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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成大地科系學士班 7 7級林殿順，目前任教於國

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學術專長是沈積學、石油地

質與海洋地質。在此想與各位分享我在成大地科系大

學部以及後來的台大地質碩士班、牛津大學博士班以

及在台灣中油公司服務，最後到中大地科系任教的過

程中，所體驗到的求學方法及人生態度。希望我的分

享能鼓勵年輕的學弟妹們，或是對未來職場發展方向

有所啟發。

我出生於台中清水鄉下農村，從小就喜歡大自然，

大學聯考順利考上成大地科系。讀大一時，很多班上

同學想轉系，我卻立志要學地質，但是不知道要走哪

一個方向。透過系上的課程，我在大三時，因為修了

袁彼得老師的沈積學，從此立志要當沈積學家，向老

師們看齊，成為大學教授。這個夢想一直在心裡，但

同時，我又想要「從政」，想做「管理眾人的事」。

為了試試看我是不是從政的料，我參選學生活動中心

的理學院總幹事選舉，最後也當選。經過社團與總幹

事的磨練，我發覺我個性不宜「從政」，還是乖乖當

個小老百姓。



在大學時期，我透過學校提供的課程以及社團活動，

找到自己的興趣、確認自己的人格特質、培養學術專

長。同時我也與人為善，建立好的師長與同學間的人

際關係。為了增進我在沈積學方面的了解以及增加我

野外地質的能力，在大四時我選擇「論文研究」課程，

請袁彼得老師指導關廟層（六雙層）的古沈積環境研

究。最後還用打字機、以英文寫出學士論文。袁老師

鼓勵我在地質年會發表，口頭發表時，剛好台大地質

系鄧屬予老師在場，對我有些印象。

大學畢業後，因成大地科沒設研究所，也慕名台大

地質鄧屬予教授的盛名，於是報考台大地質碩士班。

錄取後請求鄧老師指導碩論，鄧老師問我要做什麼研

究，我天真的回答想做台灣海峽南部海洋地質研究。

最後因鄧老師實驗室是做陸上地質研究，沒做海域地

質。因我只較熟悉台灣西南部麓山帶的地層，於是跟

鄧老師建議做西南部古亭坑層與同時代地層的古環境

研究。就這樣，我花了三年的時間，由台南曾文溪往

南至高雄大樹，共做了 1 0個地層剖面，每個剖面的地

層厚約 3公里，最後完成「台灣西南部麓山帶上新 -更新

統之沉積岩相與沉積環境演化」碩士論文。在碩班期

間，因為鄧老師都不直接給答案，而用引導方式，讓

我自行解決問題，這讓我學會了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第 7 7級
1 9 8 7年 岩石學北橫野外

