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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岩學在臺灣的研究與應用
Applications of Coal Petrology Studi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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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煤岩學的研究社群，自介紹煤素質的性質開始，展開了距今約有半個世紀歷史的煤
岩學研究與應用的工作，其中包括：(1)對臺灣西北部中新世三個主要的含煤層之煤素質含
量、鏡煤素反射率值的量測作出了大量工作；(2)研究了臺灣煤層中的主要組成材料及變質作
用的程度，結果顯示：臺灣煤的變質情況具有相當程度的局部差異，其變質程度常受地質熱
作用或構造事件的影響。鏡煤素反射率作為常用的研究方法或手段的應用上，主要包括有：
(1)臺灣西部地區井下剖面之生油岩成熟度的評估；(2)地下逆斷層的位置與不整合的判斷；(3)
臺灣西部地區的鏡煤素反射率等值曲線圖以判定油窗的區域範圍；(4)變質岩相的變質度；(5)
雪山山脈泥質岩的變質作用；(6)作為金礦地區探礦之靈敏方法；(7)推估 921 地震斷層剪力
帶中，摩擦熱的溫度等的應用工作；(8)作為辨認混合煤的技術。另投入參與有關探討鏡煤素
反射率受抑制的問題、再沉積材料的地質問題與熱解分析和分離煤素質群等的探討工作，以
及對個別煤素質熱解分析時其個別產油或產氣的觀察研究。未盡理想之處，例如：煤岩學中
許多的英文名稱及其它的專有名詞，尚未有統一的中文譯名，以及尚未對臺灣煤的亞煤素質
群作出全面性的檢測鑑定與分類，重大地質事件未能即時的參與研究。
關鍵詞：煤岩學、煤素質、鏡煤素反射率。

Abstract
Studies of coal petrology in Taiwan started from maceral analysis ever since almost a half
century ago. Various studies include: (1) maceral composition and vitrinite reflectance
measurements from three major coal-bearing formations, (2) organic material and thermal
maturities in Taiwan were examined and applied. Local variations in coal maturity were found due
to thermal or tectonic events. Vitrinite reflectance is the most applicable tool in study methods, it
can be applied in: (1) evaluating maturities of source rocks in a stratigraphic profile, (2) positioning
thrust vitrinite reflectance is the most applicable tool in study methods, it can be applied in faults
and/or unconformities, (3) establishing the contour of iso-rank lines so as to locate the oil-window
areas, (4) studying metamorphic grades, (5) evaluating metamorphism of pelitic rocks in Shuishan
Mtn Range, (6) detecting hydrothermal ore veins such as gold, (7) estimating heat generated in
tectonic activities such as TCDP, and (8) identifying the provenance or source of coal mixtur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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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 other notice worthy studies include suppression of vitrinite reflectance, Rock-Eval
pyrolysis of reworked depositional material, density centrifuge separation for purified maceral
analysis, as well as hydrocarbon potential generated from various maceral mixtures, etc. However,
some of the terminologies translated are still inconsistent among scholars, detailed submaceral
studies and active involvement of special geologic events are not satisfying at present.
Key words: coal petrography, maceral, vitrinite reflectance.

一、前

言

煤岩學（coal petrography）是一門將煤視為如岩石般地進行其物理、化學性質研究及應用的
學科，此學科的發展已近百年的歷史。眾所皆知，岩石是礦物（mineral）的集合體，而從煤岩學
的角度來看，煤是由煤素質（maceral）所組成的。Stopes (1935) 最先採用「maceral」這個字，除
為了與組成岩石的礦物有類比的意思之外，另一方面是因煤的材料來源－植物－大多數是在沼澤
地區受浸泡軟化後再經過成煤的地質作用而形成煤的，因此「maceral」實際上是具有礦物類比及
植物受浸漬作用的複合之意。同時 Stopes (1935) 藉由肉眼觀察來分類出煤的 4 種類型：鏡煤
（vitrain）、亮煤（clarain）、暗煤（durain）和絲煤（fusain），並由顯微鏡下的形態觀察而定義出
煤素質的種類。煤岩學中將煤的組成分為 3 個主要的煤素質群（maceral group）
，其分別為：鏡煤
素（vitrinite）
、膜煤素（exinite or laptinite）和惰煤素（inertinite）
。煤素質群下有各自組成的煤素
質，而有些各別的煤素質還可再分類成亞煤素質（submaceral），例如孫立中（2000）：鏡煤素質
群的煤素質有：(1)胞鏡煤素/結構鏡煤素（telinite）
、(2)膠鏡煤素/無結構鏡煤素（collinite）
、(3)碎
屑狀鏡煤素（vitrodetrinite）
，其中無結構鏡煤素的亞煤素質又可分為：1.均質鏡煤素（telocollinite）
、
2.膠質鏡煤素（gelcollinite）
、3.基質鏡煤素（desmocollinite）
、4.團塊狀鏡煤素（corpocollinite）
。
由於煤素質的分類定義是建立在顯微鏡下的形態學（morphology）的辨識上（Stach et al.,
1982）
，此分類的方法或技能將與鑑識者的觀察經驗有著密切的關係。臺灣過去煤岩學的研究主要
是著重於石油探勘及探礦的應用，以及熱變質之變質度和構造問題，較少投入在成煤盆地或煤層
的研究上，以下就臺灣煤岩學研究與應用之情況作一概況性的探討。

