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應用地質

構造地質學及地質災害實驗室（物理模型實驗、地質災

害、各式野外調查裝備）

地表地質作用與工程地質實驗室（山崩數值模擬與應

用、山崩警戒系統、台灣山區侵蝕作用)
盆地分析及石油地質實驗室（石油地質和盆地分析，高

層級(higher-order)地層層序分析，張裂盆地構造模型，
麓山帶構造地質，前陸盆地構造地層)
環境地質工程研究室（野外岩心鑽取機組、水流流速

儀、綜合水質分析儀、地下電阻探測儀、土壤採樣器、

地表入滲儀、地質及地下水探測設備、資料分系軟體、

系所網際網路規劃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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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研究生普遍兼任研究計畫助理領有津貼，

並得申請兼任助教，非在職之碩士班及博士班入學

考試成績優異者，擇優頒發獎學金；國際學生就讀

本系者，亦酌予獎助。

本系另設有已故李沛然老師之家屬所成立之

「李沛然教授紀念獎學金」，系友郭琳先生所成立

之「地球科學系郭琳先生獎學金」，以及系友張哲

源先生所成立之「地球科學系光男獎學金」。

招生日期及相關規定細節，請參閱本校當年度

招生簡章及本系公告。細節或辦法變更請洽詢本系

辦公室（06-2757575分機65400）。

 獎助學金

 招生訊息

相關訊息以當年度招生簡章公佈者為準

學士班－透過特殊選才、甄選入學和一般考試等方

式招收一班。目前甄選入學採計「學測」、「地球

科學筆試」和「審查」成績，一般考試入學採計

「國文、英文、數學、化學、物理」等指定科目考

試成績。每年並招收數名（正確人數依招生簡章公

告）轉學生。本校設有書卷獎獎勵成績優秀之學

生。

碩士班－可透過甄試和一般考試入學。甄試入學方

式包括「資料審查」及「面試」，一般考試入學含

「專業」及「相關科目」共三科之筆試。本系學士

班畢業生可依「一貫修讀碩士學位實施辦法」入學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必須具有現職在職兩年以上之證

明，透過一般考試入學，含面試及審查。

 就業方向

 發展重點及未來展望

本系發展重點及未來展望如下：

一、 配合社會經濟與民生需求，協助政府相關部門
單位進行山崩、土石流、地殼變形、全球定位

系統、地下水水位及水質、衛星資訊、區域地

質、能源地質和活斷層之調查、量測與災害防

治，以及人才培訓。

二、 積極配合教育部大學卓越計畫及國科會研究計
畫補助，新購置地球化學、礦物學及其他跨領

域研究重點儀器，發展基礎地球科學重點研究

項目。

三、 配合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
計畫，積極推動本校「地球動力系統研究中

心」之推展計劃。

四、 配合本校「衛星資訊研究中心」、「防災科技
研究中心」及「全球觀測與資料分析中心」之

人力及相關儀器設備，發展衛星資訊應用、災

害防救及衛星影像分析之新應用科技領域。

五、 積極推動與國際知名學術機構簽署研究或教
學合作協議，擴展國際學術交流及合作研

究。目前已和日本二十一世紀卓越中心計

畫(COE-21 program)－岡山大學地球物質科
學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tudy of the Earth’s 
Interior, Okayama University, Japan)、菲律
賓火山及地震研究所(Philippine Institute of 
Volcanology and Seismology)、日本愛媛大

2、地球化學
同位素地球化學實驗室（無塵室、高解析度感

應耦合電漿質譜儀、雷射剝蝕進樣系統、固態

熱游離質譜儀）
海洋地球化學實驗室（石墨爐原子吸收光譜

儀、氣相層析儀、液相層析儀、紫外－可見光

分光光度計、自動滴定儀、珊瑚培養水箱設

備）
無機地球化學實驗室（無塵室、感應耦合電漿

質譜儀、熱游離質譜儀）
環境地球化學實驗室（總碳氮分析儀、無塵操

作實驗系統）
穩定同位素質譜儀實驗室（同位素比值質譜

儀、燃燒式元素分析儀、熱轉換裂解元素分析

儀、氣象層析儀、等離子體發射光譜儀、分光

光度計、可見光分光光度計）
生物地質實驗室（離心機、植物生長箱、分光

光度計）

（二）地球物理
地震學研究室（地震儀、工作站）

觀測和計算地震學研究室（地震波形自動化微

震監測、高解析度三維速度模型反演）

地震預警實驗室（地震預警、地震活動度、地

電阻探勘）

遙測影像處理與地球環境監測實驗室（遙測影像

處理、分析、展示系統，水上、水下、空中無人載具

遙測平台、多光譜、高光譜、熱紅外遙測感測器，海

洋光學量測設備，福衛二號遙測影像自動處理系統 (F2 
AIPS)，全球環境監測與災損評估系統 (GEMDAS)）
大氣科學全球地球觀測和資料分析中心（GEODAC）
地殼-大氣-太空耦合研究室（全球地面GNSS觀測
資料、資料同化、即時太空天氣監測與預報系統）