感謝 林殿順學長提供



在台大地質碩士訓練期間，讓我更加確信沈積地質

是我未來發展方向，而且成為教授與科學家的夢想一

直都沒改變。碩士畢業後，順利進入中油公司服務。

我在 1 2月 1 6日中油公司報到（那天剛好是我生日），

過沒幾天就在 1 2月 2 5日結婚。我到中油工作，一方面

是存錢準備留學，二方面是希望中油能送我出國讀博

士。後來中油送員工出國讀博士的措施取消，但我依

然想出國唸書，於是去考教育部碩士後留歐的公費留

學考試，僥倖被錄取。

當時已有中油穩定的工作，又已結婚且有二個小孩，

但是心裡渴望成為鑽研「沈積地質」的科學家熱情仍

然在我心裡燃燒。我的夢想與執著也獲得老婆與爸媽

的支持。最後，老婆辭掉工作，在 1 9 9 6年與我帶著二

個小孩，遠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媽很不

捨二位孫子離開，她說我們出國她還哭了好幾個月。

博士論文做什麼題目？在中油工作期間，我學到石

油地質、震測剖面與井下資料、重力與磁力資料等綜

合的盆地分析與解釋能力。想到未來若順利拿到博士

學位，希望我的博論研究能引起台灣地質界的興趣或

共鳴，於是我向中油公司申請地下地質資料進行博論

研究。想不到，得到長官的厚愛與批准，得以用中油

的反射震測與鑽井資料進行「台灣新生代地層與盆地

演化」的研究。有了研究資料、教育部的獎學金以及

家人的支持，我花了四年多的時間，完成了博士論文、

取得了博士學位。



完成學位後，感謝中油的接納，我又回到台灣中油

公司服務。中油的石油探勘工作與環境都很好，但我內

心深處還是渴望去大學教書。回國後，在 2 0 0 1年參加

了「東亞地體構造」國際研討會，會議主持人是國立中

央大學地科院院長蔡義本教授。他聽了我的口頭報告後，

要許樹坤老師邀請我申請中大地科系。當時受邀申請中

大教職真是受寵若驚，最後順利於 2 0 0 2年來到中大地

科系服務。離開中油時，剛好碰到中油考慮要民營化，

有一波「優惠資遣」員工措施，於是我就申請被「資

遣」。依據我的年資，中油給了我大約 1 0 0萬資遣費，

這個費用剛好讓我還清在英國留學時向台灣朋友借的留

學費用。

來到中大服務，我給自己的期許是培養「沈積地質」

領域的人才以及建立此領域的研究設備。在教學方面我

上「沈積地質」必修課，以及野外地質、台灣地質、盆

地分析、層序地層等選修課。配合系上其他地質領域老

師的課程，期盼讓中大畢業生的地質專業，能與其他

「地球物理探勘」以及「地震」等專業匹配。到今年

( 2 0 1 9 )已訓培養 2 7位碩士 6位博士 (含共導 )，學生們畢

業後也在很多專業領域貢獻所學。在設立「沈積地質」

相關研究設備方面，因為有地科系給空間以及科技部能

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的設備經費支持，得以在 2 0 1 0年成

立「沈積物分析室」，到目前已有多樣基本分析沉積物

（岩）的儀器設備。





在研究部分，我研究盆地演化與海洋地質。在盆地

分析部分，利用露頭沈積岩相、反射震測剖面、井下地

質資料等，重建盆地與沉積演化史，研究盆地如何形成

與盆地如何被沉積物填滿。海洋地質部分，利用海洋沉

積物岩心、海底地形、高解析震測剖面與變頻聲納剖面，

研究海洋地質作用與古海洋。自 2 0 0 4年起也參加一系

列的大型的整合研究計畫，如引起 1 9 9 9年 9 2 1大地震的

車籠埔斷層鑽探、台灣西南外海天然氣水合物探勘、台

灣東北外海沖繩海槽海床礦產資源探勘等，也成為二氧

化碳地質封存整合型計畫主持人。目前積極研究台灣海

域數萬年來的極端事件（如大地震、海底山崩）的發生

地點、時間與頻率。另一方面，也極力探討台灣造山運

動與前陸盆地演化史。

最後如果有人問我要如何完成夢想，我想以我的經歷，

應該是有以下的步驟：

找到適合自己特質的夢想：在大學的課程與課外活動中，

認清自己的人格特質與興趣，尋找自己的夢想，努力做

夢。雖然可能你的夢想聽起來如此遙不可及，比如說我

大學時立志要當大學教授，對大一微積分與普物被當的

人，實在難以想像。



預備自己學術專長與訓練人格特質：有了夢想要有實力

去實踐。這實力不外乎是學術專長或是人格特質。如果

你選擇的學術專長不是地科，在大學中有很多其他專長

領域等著我們去磨練。我在地質專業的努力以及建立良

好人際關係，就是為未來的夢想預備自己。

如遇困難，堅持下去：追求夢想的過程總會遇到挫折，

或是舒適圈的誘惑。我在進到中油服務以及結婚生子，

都很容易讓我放棄夢想，但感謝主，我仍然堅持初衷，

沒有放棄。

創造機會：機會是給預備好的人，但機會也是要去尋找

的。我為了找教職，在拿到博士學位後，雖然在中油服

務，也參加很多會議，目的是要讓人認識我、推銷自己。

結果被蔡義本教授提拔，進入中大服務。

最後

祝福各位學弟妹，勇敢追求夢想，永不放棄!