二、臺灣煤岩學的研究
臺灣煤的主要分布區域是在其西北部地區，可從基隆、新竹、苗栗到南投之間，最南可達阿
里山（何春蓀，1994）
；其形成的沉積環境可能是由較多的小河三角洲，在快速沉降海岸的情況下，
共同聚積而成臺灣的中新世含煤層（丁大川，1987）
。過去對臺灣煤的研究皆著重於煤田地質調查，
且關注於煤田之煤質與產量的經濟價值評估，這些數量龐多的調查報告大多出版於早期的臺灣省
地質調查所（現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彙刊之中；例如：何春蓀等（1964）研究的「臺灣
北部沿海區之地質及煤礦資源」
、何春蓀（1983）
：
「臺灣基隆沿海區至桃園縣煤田煤地質及構造」等
即著重於該地區之地層、構造或煤層產狀及開採評價，並皆未對其調查區域做出煤岩學上的分析。
以臺灣煤為研究對象，並用「煤岩學」為標題而發表於學術刊物的文章，以 Ho (1971) 所發
表的「臺灣中新世之煤岩學初步研究」可能是臺灣第一篇正式的材料（在此之前鄭漢全（1967）
將 coal petrography 譯為「煤炭組織學」）
，其採集了 24 個臺灣西北部中新世三個含煤層的煤樣品
（由下至上分別為：木山層 6 個 、石底層 11 個、南莊層 7 個）
，分析了三大煤素質群體積百分比
的組成，其平均結果如下（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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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臺灣中新世含煤層三大煤素質群之平均體積百分比（%）。
鏡煤素

膜煤素

惰煤素

礦物

合計

南莊層

88.43

6.40

0.60

4.57

100.00

石底層

86.15

4.66

0.24

8.95

100.00

木山層

89.90

4.08

0.34

5.68

100.00

平

87.75

5.03

0.37

6.85

100.00

均

資料來源：原始數據摘取自 Ho (1971)。

由表 1 可知 Ho (1971) 得出臺灣中新世含煤層中煤素質的平均含量：鏡煤素 87.75%、膜煤素
5.03%、惰煤素 0.37%和礦物含量 6.85%左右，因此 Ho (1971) 判斷此三個含煤層的成煤盆地之水
的含氧不高，故可保存較大量的鏡煤素；此結果亦表明過去的成煤環境應屬於還原性較強的情形，
而 Ho (1971) 卻未對所採集的煤樣進行鏡煤素反射率（vitrinite reflectance: Ro%）的量測，其原因
不得而知，可能當時經濟部尚未引進鏡煤素反射率的測定技術。
又 Ho (1971) 之文引用 1963 年國際煤岩學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Coal Petrology：
ICCP,1963：）所作出的煤素質分類表，雖並未公布對其所研究的煤素質含量及再鑑識更詳細亞煤
素質的含量，僅針對三大煤素質群的分析含量，其可能的原因是 1963 年國際煤岩學委員會所作出
的煤素質分類表中未對亞煤素質提出分類方案；但該文的圖版中確實獲得了煤素質的形態：如惰
煤素群中的菌煤素（sclerotinite）
、半絲煤素（semifusinite）
、硬煤素或微粒煤素（micrinite）
，鏡煤
素群中的胞鏡煤素或結構鏡煤素（telinite）
，膜煤素群中的脂煤素（resinite）及角煤素（cutinite）
等，由此亦說明 Ho (1971) 對臺灣煤岩學的研究，在開創性的工作上已取得相當程度的貢獻。
另外，Ho (1971) 在發表前實際上已在 1969 年國家科學委員會年報（57 學年度：自 1968 年
7 月至 1969 年 6 月）中以相同的篇名及節要的方式刊出，而 Ho (1971) 所刊出的節要係在這個年
報的節要上加了一小段的補充，而 Ho (1971) 發表此文是獲得當時臺灣地質調查所（現稱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允許同意的；因此臺灣煤岩學的研究開啟應可能還可以再往前推幾年，若當時
的地質調查所不同意該文發表，則臺灣煤岩學研究的學術成果或許要向後延遲了。
邱義豐和洪明在（1984）針對臺灣幾處認為適合作為冶金用途之煤研究其特性，且依 ICCP
(1963) 的分類而得出較為完整的臺灣煤之煤素質含量分析結果，同時得出鏡煤素反射率之量值
（表 2）
，此文以中文撰寫，並對煤素質之名詞給予相對應的中文名稱。
表 2、臺灣主要冶金煤之煤素質含量百分比（%）。
煤素質群/礦物