太 空 天 氣 研 究 室（氣象觀測平台、全天照像儀

(Camera)、叢集電腦伺服器 (Server))

學地球動力研究中心(Geodynamics Research 
Center, Ehime Universi ty, Japan)、日本新
潟大學地質學系(D e p a r t m e n t o f G e o l o g y, 
Niigata University, Japan)、英國曼徹斯特大
學地球與大氣暨環境科學系(School of Earth, 
Atmospher ic ＆ Environmenta 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美國南達科塔
礦冶與技術學院South Dakota School of Mines 
and Technology, USA)及義大利帕多瓦大學土
地與農林環境學系(Depertment of Land and 
Agroforest Environments, University of Padova, 
Italy)簽定合作交流協定，建立密切之學術交流
及合作研究關係。

本系畢業生大多進入地質、工程、環保及教

育等相關公私立機構，以及電子、耐火、水泥、石

材、鋼鐵、化工…等，與材料相關科技產業公司服

務。目前於國內、外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等，

任職高階教育或研究人員者，也已達數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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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航水上遙測載具 自主式水下載具

自航定翼飛機 超視距遙控飛艇

水熱合成高壓釜拉曼系統

各種形狀的奈米礦物合成

熱游離質譜儀　 熱離子質譜儀

雷射玻璃系統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疊層石內部結構組織

博士班－入學考試以資料審查及面試方式進行，必

須備妥研究計畫書、碩士學位論文（應屆碩士畢業

生備妥論文初稿）、推薦信、歷年成績單及相關文

件資料。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及表現優異之學士班應

屆畢業生得申請逕升本系博士班。

崩塌引致地表動訊號

MS-700自動旋轉高光譜
輻亮度系統                        

野外測震儀

泥火山地電阻施測

地下斷層三維幾何形貌                       構造平衡剖面

地質災害觀測

斜碰撞麓山帶構造演化物理模型 盆地形成機制的顆粒流三

維模擬

山崩定位　 全天照像儀

即時太空天氣監測
與預報系統

全球地面GNSS觀測資料

GPS天線小型氣象觀測平台



本系創立於1968年，1990年成立碩士班，1996
年成立博士班，2003年成立碩士在職專班。數十年
來在師資、設備、教學水準與研究成果上皆有長足

的進步，目前在應用地球科學方面佔有國內領導地

位。

本系目前有專任教師16人，兼任（含合聘）教
師7人，學士班約146人，碩士班約55人，博士班研
究生約12人，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約20人。研究領
域包括：岩石地球化學、海洋化學、同位素地球化

學、礦物學、岩石學、古生物學、海洋學、水文地

質學、海洋物理、地球物理學、大地測量、衛星遙

測、構造地質學、礦物材料科技應用、環境及水文

科技應用、地質災害調查及防治、衛星資訊與大地

測量、地質及地理資訊應用…等，多元化及各面向

之地球科學實務課程。近年來更依據系所師資特色

及社會需求，原擬定「礦物科技」、「自然資源」

(包含「能源資源」和「水資源」)與「地球環境」
(包含「地球化學」和「地球物理」)三大領域為本
系重點發展方向。因應師資異動和社會需求變遷，

本系重點發展方向將調整為「岩礦地化」、「地球

物理」和「應用地質」三大領域。

本系在礦物科技人才、設備資源和研究成果

等方面，長期優於國內其他大學及研究機構的重點

領域。培育優秀學術研究及產業專業研發人才，是

本系擬強化發展之方向；本系未來將加強繼續推動

奈米礦物及其應用之研究，且在暨有基礎上持續推

動人工晶體培育研究，並將加強與產業界之合作研

發，將相關研究成果落實於實務應用上。本系同時

加強高壓礦物物理及化學之研究，以增進對地球內

部地質作用之了解，並整合現有分析儀器，推動應

用礦物科技實驗室之成立，以加強產學合作並將研

究成果落實於產業應用上。

本系近年來執行教育部「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

畫」及「成功大學－中山大學跨校海洋環境及工程

研究中心計畫」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設立了同

位素地球化學實驗室、類比式穩定同位素質譜儀、

氣相層析同位素儀質譜儀、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實驗

室、γ射線能譜分析儀實驗室和感應耦合電漿質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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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革與特色

