‰ and the Sr/Ca ratios are between 8.3 and 9.8.
Seasonal fluctuation are observed in both oxygen isotope
and Sr/Ca records. However, annual temperature are
estimated between 19.1°C and 34.0°C and between 14.7°C and
37.6°C using oxygen isotope records and Sr/Ca records,
respectively. Difference in temperature estimation between
these two methods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A total of 214 isotopic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on
archaeological oyster shells. In ascending order, average



oxygen isotope values are -6.3 ± 1.7‰, -6.5 ± 0.9‰, and -
6.8 ± 1.2‰ for Dabenkeng (5000~4200 B.P.), Niuchouzi
(4200~3300 B.P.), and Dahu (3300~1800 B.P.) cultures,
respectively. Mean oxygen isotope values of these three
cultures are less than that of modern oyster shells (-3.1 ±
1.2‰) indicating warmer/wet environment between 5000~1800
B.P. in southwestern Taiwan.
Salinity of aquiculture water samples are between 6 psu to
36 psu during October, 2017 and September, 2018. Oxygen
isotope values of water collected are between -9.8‰ and
0.5‰ and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alinity. Therefore,
seasonal salinity and oxygen isotope variations are
observed. These signals can be recorded in the mollusk
shells and will be further studied.

英文關鍵詞：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s, Holocene, coral skeleton,
mollusks, element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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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穩定同位素成分可以用來當作環境變化的示蹤劑，故長期以來被使用於古環境的重

建研究上（例如 Anderson and Arthur, 1983）。眾多研究中，軟體動物殼體、珊瑚骨骼之

穩定同位素數值及 Sr/Ca 比值是常見的研究材料（例如 Andreasson et al., 1999；Bemis et 

al., 1996；Beck et al., 1992；de Villiers et al.. 1994）。在達到穩定同位素化學平衡的條件

下，碳酸鈣質材料的氧同位素數值一般而言可反映其形成時之溫度及水體氧同位素數值

（Epsteinet al., 1953；Hays and Grossman, 1991；Gregory, 1991）。 

臺灣南部有許多史前人類考古遺址的發現，台南科學園區即為期中之一（臧振華與

李匡悌，2013）。但根據臧振華與李匡悌（2013），台南科學園區的人類活動紀錄可追溯

自約 5000 年前至今，但遺址研究顯示史前人類並非一直定居於台南科學園區，而是有

遷出、遷入的現象。未了解台灣西南部的古氣候是否對史前人類的活動有所影響，本計

畫分析珊瑚骨骼和軟體動物殼體碳氧同位素記錄及進行現代環境參數的調查，嘗試建立

全新世臺灣南部的古環境紀錄。全新世的板塊構造運動所造成之（古）地理位置與現今

地理位置的變化不大，生物（化石）種類與現生種幾乎一致，相關背景資訊的不確定性

較小，有利於地球環境變遷的研究。 

本研究分析全新世珊瑚骨骼及考古遺址貝類殼體之碳、氧同位素成分重建臺灣西南

部古環境。珊瑚骨骼的同位素紀錄記錄，配合 Sr/Ca 比值數據，可以使我們對當時的近

岸海水環境有進一步的了解。貝類殼體碳、氧同位素成分分析有助於定量的了解臺灣南

部研究標本所代表的年代之整體古氣候狀況及季節性特徵。為瞭解現代臺灣西南部的水

文環境狀態及其於貝類殼體之碳、氧同位素成分的影響，我們也長期調查了台南七股地

區一處牡蠣養殖場的水體溫度、鹽度及穩定同位素成分，以期對臺灣南部全新世的古氣

候邊界條件的限制性有所幫助。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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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標本 