煤素質

（南莊煤礦）

（復興煤礦）

94

96

97

鏡煤素
膜煤素

孢煤素
角煤素
脂煤素

1.0
0.3
0.3

惰煤素

絲煤素
半絲煤素
硬煤素

－
1.0
1.0

礦

物
合 計
鏡煤素反射率（Rmo%）

石底層

木山層
（鴻運煤礦）

(1.6)

tr.
－
tr.

(2.0)

－
0.3
0.2

3.4
101.0
0.869

資料來源：數據摘取自邱義豐、洪明在 (1984）。

( 11 )

(0.0)

－
－
－

(0.0)

(0.5)

－
Tr.
－

(0.0)

3.5
100.0
1.275

3.0
100.0
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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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邱義豐和洪明在（1984）所得出之鏡煤素反射率值，石底層（復興、南莊煤礦）
皆高於木山層（鴻運煤礦）
，依 Ho (1971) 臺灣中新世煤層的地層對比來看，復興、南莊煤礦之煤
樣除非曾遭遇過特別的煤變質事件或該煤層所在的地溫梯度異常，否則石底層的復興、南莊煤礦
之煤樣的鏡煤素反射率值不應高於木山層的鴻運煤礦之煤樣。又 Ho (1971) 文中亦量得與同處於
頂雙溪煤田、南莊煤田的煤素質含量，但與邱義豐和洪明在（1984）有所不同，由表 3 可知僅木
山層的鏡煤素含量較為一致外，其餘含量均有所差異，而 Ho (1971) 所取的這兩個煤樣皆位於本
煤層（main coal bed：即 C 層），邱義豐和洪明在（1984）未標示其所採之層位。
表 3、相同煤田之煤素質群的含量比較。
煤素質群/礦物

木

山

層

石

底

層

（鴻運煤礦）

（頂雙溪煤田）

（南莊煤礦）

（南莊煤田）

鏡煤素

94.0

93.8

96.0

91.3

膜煤素

1.6

3.4

0.0

1.4

惰煤素

2.0

0.5

0.5

tr.

礦

物

3.4

2.3

3.5

7.3

合

計

101.0

100.0

100.0

100.0

邱義豐、洪明在
（1984）

Ho (1971)

邱義豐、洪明在
（1984）

Ho (1971)

蔡龍珆（1988）曾利用臺灣北部（基隆－臺北）含煤層探討鏡煤素共生次序的問題，並於討
論中提及兩個屬於惰煤素質群之煤素質的英文名詞：sclerotinite（菌煤素）及 fusinite（絲煤素），
但未公布其含量。Tan (1965) 於探討「臺灣煤之變質作用」中引述 van Krevelen (1961) 的觀點時
曾提及鏡煤素及鏡煤化（vitrinization）一詞，以及引用 Schopf (1948) 對絲煤化（fusinization）在
泥碳階段的情況，但該文亦未對其所研究之煤樣的煤素質含量作出分析。
吳萬全（1990）為因應臺煤礦工轉業，使得進口煤增加，遂利用煤素質含量、鏡煤素平均反
射率值及工業分析等參數，以區分臺煤與進口煤之差異（即煤源判別），故其中取 47 個臺灣煤樣
（由下至上分別為：木山層 3 個、石底層 36 個、南莊層 8 個）作岩相分析（即煤素質分析）
，其
結果如表 4 所示。
表 4、臺灣煤之煤素質含量及鏡煤素反射率分析之平均值（%）（吳萬全，1990）。
鏡煤素
※

