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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演講綱要

1. 何謂「內太空」？

2. 海洋「內太空」的一些有趣現象

i. 地球的結構

ii. 海洋的基本性質

iii. 大洋的環流系統

iv. 「艾克曼」螺旋

v. 「深海聲道」

3. 「內太空」探索的利器

i. 聲波在水中的特性

ii. 聲納系統：側掃聲納、底層剖面儀、多波束測深系統、磁力儀

iii. 水下潛航器：ROV、AUV

4. 水下考古：科技與人文的整合

 The Case of Mary Rose

 「南海一號」

 東沙水下考古探測

 台灣澎湖馬公港水下考古探測

5. 結語：「跨領域作為」通識教育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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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充資料

從大陸漂移假說至海底擴張學說迄板塊構造學說

板塊構造學說 (Plate Tectonics) 可說是近代地質史上很關鍵性的發現之一，

由於該學說的提出經印證之後，很多相關領域的理論都需要重新審視。該學說的

發展過程源自十九世紀末，且期間經歷過相當多的轉折點，因此相當值得回味。

從這篇短文中，我們可以發現，事實上整個地球（包括陸地與海洋）是動態的，

正如上述引述自歷史學家 Durant 所說的一樣，「文明的進程在地質的授意而在人

們不經意的情況下發生，並無時無刻的向前推進。」

Leonardo da Vinci 早在十五世紀，以及 Francis Bacon 在 1620 年、Edward Suess

在 1885 年，都曾注意到現今非洲西岸與南美東岸海岸線相互吻合的情況，以及

在這兩塊大陸所發現羊齒類 (fern) 化石 (Glossopteris) 的相似性，臆測北半球的

陸地在很早以前是相連在一起的，之後經由漂移才成為當時的陸地分布。然而這

些人的想法由於無法找到有力的理由說明漂移的機制，因此，一直沒有引起當時

科學家的重視。

1912 年，德國的科學家Alfred Wegener 提出一震驚當代的假說，稱之為大陸

漂移假說 (continental drift hypothesis)。Wegener 宣稱，地球上所有的陸地原來為結

合的一塊稱之為 Pangaea 的陸地，而海洋為結合在一起稱之為 Panthelassa 的水域。

約在兩億年前蹦裂成數塊後，開始漂移成現狀分佈，並不斷的在移動當中。

Wegener 引用的證據包括之前所提到有關海岸線的吻合、不同陸地上相似的化石

（如在南極洲發現赤道地帶的植物化石）、不同陸地上（南非、印度與澳洲）冰

河的刮痕等，他甚至宣稱火山乃由陸地移動摩擦所產生。更重要的，他提出一大

陸漂移機制。

根據他的說法，陸塊的移動動力乃來自於地球自轉的離心力，加上太陽與月

球所合成潮汐拖力，促使陸塊移動。然而他的說法並不被當代所接受，主要的原

因乃在於當代的地質學家相信地殼 (crust) 乃是由固態的地函 (mantle) 所支

撐，因此，漂移之說並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雖然部份地質學家從地震波的回訊

中發現，地函也許是似如鐵漿的塑性體而並非固體，但是當代的有名地質學家並

不接受這種看法。1926 年「漂移學派」在沒有更具體的證據下，完全撤出論壇，



而整個漂移假說更在1930年因Wegener在一次橫跨格陵蘭 (Greenland) 的冒險之

旅中去逝後而隨之停滯。

大陸漂移假說雖然隨Wegener 去世而停滯，但是並不因此而消失。在接下來

的數年，地質科學家們腦海裡仍然縈繞著該假說。1935年日本科學家Kiyoo Wadati

發現靠近日本的許多火山與地震由於出現地帶集中在某區，因此揣測可能與陸地

漂移有關。接著 1940 年地震學家 Hugo Benioff 標示出在太平洋邊緣的地震區，更