1. 將挑選之珊瑚樣本以岩石鋸片機沿最大生長軸方向切下。 

2. 標本浸泡於 5%次氯酸鈉溶液中至少 24hr，以去除有機物質。 

3. 將標本以蒸餾水沖洗並放入超音波震盪器內進行震盪。 

4. 清洗過之標本自然風乾後，以手持式小鋸片取微樣本進行X光繞射分析分析（國

立自然科學博物館），以確定標本礦物組成。 

5. 將珊瑚標本進行 X-光照相，以確認其生長紋與最大生長軸位置及方向，以利連

續取樣。 

6. 以 micro drill 系統，沿標本之最大生長軸以等間距方式進行連續取樣。其所得

之碳酸鈣粉末，一半置於同位素分析之反應瓶中，放入 Gilson 自動分析儀，於

90℃與 100％的磷酸(H3PO4)反應，其所產生之 CO2 以 Micromass IsoPrime IRMS

進行穩定碳氧同位素分析。 

7. 將另一半碳酸鈣粉末標本以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Optical Emission Spectrometer; ICP-OES）分析 Sr 及 Ca 元素含量。 

軟體動物標本 

1. 以切片機將牡蠣殼體喙部切下，以清水洗淨後風乾。 

2. 以樹脂包裹牡蠣殼體喙部，固定後沿韌帶部位縱切成兩半。於其中一半鑽取碳

酸鈣粉末進行碳氧同位素分析。 

水樣標本 

水樣每月採集後，送請臺北市立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李孟陽助理教授負責

之 Picarro 光腔衰盪光譜儀實驗室分析 (Picarro Caving Ring-Down Spectroscopy, 

CRDS)水樣標本之氫、氧同位素成分。 

定年分析 

將需進行定年分析標本取樣後送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加速器質譜儀實驗室進行

C-14 定年分析。 

 

結果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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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標本 

本期計畫分析阿公店附近鑽取到長約 2 公尺，U-Th 定年約介於 9000-7900 年前的

微孔珊瑚珊瑚礁標本（圖一）。根據 X 光攝影相片上觀察到的生長方向（圖二），挑選

10 個 C14 定年點及沿其生長方向完成 178 個碳氧同位素及 Sr/Ca 比值分析。 

 

 

圖一、阿公店附近鑽取到的微孔珊瑚珊瑚礁，長約 2 公尺（U-Th 定年約介於

9000-7900 年前）。 

 

 

圖二、阿公店附近鑽取到的微孔珊瑚珊瑚礁部分之 X 光攝影影像。 

 

碳定年結果顯示所鑽取微孔珊瑚骨骼粉末進行分析的年代介於 9073 ± 78 BP 及

8850 ± 60 BP 之間（圖三），18O 數值介於-6.6‰至-3.8‰之間（VPDB；平均值-5.2 ± 

0.7‰），13C 數值介於-3.7‰至 1.0‰之間（平均值-1.4 ± 0.6‰），Sr/Ca 比值介於 8.3 至

9.8 之間（平均值 9.1 ± 0.4）。 

氧同位素紀錄呈現振幅較為規律的季節性振盪，採用 Shen et al.（1996）的氧同位

素溫度方程式，臺灣西南部海水的氧同位素數值以 0.2‰計算（未發表數據），微孔珊瑚

骨骼的氧同位素溫度介於 19.1 至 34.0°C 之間。而若採用 Morimoto et al.（2007）的微孔

珊瑚骨骼 Sr/Ca 比值溫度方程式計算，本研究之 Sr/Ca 比值溫度介於 14.7 至 37.6°C 之間，

Sr/Ca 比值溫度與氧同位素溫度範圍的不一致性或許與水體之氧同位素數值的變化有

關，將進一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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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阿公店附近鑽取到的微孔珊瑚珊瑚礁骨骼沿生長方向之氧、碳同位素數值、

Sr/Ca 比值及碳 14 定年（紅色箭號及數值）結果。 

 

 

軟體動物標本 

由老至新，台南科學園區出土遺址貝類標本年代涵蓋六個考古文化相，依序為大坌

坑文化（5000~4200 B.P.）、牛稠子文化（4200~3300 B.P.）、大湖文化（3300~1800 B.P.）、

蔦松文化（1800~500 B.P.）、西拉雅文化（500~300 B.P.）、明清漢人文化（300 B.P. ~）（圖

四；臧振華與李匡悌，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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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台南科學園區遺址文化層序及海水面變化（取自臧振華與李匡悌，2013）。 