儀等實驗室，在地球化學及環境變遷研究上有顯著

的進步，已成為國內儀器設備及人才最完善的地球

化學及礦物學教學研究重鎮之一。

本校為推動邁向一流大學計畫，於2006年設
立七大頂尖研究中心，其中「地球動力系統研究中

心」之組成即是以本系教師及資源為主。因此，在

地球環境研究領域中，以地球化學及地球物理優勢

資源，藉由已建立起來的重點儀器實驗室和前端技

術，進行全球環境變遷、地體動力學、水文地質、

地質災害、地表作用等地球環境重點領域之研究。

配合「地球動力系統中心」之資源，將可產出顯著

的加成研究動能。

和地球環境研究領域相關的地表地質作用以

及地質災害研究是本系涉入國家社會安全課題最重

要，也是國內最具優勢的研究領域。近年來，本系

和國內外相關學術單位以及國內相關公部門的合作

研究已有豐碩的成果，並已扮演引導政府相關單位

在該議題之決策的角色。本系未來下一階段在該領

域的研究將結合地球物理和空間資訊系統，擴大和

深化在自然災害監測領域的研究

本系近年來也大力發展地球物理研究的領域，

分別在地震學和運用人造衛星資訊從事地殼變形、

高空電離層以及大氣科學的研究，在臺灣本土及鄰

近國家合作計畫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其中地震預

警、地震的觀測和反演、以及地殼變動和太空大氣

耦合的研究領域也是未來本系下一階段發展的重點

之一。地球物理研究領域未來的研究將在國家「新

南向」政策扮演重要的角色。

自然資源調查、探勘與研究近年來也成為本

系的教學及研究重點，結合石油地質、構造地質、

盆地分析及模擬的研究，應用於天然資源探勘以及

地下碳封存之研究，再加上年來與中國石油公司探

採單位和本校資源工程系密切的合作研究，使本系

已發展成國內大學中具天然資源調查探勘能力之系

所。本系將持續加強與國內相關之單位的合作研

究，以強化石油探勘相關課程之講授，並深化國內

該領域重大議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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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 (108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本系畢業學分132學分，包括：語文課程8學

分、踏溯台南課程1學分、領域通識及融合通識課

程19學分、專業必修課程51學分、專業選修課程53

學分。

本系課程特別重視實習、實驗，因此，必修

科目大多涵蓋實習課程，部份選修科目亦包含實習

課程，從理論和實務兩方面同步培養學生之專業領

域。本系專業選修課程：岩礦地化、地球物理)、

應用地質三個專業領域，學生依興趣選修各領域相

關課程。

 課程規劃

本系師生相處融洽，同時特別重視學生研究及實驗分析能力之訓練。

上圖為學生進行野外地質調查基礎訓練及實驗室分析之情形。

碩士班－至少須修畢24學分及格，學位論文6學分

另計。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規定必須至少選修本系現行

五大專業領域中三個不同領域之課程，且必須選修

外系（所）課程至少6學分。除此之外，必須從事

研究，通過論文審查及口試方能取得學位。學位考

試前必須於專題討論課程或校外學術研討會中發表

至少2次專題學術報告或演講。

碩士在職專班－至少須修畢24學分及格，包括：基

礎地球科學及高等臺灣地質學等，必修課程5學分

和專業選修課程19學分；學位論文6學分另計。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習課程規定及畢業

要件與前述碩士班研究生相同，惟免除必須選修外

系（所）課程之學分規定。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以基

礎專業和職場工作及論文研究需求之課程為主。

博士班－至少須修畢18學分及格，學位論文12學分

另計。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無課程專業選修之規定，學

位考試前必須於專題討論課程或校外學術研討會發

表至少4次專題學術報告或演講。博士班研究生必

須達成連續2學期全職修習及至少完成2次專題學術

演講，方可參加學位侯選人資格考核。必須通過資

格考核，符合學術期刊論文發表規定，並通過論文

審查及口試始能取得學位。

註：本系研究生在學期間，每學期至少選修研究生專題討論2小
　　時（0學分）。

 學術研究

本系師生研究內容涵蓋岩礦地化、地球物理、

應用地質等，三大跨領域研究方向，依性質可分為

基礎地球科學與科技應用兩方面：

(1)基礎地球科學方面

地球物質及演化、全球環境變遷、地震學、地

球化學、海洋學、地質微生物學、大地構造、自然

災害、高空/大氣物理之分析與基礎研究。

(2)科技應用方面

礦物、寶石與材料物理特性分析及合成加工、

放射性同位素及穩定同位素在地球物質及海洋科學

上之應用、天然災害調查及防治、工程地質、自然

資源探勘、衛星資訊與大地測量、地理資訊系統應

用…等，多方面之地球物質、資源、海洋及環境科

學應用。近年來引進衛星資訊應用之人才及資源，

與本校防災研究中心及衛星資訊研究中心配合發展

相關之科技應用及技術研發。

 教學與研究環境

本系各間教室皆設有數位化視訊設備，各研究

領域則設有專業實驗室，部份實驗室更具有跨領域

研究功能：

（一）岩礦地化

1、礦物科技
微奈米礦物學實驗室（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X光及電子微束分析實驗室（掃描式電子顯微