膜煤素
※

惰煤素

礦物質

合計

鏡煤素反射率（Ro%）

99.99
99.67
(99.28)
99.99

0.49
※
0.55
◎
(0.52)
0.54

木山層

82.13
※
82.21
(83.03)
70.66

5.73
※
6.14
(6.02)
※
3.90

2.30
※
1.31
(1.35)
2.00

9.83
10.01
(8.88)
23.43

平

78.33

5.26

1.87

14.42

南莊層
石底層

均

※ 摘取自（吳萬全，1990）之原始數據計算平均值，並修正其計算值。
◎ 括弧內之數值係未加南莊煤礦（石底層）2 個本層的量值之平均值。

( 12 )

0.54
(0.52)

孫立中等：煤岩學在臺灣的研究與應用
由表 4 及表 1 可知：吳萬全（1990）與 Ho (1971) 對臺灣中新世三大含煤層的煤素質群的分
析結果是有些差異的（表 5）
，又吳萬全（1990）與 Ho (1971) 所採的礦場煤樣幾乎都是不同的位
置，因此這種差異的結果亦說明臺灣中新世三大含煤層之煤素質的含量受局部堆積環境的影響較
大，特別是石底層的某些煤田區域可能還受到異常的變質因素，例如 Suggate (1967) 就認為在同
一煤層的煤級，可因不同厚重的覆蓋而影響煤級的升高。
表 5、臺灣中新世含煤層三大煤素質群平均含量之量測比較（%）。
鏡煤素

膜煤素

惰煤素

礦物

樣品數量

Ho (1971)

87.75

5.03

0.37

6.85

24

吳萬全（1990）

78.33

5.26

1.87

14.42

47

較高者

Ho (1971)