 

本期計畫分析大坌坑文化（9 個標本）、牛稠子文化（10 個標本）及大湖文化遺址

（10 個標本）貝類共 29 個標本。我們由牡蠣殼體韌帶部切片檢視其生長方向（圖五），

並沿著其生長方向為取樣進行穩定同位素成分分析。 

 

 

 

圖五、遺址牡蠣殼體韌帶部切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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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坌坑文化 7 個牡蠣標本共 82 個碳氧同位素分析，13C 數值介於-5.5‰至-1.0‰之

間，18O 數值介於-8.2‰至-0.7‰之間（圖六），13C 及18O 平均數值分別為-3.7 ± 0.9‰

及-6.3 ± 1.7‰。牛稠子文化 10 個牡蠣標本共 34 個碳氧同位素分析，13C 數值介於-3.9‰

至 1.1‰之間，18O 數值介於-7.9‰至-4.2‰之間，13C 及18O 平均數值分別為-0.8 ± 1.2‰

及-6.5 ± 0.9‰。大湖文化遺址 10 個牡蠣標本共 98 個碳氧同位素分析，13C 數值介於

-2.8‰至 2.5‰之間，18O 數值介於-10.7‰至-1.7‰之間，13C 及18O 平均數值分別為-0.4 

± 0.6‰及-6.8 ± 1.2‰。有些單一殼體氧同位素數值呈現季節性的振盪。 

整體而言，大坌坑文化（Dabenkeng）、牛稠子文化（Niuchouzi）及大湖文化（Dahu）

遺址牡蠣標本氧同位素平均數值皆小於現生牡蠣標本氧同位素平均數值（-3.1 ± 1.2‰；

陳昱琪，2016；圖七），顯示臺灣西南部自約 5000 年前至 1800 年前溫暖/潮濕的古環境

特性。牡蠣標本碳氧同位素平均數值由大坌坑文化增加約 3‰至牛稠子文化及大湖文化

遺址，可能指示出整體環境及植被的改變，尚待進一步研究。  

 

圖六、大坌坑文化、牛稠子文化及大湖文化遺址牡蠣標本碳氧同位素數值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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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大坌坑文化、牛稠子文化及大湖文化遺址牡蠣標本平均碳氧同位素數值隨時

間變化圖。現生牡蠣數據取自陳昱琪（2016）。 

 

臺南七股一帶養殖場水樣及牡蠣等現生軟體動物殼體標本 

本計畫自 2017 年 10 月至 2018 年 9 月至臺南七股一帶養殖場進行水樣採集工作，

採集點分配於七股大排內 3 處（別為表水、1m 深、約 2m 深底部水），七股大排旁魚塭

1 處（表水）及曾文溪下游 1 處（別為表水、1m 深、2m 深）（圖八）。期間遇有強降水

事件，增加採樣次數。 

 

 

 

圖八、臺南七股一帶養殖場及曾文溪下游水樣採集點（圖針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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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採集 141 個水標本，完成 141 個所採集之水樣的氫、氧同位素分析，水體之

穩定同位素數值均相對於 VSMOW 呈現。養殖場 1（F1）18O 最小値-9.8‰，最大値 0.3‰，

平均-0.9‰，D 最小値-74.0‰，最大値 3.5‰，平均-5.5‰（圖九）。養殖場 2（F）的18O

介於-9.8 至 0.5‰之間（平均值-0.7‰），D 介於-74.0 至 5.6‰之間（平均值-3.9‰；圖

十）。養殖場 3（F3）的18O 介於-9.8 至 0.5‰之間（平均值-0.8‰），D 介於-74.0 至 5.7‰

之間（平均值-4.5‰；圖十一）。曾文溪下游處水體18O 數值介於-11.4‰至-0.3 ‰ （平

均值-3.0‰）之間， D 介於-82.0 至-1.20‰之間（平均值-20.2‰；圖十二）。 

 