鏡、粉末X光繞射儀等）
礦物及岩石物理實驗室（拉曼系統、立方式大

體積壓力機、鑽石高壓砧、MHZ超聲波量測系
統）
磨片室（切片機、鑽口機、磨片機、篩選機）

科技礦物綜合實驗室（晶體合成設備、熱重熱

差分析儀、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比表面積
分析儀）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粉末X-光繞射儀

立方式大壓力機                高壓岩石聲速測量系統

鑽石鉆 加熱台(~1500℃)

語文課程：8學分，包括：
1、基礎國文(4學分)依本校「通識課程選修要點」語文
課程「基礎國文」規定選修。境外生(不含陸生)得以
修習華語課程取代之。

2、外國語言(4學分)依本校「通識課程選修要點」語文
課程「外國語言」規定選修。境外生修習所屬國籍

之官方語言不得承認為通識學分。

領域通識及融合通識課程：19學分，包括：
1、領域通識課程(至少4學分，至多18學分)，領域通
識課程分為「人文學」、「社會科學」、「生命科

學與健康」及「科際整合」等四領域，至少修習三

領域；「自然與工程科學」領域通識課程則不予採

計。

2、融合通識課程(至少1學分，至多15學分)，「通識教
育生活實踐」相關認證標準依本校「通識教育生活

實踐」課程證要點規定。

專業必修課程：51學分
微積分(一)(二)、普通物理學(一)(二)、普通物理學實驗(
一)(二)、普通化學(一)(二)、普通化學實驗(一)(二)、地
球科學概論(一)(二)、地球科學概論實習(一)(二)、礦物
學、礦物學實習、地史學、地史學實習、岩石學、岩石

學實習、構造地質學、構造地質學實習、野外地質學、

野外地質訓練(一)(二)。

職稱 姓名 學歷 專長∕研究領域

專任

教授 游鎮烽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博士 海洋學、海洋地球化學、同位素地球化學、鈾―釷不平衡系定年法

林慶偉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博士 構造地質學、野外地質學、地質災害、海岸山脈地質構造研究

劉正千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　博士 衛星遙測、海洋系統模擬、海洋光學、地球格網-空間資訊整合平台之開發應用

江威德 美國密西根大學　博士 微奈米礦物學、黏土礦物學、岩石學、低度變質作用

饒瑞鈞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　博士 地震學、地體構造學、地球物理學、遙測學

吳銘志 美國密蘇里大學蘿菈分校　博士 環境地質工程、水文地質與地下水資源調查規劃、環境災害與生態工程

林建宏 國立中央大學　博士 電離層物理、太空物理、全球定位系統、太空電漿數值模擬、地殼變動與高層大氣耦合

楊懷仁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博士 岩石地球化學、無機地球化學、微量元素化學

楊耿明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博士 盆地架構、斷層相關褶皺理論和應用、石油地質學

陳燕華 國立清華大學　博士 奈米礦物製備、X光繞射、奈米檢測技術、科技礦物之應用

副教授 龔慧貞 澳洲國家大學　博士 高壓實驗、振動光譜超聲波及X光散射、岩石與礦物物理、地球材料性質研究
樂鍇．
祿璞崚岸

美國孟菲斯大學　博士 地震預警、地震減災

林冠瑋 國立臺灣大學　博士 地表侵蝕、工程地質、野外地質

李恩瑞 美國懷俄明　博士 地震學導論、地震學軟體應用及程式設計、地球物理反演導論

助理教授 梁碧清 美國康奈爾大學　博士 全球碳循環、環境化學、前沿技術在地球科學及環境分析中的應用

陳佳宏 京都大學博士 大氣科學、高層大氣物理、GPS電離層斷層掃描、數值模擬
兼任

教授 余樹楨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博士 礦物學、X光結晶學、結晶物理、陶瓷材料
紀文榮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碩士 超微體古生物學、石油地質學、盆地分析

吳榮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博士 古生物學、微體化石

副教授 蔡金郎 國立台灣大學　學士、
加拿大雅凱底亞大學研究

光性礦物學、變質岩石學、地球化學研究

宋偉國 國立台灣大學　博士 氣象學

袁彼得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　博士 沉積學、海洋地質學、板塊地質學、野外地質學

合聘

教授 趙　丰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博士 地球物理學、地震學、地球自轉、全球變遷、地球物理數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