吳萬全（1990）

吳萬全（1990）此文就煤岩學的煤素質分析而言，仍依 ICCP (1963) 的分類標準統計了煤素
質群的含量、鏡煤素平均反射率值，公布如 Ho (1971) 所作之煤素質的圖版，且對各種煤素質的
形態與形成有較詳細的描述，盧東郎（1981）則對各種煤素質有更早的敘述。值得一提的是吳萬
全（1990）的圖版之中出現了 1 張煤光片在透射光下的情況，孫立中（2000）則進一步的將透射
光與反射光的圖版對照在顯微鏡的同一視野下。
亞煤素質的含量鑑識在臺灣可能最先出現於研究「新竹苗栗地區南莊層煤層之煤岩學及油氣
之生成研究」中獲得的（Tsai and Sun; 1993）
；此文所鑑識之亞煤素質含量亦僅有在鏡煤素質群之
煤素質（無結構鏡煤素）下的其中 1 種－基質鏡煤素，而此研究結果則是建立在孫立中（1992）
的研究基礎上。
孫立中（2000）曾整理了有關煤岩學中煤素質分類名詞的中文比較，原因是臺灣在煤岩學分
類名詞的中文部分不夠充足與統一，例如：鄭漢全（1967）以日本的文獻資料介紹煤素質的種類
特徵時，文中的所有煤素質分類名詞皆以英文表示（煤素質的種類是依據 ICCP (1957) 的方案）；
又Ho (1971) 在中文摘要裏，將三大煤素質群以英文名詞的方式直接敘述；又如蔡龍珆（1988）
亦於中文著作中直接採惰煤素質群之煤素質的英文名詞敘述。孫立中（2000）則藉助國內及中國
大陸已發表的中文分類名詞與英文名詞以 Stach et al. (1982) 為準相對應，並作出調整以取得使用
及溝通上的便利性。但仍有難以統一的情況發生；例如：莫慧偵和黃武良（2006）探討模擬煤素
質在熱裂解過程之視覺觀察中，將三大煤素質群之中文名詞皆採用中國大陸地區之名詞，特別是
Exinite －殼質組（作者註：此「殼」之讀音為ㄎㄜˊ，而語音為（ㄑㄧㄠˋ如「竅」之音，以便與
「核」音區分），雖然「殼」之意筆者認為較能表達 Exinite 的表象特徵，然而過去臺灣早已用
「膜煤素」一詞來表示 Exinite，如前所敘的邱義豐和洪明在（1984）、吳萬全（1990）、孫立中
（1992、2000）等皆是如此使用。又如 vitrinite reflectance 之名詞，過去盧東郎（1978；1981）
已使用「鏡煤素反射率」，而後如邱義豐和洪明在（1984）、蔡龍珆（1988）等皆用此名詞，而
譚立平等（1990）、Tan et al. (1994) 之摘要、劉清華（1995）、郭政隆（1997）則用「鏡煤素反
光率」；其間及後者如林楳嶺和郭怡君（1996）、孫立中（1992、2000）、沈俊卿等（2004）、
沈俊卿（2005；2006）等仍採用「鏡煤素反射率」一詞，特別是在中油公司的學術刊物中亦多採
用此名詞；另外，孫立中等（2001、2006、2007）因受中國大陸地區對此名詞有使用上的限制，
僅能以「鏡質體反射率」著文。相同的英文名詞卻有不同的中文名稱，足見煤岩學之中文名詞的
統一性問題，仍存在於臺灣及兩岸的研究社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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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煤岩學的應用