林殿順全家福照
攝於 2 0 0 1年牛津大學
畢業典禮後



目錄： 人物專訪-陳家駿學長
撰文:109級黃健哲

引言

7 7級的陳家駿學長現在是自行開業的地質技師，曾經是

礦冶所的狀元、地質學會全國聯合會的理事長，現在是

臺中市應用地質學會的監事，是個經驗豐富的地質人，

在將近 3 0年的工作生涯中他經歷幾次工作走向的轉換，

是什麼樣的原因促使這些變化 ?  當年在學時，他又是如

何準備自己未來的人生 ?  何種契機讓他踏入地質這一塊

領域 ?

來地科系的原因

「我不想跟著同學一起看翻譯本，所以就跑出去玩，

結果玩到三二被退學」他說，當年學長原本就讀中原大

學機械系，但是對於身旁的同學們為了考試而看著翻譯

粗糙的中文譯本的行為感到不能接受，所以後來因為三

分之二的學分不及格而被退學，爾後發憤考取轉學考至

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有趣的是最初其實他原本想考取

航空工程系 (今航太系 )，但是該年恰巧沒有航空系的名

額，而在偶然間在簡章中看到了地科系剛好有開 4個缺額，

經過瞭解後覺得地科系很有趣，最後就決定報名地科系

了！



求學階段

在學長求學的階段，當年一進入地球科學系的時候，

學長就目標堅定、立志要往工程地質的領域邁進，因此

就修習了工程力學、土壤力學等等課程，在訪談中學長

也強調「閱讀原文書的重要」，當年他都是靠著閱讀原

文課本來學習，這樣一方面在專業知識上可以學得更為

扎實，另一方面可以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學長也提到

在之前建設高鐵前的地質調查當中由於後端工程方都是

外國的公司，因此要求地質報告必需是英文，亦或者是

以前摩門教要在臺灣各處建立教堂時，要求英文的地質

調查報告，從這些例子當中都可以體會到英文的重要。

考研究所軼事

當年成大地球科學所尚未成立，所以想要繼續升學

的學長姐都會去考取成大礦冶與材料科學研究所，而會

報考礦冶所的人通常是地科系、材料系以及資源系的畢

業生，在學長考試那年以前，礦冶所的入學考試都是將

這三個系所報考的人分組並針對各自的專業內容分別考

試，然而到了他考試的那一年，老師們認為這樣入學的

難度稍嫌偏低，所以不再分組考試，也因此讓學長們有

了選考科的機會；有趣的是當時考科之一的「熱力學」

有一半是楊宏儀老師出題，老師認為他的出題難度對於

地科系同學來說應該比較很容易，然而殊不知學長與他

的同學們大多都沒有考這一個考科 (地科系當年只有一人

選考該科 )，在考後的某天、學長自己一人在 3 0 3 1教室



(大三教室 )讀書時，楊老師就滿臉憂愁地走進去並向學

長說改完考卷後，發現熱力學這一科最高分只有 1 0來分，

老師覺得非常不解，後來才發現班上大部分的同學並未

考取這一科，因此楊老師後來請學長與他的同學們多寫

一次熱力學的考卷，學長回憶起當時大家都競競業業地

準備、閒暇時間都在討論熱力學，這些都是學長樂道的

事情之一。

一個諸葛亮不會輸給三個臭皮匠：地質人的重要

有些人常說：「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然

而在工程地質當中並非這麼一回事，相較於其他工程相

關系所，學長表示地科系在對於地質構造的判別與解釋

都較為成熟，所以在礦場評估、規劃與開採上都會有比

較好的結果，因為若地質模型建立錯誤，將會誤判礦體

儲藏量、位置等等資訊，進而導致開採不如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