 
圖九、2017 年 10月至 2018年 9 月臺南七股一帶養殖場 1（F1）水體氧同位素數值、

溫度、鹽度及雨量變化圖（雨量資料取自中央氣象局）。F1_0、F1_1及 F1_2分別代

表表層水、水面下 1公尺及水面下 2公尺的水樣標本。 

 

 

 
圖十、2017 年 10月至 2018年 9 月臺南七股一帶養殖場 1（F1）水體氧同位素數值、

溫度、鹽度及雨量變化圖（雨量資料取自中央氣象局）。F2_0、F2_1及 F2_2分別代

表表層水、水面下 1公尺及水面下 2公尺的水樣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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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2017年 10月至 2018年 9月臺南七股一帶養殖場 1（F1）水體氧同位素數

值、溫度、鹽度及雨量變化圖（雨量資料取自中央氣象局）。 

 

 
圖十二、2017年 10月至 2018年 9月臺南七股一帶曾文溪水體氧同位素數值、溫

度、鹽度及雨量變化圖（雨量資料取自中央氣象局）。TWH_0、TWH_1及 TWH_2

分別代表表層水、水面下 1公尺及水面下 2公尺的水樣標本。 

 

整體而言，採樣期間臺南七股一帶養殖場水體的鹽度大致介於 6 psu 至 36 psu 之

間，臺南七股一帶曾文溪水體的鹽度大致介於 0 psu 至 26 psu 之間。兩個地區的鹽度變

化均與 6 至 8 月的（強）降雨量有關，而 0 至 2 公尺不同深度水體的鹽度、溫度及氧同

位素數值則無顯著的不同。所測量之水體氧同位素數值與鹽度大致成現正相關性，因此

季節性的雨量變化所導致的水體氧同位素數值改變可以測量的到，應可被紀錄於雨水體

達成平衡的生物碳酸鹽類殼體之中。本計畫於採集水樣時也自養殖場採集現生牡蠣及其

他軟體動物（如螺類）標本，後續將進行相關分析工作，以瞭解軟體動物殼體化學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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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水體氧同位素及溫度、鹽度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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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學會(AOGS) 2018 年年會報

告 

米泓生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一、 參加會議經過： 

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學會年會(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Annual Meeting)為亞洲及大洋洲地區每年舉辦一次的重要地球科學年會，

本次年會正式議程自民國 107 年 6 月 3 日至 107 年 6 月 8 日在美國夏威夷

舉行，本次會議包含大氣科學、生物地球科學、水文科學、跨領域地球科

學、海洋科學、行星科學、太陽與地球科學、固體地球科學等主題，共 420

個時段的議程。根據大會統計，此次共有來自 51 個國家約 3300 多人參與

研討會，出席人員主要來自亞洲及大洋洲（80%）、美洲（10%）、歐洲（10%）。

本次共有 3594 個報告，其中有 2316 個口頭報告，1278 個海報展示。會議

期間，大會亦有及一些廠商、書商的展覽。由於研究興趣的因素，本人主

要針對 6 月 4 日及 7 日兩天的議程紀錄筆記。 

 

二、 與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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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 