在煤岩學中應用最廣泛的就是鏡煤素反射率了。自 Berek (1931)首先利用顯微光 度計
（micro-photometer）對煤的光學性質做了量測之後，鏡煤素反射率即被逐漸的應用起來。這種量
測的方式是將煤塊切下或磨碎經製作成標準的煤餅（依美國測試標準 ASTM），經拋光程序使煤
餅形成如鏡面般的光亮後，放置於反射光顯微鏡下；再於顯微鏡的視野中依形態辨識出鏡煤素後，
量測其拋光面反射回來的強度百分比（Ting, 1978；孫立中，2000）
。
另外，選擇鏡煤素做為反射率量測的主要對象，這是因為煤中的煤素質以鏡煤素占的比例最
多，且鏡煤素在顯微鏡下大多呈現均質性、煤粒較大（Davis,1978；Ting,1978）
，同時鏡煤素反射
率受熱緩慢線性變質的範圍較寬；這些因素使得鏡煤素反射率在量測上取得了極佳的便利性與在
應用上亦獲得良好的適應性。
Tan (1965) 認為臺灣煤的變質作用之研究除了有利於煤礦及石油探勘之外，對於臺灣的地質
構造、地層、岩石及其它的地質問題的解決亦有相當程度的幫助。以下簡略的探討煤岩學在臺灣
應用的部分情形，可分為：地質學、石油潛能評估與探礦方面上及鏡煤素反射率在應用上的問題
等項作分別討論。
（一）在地質學上的應用
在臺灣煤地質的問題上，最為可惜的是未能充分地利用鏡煤素反射率探來討臺灣
煤的變質作用。Tan (1965) 可能是最早關注於臺灣煤的變質作用，其利用 Suggate’s 變
質曲線之方法，得出臺灣中新世之煤為每 500 公尺增加一個變質單位，同時認為臺灣
煤級升高的主要因素是因造山運動引起區域變質及斷層兩種作用所造成煤的變質作
用。Suggate (1967) 隨即針對 Tan (1965) 的觀點提出看法，其認為每一煤層之煤級其系
統的變化可因深埋深度的不同而產生，在此情況下煤級的升高則與其它因素的關係較
小；同時認為煤層位於高的地溫梯度處時，將比地質時代更能影響煤的變質作用。
Tan et al. (1994) 曾利用鏡煤素反射率（該文之中文摘要採用「鏡煤素反光率」）探
討臺灣變質岩的變質度情況，並給予各變質相與鏡煤素反射率（Ro%）測值的對應範
圍，結果顯示：沸石相岩（Ro% 2.0~4.0）
、綠色片岩相（Ro% 4.1~5.0）
、角閃石片岩相
（Ro% 5.1~9.5）
、粒變岩相（Ro% 9.6~15）
；此文所採的岩樣在處理的過程中用 ZnCl2
比重分離浮選鏡煤素，並給予清洗烘乾後量測，清洗後之鏡煤素反射率的測值可能會
有升高的趨勢（孫立中，2000；孫立中等，2001）
。因此 Tan et al. (1994) 研究變質岩相
所對應的鏡煤素反射率之測值範圍可能會有偏高的情形。
林楳嶺和郭怡君（1996）曾沿臺灣北部橫貫公路採集 32 個變質泥質岩的岩樣，量
測其受變質作用之鏡煤素反射率的分布情況，以研究臺灣北部雪山山脈的變質作用；
其認為該地區的變質泥質岩在構造形變之前，就已達到最大的變質溫度。筆者認為以
鏡煤素反射率的特性而言，溫度對鏡煤素反射率的升高效應是要比壓力來得靈敏許
多，因此由林楳嶺和郭怡君（1996）之研究可知其結果應存在著：地溫的梯度與由東
南向西北傳遞的熱地質事件要大於構造應力形變對該區域的泥質岩所引起的變質作
用，這個研究結果似乎是為了回應臺灣北部因構造運動引起盆地深埋變動的熱變質作
用之問題，其手段即是利用鏡煤素反射率的特性來處理此問題。
( 14 )