發現深海地震並非在任意地方隨機產生，而是集中在某些地帶並沿著某種曲線。

在經過約 10,000 個地震發生地點的標示後所形成的曲線，驟然發現似乎地球的岩

石圈 (lithosphere) 被這些曲線瓜分成幾個大塊。

之後，有一些令海洋地質學家困惑的問題。例如，在第二次大戰後，由於放

射性測定年代法的發明，海洋地質學家從測定中發現海底與層積物的年齡都少於

兩億年，僅約地球生命的百分之四，而陸地最古老的年齡卻長達 39 億年，因此

海底比陸地之年齡相去甚遠，為什麼？此一結論立即引起地質學家將注意力轉向

深海海底的構造。於是，海洋地質學家利用強力的聲波探測海底地形，發現大西

洋中央從北到南有一條綿延隆起的海脊 (ridge) 貫穿整個大西洋，更令人驚訝的

是，這條山脊的曲折走向與大西洋東、西岸之海岸線十分相似。另一方面，經由

電腦的處理，在劍橋大學的 Sir Edward Bullard 將所獲得的海岸線拼湊起來，發現

各個陸塊海岸線彼此十分吻合。

1957 年，在國際地球物理年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 成立世界標準地

震網 (Worldwide Standardized Seismograph Network) 開始整合世界各地地震資

料，包括經由地球內部折射與反射的震波。種種證據顯示，地函的上層存在一層

非固態而是塑性的結構層，引發岩石圈可能以靜態水壓平衡 (isostatic equilibrium)

的狀態覆蓋在這塑性層的想法，這層塑性層即是軟流圈 (asthe-nosphere)。

1960 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Harry Hess 提出一個解說上述各種疑惑與觀

察結果的革命性觀念。他宣稱，海底藉由軟流圈對流的動力，帶動大西洋底殼的

運動，以致大西洋海底由中洋脊底下產生新的陸地，然後向兩邊擴張，因此大西

洋中洋脊是擴張中心，此一學說稱之為「海底擴張學說 (seafloor spreading)」。地

質學家們於是轉向許多觀察檢驗此一學說，發現許多證據都支持這種揣測。例

如，假如中洋脊是擴張中心且是新海底的來源的話，那麼中洋脊應該是熱的，證



據顯示的確如此。又，層積層厚度在中洋脊邊緣比在中洋脊中央厚，也顯示新生

地由中洋脊產生。

接下來的問題是，假如海底是在擴張，那是否意味著地球也在擴張呢？然

而，並沒有證據顯示地球擴張之說。因此，假若大西洋果真是在產生新的地殼，

則在某些地方必定有消滅地殼的機制。事實證明，在被擠壓的太平洋的邊緣地

帶，地殼的板塊的確沈降歿入地函，這些地帶稱之沈降區 (subduction zones)。

1965 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地球物理學家 J. Tuzo Wilson 整合了大陸飄移與

海底擴張學說，而提出板塊構造學說 (plate tectonics)。根據Wilson 的理論，地球

之地殼（包括陸地與海洋） 由十數個厚度約 70 至 100 公里的板塊組成。這些板

塊漂浮在軟流圈上，軟流圈在受熱之後膨脹而上升，在遇到地殼受阻擋之後流向

兩邊，在流動的過程當中拖動所承載的板塊，因此帶動板塊每年約 5 公分的運

動。板塊之間會因運動造成擠壓的收斂 (converging) 運動，分離的發散 (diverging)

運動 ，以及相對滑行的運動，這也是造成每年上百萬個大小地震形成的原因。

在 1966 年與 1967 年之間，經過連續激烈的討論，地質學上的新紀元誕生了。

板塊構造學在經由 1968 年 Glomar Challenger研究船鑽探之後，獲得了證實，所有

的證據都傾向於確認 Wilson 的理論。因此，所有科學家都需要在板塊構造學說

的架構上，重新檢驗他們的理論。雖然，仍有人存疑，可是在尚未找到反證之前，

板塊構造學說可以說是近年來地質學上最偉大與重要的革命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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