08:45  

Wu and Chan 為了瞭解 NanKai 隱沒代的壓力狀態，他們根據

IODP314、338 及 348 航次的鑽探資料估計不同深度的壓力狀態。C0002A

及 C0002F 鑽孔的大部分情況是穩定的，但 C0002P 孔的底部有時有黏滯情

形，他們提供了 NanKai 海槽鑽孔穩定模式模擬及 3D geomechanical 方式去

估算 NanKai 隱沒代的壓力條件。 

09:00  

Hsu, Y.J.以準動力模式模擬旗山斷層，根據 2003 年前後大地測量及地

震資料模擬的結果，報告者可以探討控制滑移的主要物理因素與壓力的關

係。 

09:20  

Yeh 等人他們報導了台灣東北部清水地熱區所鑽取岩芯中附近露頭方

解石脈的穩定同位素分析及岩芯壓力狀態分析結果。結果顯示，東北走向

的方解石脈的液體來源主要為天水，而西北走向的方解石脈液體來源則為

岩漿水或變質作用產生之液體，因此西北走向的破裂帶與沖繩海槽之張裂

作用同時引入較深層液體有關，而東北走向的方解石脈則與造山運動及天

水有關。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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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u and Chan 他們使用 afterslip 模式模擬透過 Sumatran GPS Array 及

東南亞的潮汐數據，評估 Sunda megathrust 壓力演變及沿著 Sumatran 隱沒

帶的火山活動的時空分析模式模擬。其模擬結果可解釋地震活動與壓力改

變的時空分佈，提供了本區域地震與火山災害的評估資料。 

10:00  

Kita and Ferrand 他們根據日本東北 Tohoku 及 Hokkaido 下的兩種不同

類型 slab 中等深度的地震資料分析檢視地震群 b-value，他們認為其數據支

持 Dehydration-Drivex Stress Transfer 模式。 

6 月 4 日下午則聆聽了兩場 Axford lecture 演講 

David Karl 

基本上介紹了 Station ALOHA 的現況，該跨領域研究站於 1988 年 10

月成立，目的在了解 North Pacific Subtropical Gyre 生物群落與能量、物質

轉換及碳循環的關係。ALOHA 研究站目前有三個研究領域，分別為 Hawaii 

Ocean Time-Series (1988 至今)、Center for Microbial Oceanography : Research 

and Education (2006-2016) 、以及 Simons Collaboration on Ocean Processes 

and Ecology (2014 至今)。這三個領域的研究成果對海洋微生物作用及海洋

生地化的了解有極重要的貢獻，近 30 年的研究成果使得科學界對「舊」海

洋有新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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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Lin Chung 

為我國中研院鍾孫霖院士的演講，根據 Tibet, Caucasus,Iran,及 Anatolia

岩石地球化學的數據，他們認為東 Tethyan 造山帶並非僅有過去傳統上認為

的碰撞系統，除了 Tethyan 隱沒作用，也有增積造山作用，該造山作用自侏

儸紀至始新世，甚至漸新世時期產生了許多年輕地殼，現今台灣東部(北呂

宋島孤)及南亞，伴隨著澳洲大陸的北移也具有相似的地體構造。 

 

6 月 7 日 

08:50  

Yin等人他們分析中國大陸中部Lianhua洞的洞穴石灰岩的氧同位素成

份，記錄顯示小冰期時的氧同位素數值較大而中世紀氣候異常時期的氧同

位素數值較小，根據現代氣候條件，他們推論可能是因為小冰期時夏季季

風減弱，導製降水減少而造成，反之中世紀氣候異常時期則夏季季風增強。 

09:10  

Uemura 等人他們分析日本沖繩 Minami 島的洞穴石灰岩的氧同位素及

液態包裹體(fluid inclusion)的氫、氧同位素成分推論研究地區的古水文氣候

條件。 

09:30  

Hao 等人依據歷史記錄，他們以 probit model 以及 Markov chai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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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插法建立中國東部過去千年內水文氣候的時空記錄。依據他們的模式，