孫立中等：煤岩學在臺灣的研究與應用
1999 年臺灣發生規模 7.3 的
5

(2007) 利用鑽井（BH1A）的岩

4

芯樣品，分析了約在深 330m 處

3

的斷層剪力帶中鏡煤素反射率受

Ro%

921 集集大地震，Sakaguchi et al.,

原始樣

2
1

摩擦熱升高的情況（5~15mm 厚

0
0

的範圍），推估了地震發生時岩
層 的 摩 擦 溫 度 （ 530~670 ℃ ；
Ro%1.4~1.8）
。這與孫立中（2011）
利用褐煤熱模擬的結果有較大的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模擬溫度 (℃)

圖 1、中國褐煤熱模擬變質過程中鏡煤素反射率
的變化情形（孫立中，2011）。

差異（圖 1），褐煤在熱模擬溫
度達到 350℃時（加温速率為 1℃/min，升至設定模擬温度後，恒温 48 小時），鏡煤素
反射率已達 1.37%，550℃時為 3.57%。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地震斷層產生的摩擦熱
係瞬間發生，且持續的時間相當短，熱的擴散範圍極窄，因此鏡煤素反射率未能有充
分的時間反映有機物質受熱的全面性，故量得的鏡煤素反射率會有較低值的現象。
（二）在石油潛能評估與探礦的應用
臺灣在石油探勘任務中，主要的生油岩評估工作皆落在台灣中油公司（苗栗探採
研究所）
。盧東郎（1978）之文可能是最早以「應用鏡煤素反射率」來作為生油岩成熟
度評估的論文標題，此文除藉由鏡煤素反射率量值在中油王功一號井的剖面上取得了
生油岩的油窗範圍之地下深度外（約在 3,000~3,500 公尺的深度）
；同時在鏡煤素反射
率量值的垂直剖面上出現位移的現象，此與該區地下地質之不整合的位置相吻合。盧
東郎（1978）之文雖然主要是針對井下岩層生油岩成熟度的評估，但對已由鏡煤素反
射率得知不整合之訊息位置，而未近一步對此不整合之侵蝕量作出評估（Dow, 1977），
作者以為甚是可惜，因為此不整合正好橫跨著油窗的範圍之中。然而不利用 Dow (1977)
的方法作侵蝕量的估算，事實上可能亦有其考量，例如：Lin, et al. (1992) 在研究「嘉
南平原先中新統之油氣潛能」時，井下的鏡煤素反射率剖面亦反映出不整合的情況，
其認為若利用 Dow (1977) 方法去評估侵蝕量容易產生爭論，如：重新掩埋的深度、沉
積的速率、熱成熟的歷史等等問題，因此不去觸及侵蝕量的估算。
盧東郎（1981）再以相同的論文標題探討臺灣陸上（4 個）、海域（3 個）及海外
（1 個）等 8 個井的生油岩成熟度的評估，但此文僅列出 7 個井的結果；而在海域的
X-1 井的垂直剖面上，鏡煤素反射率量值的垂直分布，亦同時反映了地下逆斷層的深度
位置。另外，苗栗探採研究所（前稱探採研究中心）發展鏡煤素反射率的量測設備是
在 1978-1980 年間建立的，因此盧東郎（1978）文中鏡煤素反射率的數據係委送工研院
礦業研究所（現稱綠環所）量測的；而盧東郎（1981）之鏡煤素反射率的數據即由探
採所自行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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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俊卿等（1994）曾於井下和露頭採集臺灣 3 個煤系地層中的碳質頁岩進行分析，
並利用鏡煤素反射測值的結果，認為碳質頁岩在未成熟階段即有油氣生成，且由岩心
的觀察顯示此類碳質頁岩的裂隙可作為油氣儲存層的良好通路；即呼籲對臺灣煤系地
層之碳質頁岩（煤頁岩）的重視（Shen, et al., 1996）
。
郭政隆（1997）總結了近 20 年來（1978-1997 年間）台灣中油公司過去在對臺灣
西部油氣探勘的工作任務中，所獲得鏡煤素反射率量測數據的應用成果；此研究表明
臺灣西部地區的有機成熟度已可獲得更為完整分布的鏡煤素反射率量值之等值曲線
圖，進而可判斷那些區塊的生油岩已進入油窗階段。在臺灣對於鏡煤素反射率應用於
有機熱成熟度或生油岩的評估上及地質問題上，主要集中發表於「臺灣石油地質」
、
「探
採研究彙報」等學術刊物之中（如 Shen, et al., 1994；Shen, et al., 1996；Shen, et al.,
2003）
，亦在臺灣歷年的學術研討會中提出（如沈俊卿等，2004；沈俊卿，2005、2006）。
譚立平等（1990）曾利用鏡煤素反射率（該文採用反光率）作為臺灣金瓜石地區
探金的靈敏方法，測得原本該地區的 3 個中新世地層（由年輕至老分別為：南莊、石
底、木山）的鏡煤素反射率 Ro%分別為：0.5、0.6、0.7；而在岩漿接觸 10 公尺範圍內
變質的鏡煤素反射率可達 5.7%，而經熱水作用變質的範圍內（4km×4km）鏡煤素反射
率可達 7.0%，因此認為鏡煤素反射率可作為判斷金瓜石金礦體的靈敏手段。又劉清華
（1995）針對金瓜石第三長仁金礦床探討受熱水作用其自然焦中鏡煤素反射率（該文
使用「反光率」敘述）的變化情形，結果顯示：此區的最大成礦溫度為 330~350℃，鏡
煤素反射率在 1.0~2.5%之間最適合黃金的沉積環境，溫度約在 280~310℃；再次礦化
作用的地區由鏡煤素反射率 10~12%推測其受熱的最大溫度約在 700~720℃。
（三）作為辨識混合煤的技術
台灣電力公司過去為因應臺煤是否摻混了由其它國家進口的煤，將不同來源的燃
煤利用鏡煤素反射率的開發技術，建立了煤質分析的資料庫，以作為日後辨識煤源之
用（林恆德等，1994）
。此技術的開發任務係由台電試驗所油煤課所承擔，由此可見台
電公司已將煤岩學的應用放入在該公司技術開發的行列之中。林恆德等（1994）分析
了臺灣、印尼、澳洲、南非、美國等地的煤源結果如下：
表 6、不同煤源之岩相分析結果（林恆德等，1994）。
煤素質體積百分比（%）