可以分為 9 個區域及極端氣候，他們亦觀察到 2-4 年、25-35 年、70-80 年、

100-120 年及 241-250 年的變化週期。雖然這些氣候變化週期有些尚無法由

觀測記錄證實，但本研究結果亦可導引未來古氣候記錄研究的方向。 

09:50  

Yan 等人以模式模擬方式探討澳洲季風於末次冰盛期強化的原因。他

們認為基本上受控於兩個因素，一是受到 Indochina-western Indonesia 和較

暖東北澳洲之間的西北-東南熱對比加強現象，二是因為較暖西太平洋和較

冷東印度洋海表溫度梯度增強的影響。而南半球冬季水氣的減少則與末次

冰盛期冰層擴大、水氣減少有關。 

11:00  

Pang 等人基本上他們認為 Deuterium excess (d=D-18O)可用在區分水

的鹽化作用，量化天水重循環水氣的量等研究。 

11:15  

Song 展示中國生態系研究網路(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

的成果。該研究網路包括了 China precipitation isotope network、major rivers 

isotope network 及 Key river basin water cycle research 三個面向，透過水體

同位素成分分析未來有助了解中國區域性水圈循環與環境之關係。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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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 等人他們根據美國 Wyoming 流域盆地之高山與濕地系統的水

同位素分析結果，指出盆地內之水圈及生態系統間之對水氫、氧同位素分

異作用的影響與過去認為的不一樣。由其是該地區溼地植物根部所吸收之

水來源主要為高山融雪而非直接取自地下水，可見當地雪水與地下水並非

完全的混合。 

11:45  

Lin 等人本成果主要由 Picarro 廠商針對他們以 cavity ring-down 

spectroscopy (CRDS)分析水體氫氧同位素的成果報告。由於有些水體本身

含有有機質成份，故使用該廠商儀器的同位素成分分析結果會使得誤差偏

大，因此他們發展出加裝有機質過濾器的裝置，結果顯示，即使人工添加

5%乙醇到水標本，透過有機過濾器後所分析的數據，有效的降低了分析時

的誤差，該方法對甲醇也有改善的效果，在加上後續數據運算處理演算方

式的改變，他們預期該儀器未來可以應用在直接分析植物水及土壤水的同

位素成分。 

12:00  

Qu 基本上他們利用水體的同位素記錄了解天水、地表水間的分布，以

了解其研究區域水圈與生地化作用間的交互作用。 

13:30  

Tan L.根據中國甘肅東部 Wuya 洞的洞穴石灰岩的氧同位素記錄，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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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季風自 6200 年前開始減弱，與北半球日照量的減弱趨勢一致，而於約

4594、4476、4200、3994 及 3677 年前左右出現 5 次乾燥區間，這些乾燥

期的環境變化或許與早期人類文化的演變有關。 

13:50  

Burrows 等人以 X-ray fluorescence (XRF-ITRAX)分析採自澳洲東北

Bromfield maar 的岩芯，提供了近 37,000 年以來的環境記錄。他們指出約

13,600 年前沉積物中的有機質成份增加，或許反映出澳洲東北環境由冰期

晚期開始進入全新世的變化。 

14:10  

H.-C. Li 台大地質系李紅春教授報告其所主持之 C14 定年實驗室如何

利用核爆 C14 訊號於 C14 定年的實例，使用此方法，C14 定年誤差可控制

在數年之內。 

14:30  

Zhou 等人他們認為若可找到靠近石灰岩洞口的洞穴石灰岩，其13C、

Mg/Ca 比值及 Al/Ca 比值可以當作(冬季)空氣流通的代用指標。他們以中國

四川東北的 Shizi 洞的標本為例，報告了他們的發現。 

14:50  

Ma 和 Wang 他們以 U-Th 定年法探討沖繩海槽深海冷泉碳酸鈣(cold 

seep carbonate)的沈澱速率，D2-5 標本由外至內側的形成年代介於 28.8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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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千年前之間，為一連續性沉澱的結果。 

15:10  

Gong 等人他們調查菲律賓呂宋西北海岸珊瑚巨礫的大小及分佈的情

形。結果顯示直徑大於 3 公尺的珊瑚巨礫分別形成於 1782、1904、1946、

1957、1978 及 2003 年。由於當地無發生海嘯的歷史記錄，所以作者推論

應是強烈颱風造成之結果。 

16:00  

Kawakubo 等人他們分析位在黑潮支流邊緣，琉球北方微孔珊瑚之

Sr/Ca 比值重建該地之古海水溫度，基本上可發現 1670 至 1700 年與太陽黑

子活動一致的較冷的時期記錄除了黑潮支流對該地的影響，他們也認為尚

有較大尺度的海氣因素也對該地十年時間尺度的海溫有影響。 

16:20  

Li and Chen 他們報導了 2011 年至 2016 年間對中國西南，重慶市附近

Yang Kou 洞環境與洞穴石灰岩監測的結果。他們觀測了天水、土壤水及洞

穴內滴水的氫氧同位素及 Ma/Ca 比值。結果顯示水的D-18O 與西太平洋

副熱帶高壓(Western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的強弱所導致之雨量大小有

關，而 Ma/Ca 比值於雨量小時較大而雨量大時數值較小，此成果可運用於

該地對未來洞穴石灰岩於古環境的應用。 

16:40 Mii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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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人之報告 

17:05  

Zheng 等人他們分析長江於東海出海口附近沉積物的化學及物理特性

(粒徑分析)，探討沉積物來源及分佈的型式。 

17:15  

Hirabayashi 等人他們報導南海呂宋島及琉球 Kikai 島現生及化石珊瑚

高解析度碳十四定年及 U-Th 定年的結果來探討北半球西太平洋的碳儲存

庫年代(reservoir age)現象。結果顯示，兩地近 6000 年來的儲存庫年代可高

達約 400 年，5500 年前至 4000 年前的儲存庫年代突然減少，此一變化或

許與秘魯-智利湧升流及東亞季風的變化有關。 

 

三、建議︰ 

或許因為舉辦地點的因素，此次會議參與的人數（規模）較以往為大，

有來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參加，更是展示了現今世界潮流的研究成果於

一堂，台灣學者參與此次 AOGS 會議的人員不在少數，許多會議的內容可

供未來相關研究的參考。 

四、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1.大會 Programs：刊登本次會議所有議程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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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1. 本人以此會議正式出版物（摘要）及報告時使用中華民國國號均無遭遇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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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發表之論文摘要 

Paleoenvironment of Southwestern Taiwan Inferred From Stable Oxygen And Carbon Isotope 

Records Of Archaeological Crassostrea Oyster Shells 

 

Horng-Sheng Miia*, Manh Linh Nguyen a, and Kuang-Ti Lib 

a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o. 88, Section 4, Ting-chou Road, Taipei 11677, 

Taiwan
 

b Institute of History &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Keywords: Stable isotope, archaeological oyster shells, Southwestern Taiwan Paleoclimate 

 

Abstract 

To infer the paleoenvironment of southwestern Taiwan since middle Holocene, we analyzed stable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 records of archaeological Crassostrea gigas oyster shells collected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Tainan branch of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A total of 6 oyster shells from Dabenkeng culture (~5000-4200 

B.P.) and 5 oyster shells from Han Chinese Culture (~300 B.P.) were studied. 

Oxygen isotope values of the ligamental area of the Dabenkeng culture archaeological oyster shells are 

between -8.2‰ and -1.9‰ (-6.4 ± 1.5‰, average ± 1N = 80) and carbon isotope values are between -5.5‰ 

and -1.4‰ (-3.8 ± 0.8‰). The oxygen isotope records of Han Chinese Culture archaeological oyster shells are 

from -5.6‰ to -1.2‰ (-3.5 ± 1.3‰, N = 65) and carbon isotope values are from -2.2‰ to 0.6‰ (-0.9 ± 0.7‰). 

Average oxygen isotope value of Dabenkeng culture oyster shells are 2.9‰ and 3.1‰ less than that of Han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oyster shells (-3.1 ± 1.2‰), respectively. Lower average oxygen isotope value of 

Dabenkeng culture oyster shells may indicate overall warmer and/or more extensive precipitation in ~5000-4200 

B.P. Average carbon isotope values oyster shells increased 2.9‰ from Dabenkeng culture to Han Chinese 

Culture, then decreased 1‰ to modern. Variation in average carbon isotope values may indicate change in 

vegetation among ~5000-4200 B.P., ~300 B.P., and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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