鏡煤素平均反射率

鏡煤素

膜煤素

惰煤素

Ro%

臺 灣

82-95

3-15

0.9-2.7

0.47-0.74

印 尼

92-95

1.5-3.5

3.8-5.2

0.46-0.62

澳 洲

45-78

3.2-4.7

18-51

0.87-0.94

南 非

29-57

1.8-4.0

39-68

0.87-0.94

美 國

70-75

10-12

14-17

0.67-0.75

煤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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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可知：臺煤之煤素質中的惰煤素是上列所有煤源中最低的，且在測值上與
其他國家沒有重疊的範圍，故可作為辨識的一種重要的指標；其次在鏡煤素平均反射
率的測值部分臺煤與印尼煤、美國煤最為不易辨識，而澳洲與南非煤極易區別，容易
區別的原因是在於由鏡煤素平均反射率所量測的頻率次數中，可見到此類摻混的雙峰
特徵或分布範圍較大的情況（林恆德等，1994）
。
（四）鏡煤素反射率在應用上的問題
煤受長時間深埋或接觸性的溫度影響而產生變質作用，其鏡煤素反射率亦隨溫度
升高而增加，且具有不可逆性，即記錄了煤受熱後的最大變質作用，這種煤素質受熱
的特性為討論與研究有機質的成熟度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性。然而鏡煤素反射率亦出現
受抑制的現象，即未能確實地反映有機質受熱的程度。
一般而言產生此現象的可能原因是認為有機質中含氫較高的材料所引起的，例如
像藻煤素（alginite）的含量影響了基質鏡煤素反射率的測值（Hutton and Cook,1980）
，
又例如劉德漢等（1996）認為因基質鏡煤素中有微小的膜煤素材料（含氫高）
，才使得
基質鏡煤素比均質鏡煤素的反射率值要低。孫立中（2000）則利用臺灣的裕峰煤樣以
分離煤素質的實驗方法，進一步認為在量測反射率的標準過程中，位於量測鏡煤素下
方的膜煤素含量扮演著吸收反射光的重要因素；即膜煤素含量愈高，則在量測面的鏡
煤素下方愈容易存在膜煤素，使得鏡煤素上的反射光因膜煤素的接近而愈容易被吸
收，因而形成受抑制的現象。
除此上述有關臺灣煤岩學應用的情形之外，另有沈俊卿（2005）比較錦水構造附
近井下地層與露頭的鏡煤素反率值的差異現象（即鏡煤素反射率的測值，未隨深度增
加而升高）
，認為臺灣西部地層之沉積岩層中可能出現大量再沉積的有機質材料；又孫
立中等（2007）曾利用中國煤樣模擬再沉積材料其熱解的最大熱解溫度的 Tmax 參數與
鏡煤素反射率間的特性研究，研究表明在混合不同比例高成熟度煤樣時，其 Tmax 值仍
反應低成熟度之情形（即年輕岩層之成熟度）
，此說明在熱解分析再沉積的岩樣時，Tmax
值可能反映是年輕岩層的成熟度；同時 Tmax 參數隨低成熟度的配比增加而快速下降，
而 Ro%與 Tmax 的關係脫離了 III 型油母質的常態線性特徵。莫慧偵、黃武良（2006）
則利用石碳紀的 18 個煤樣探討個別煤素質在兩種系統下（封閉與半開放），三大煤素
質群的熱解過程中產油與產氣的特徵；結果顯示：18 個煤樣中的鏡煤素（該文使用鏡
質組）產油速率的最大溫標大多高於膜煤素（該文用殼質組）
，而膜煤素產出的油體流
動性較鏡煤素來得高。孫立中等（2001）曾利用 ZnCl2 比重液依 Dormas et al., (1957) 對
煤素質比重的劃分，進行煤素質的分離工作，同時探討此分離液對熱解參數 Tmax 值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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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論

臺灣中新世 3 個主要含煤層的煤岩學研究距今約有 50 年的歷史，已有相當的成果，包括煤素
質含量百分比的分析、鏡煤素反射率的數據等，以說明含煤層中的主要組成及變質作用的程度；
同時臺灣煤的變質情況具有相當程度的局部差異，說明臺灣煤變質的情況受地質作用或事件的影
響是較大。然而在半個世紀的研究過程中仍有些不足，例如：煤岩學中煤素質分類的中英文名稱
及其它專有名詞，在研究社群中（包括兩岸地區）就未能有統一的界定；其次未能對臺灣煤的亞
煤素質群作出全面性的檢測鑑定與分類。
臺灣在煤岩學的應用上皆以鏡煤素反射率作為研究的方法或手段，包括：井下生油岩成熟度
的評估、地下逆斷層的位置與不整合的判斷、西部地區的鏡煤素反射率等值曲線圖以判定油窗的
區域、變質岩相的變質範圍、雪山山脈的變質作用、作為金礦地區的探礦靈敏方法、分辨混合煤
的技術方法等等的應用。最為特別的是將鏡煤素反射率應用在 921 地震斷層之剪力帶中，探討岩
層因地震產生摩擦熱的溫度估計上，可惜的是此研究的工作成果並非由臺灣的專家學者所完成
的。此外，臺灣的研究社群亦參與了鏡煤素反射率受抑制的重要問題、再沉積材料的地質問題與
熱解分析的探討、煤素質分離等工作，以及對個別煤素質熱解分析時其個別產油或產氣的重要觀
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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