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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簡介 

 

主題：從地震科學到環境災害志工報案系統： 你不能不教的地球科學 

時間：7月 13日~15日 

地點：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對象：全國高中教師(上限 70名) 

報名：免費報名。學員必須自行負擔差旅費用，研習會免費供應所有教材及午餐。 

計畫宗旨與緣由：  

台灣位在歐亞與菲律賓海板塊之間的活動聚合板塊邊界上，地殼變形劇烈，

地震活動頻繁。每當台灣地區發生有感地震，除了氣象局在網頁上公佈官方版的

地震資訊外，台灣地球科學學界也在這幾年完成一套整合氣象局地震速報與學界

即時科學成果的資訊系統（TESIS系統），提供作為科學討論和教育推廣的平台。 

為了提高民眾對地震災害的危機意識並推廣「公民地震學」 (citizen 

seismology)，我們將招募一群專業志工（以高中地科教師為種子），訓練如何辨

識地震波、正確地回報地震資訊及地震相關的地質災害，同時利用我們開發的志

工管理系統，在顯著地震發生後，調度志工在安全的情況下回報地震與地表災害

的科學描述，協助斷定對應的孕震構造與評估後續的潛在危害。這將是第一次由

學界主導，在地震時和地震後透過網路收集群眾報告，以彌補觀測系統的不足之

處，並充實地震科學的現地資訊，提供防災應變參考。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TEC)、台灣地震科學即時資訊系統（TESIS）與地震學園

教育推廣計畫聯手合作的第一屆志工研習營，目標在和高中教師結成夥伴關係，

第一天介紹公民地震學，除了訓練參與者如何藉由判斷地震波特徵以得到正確的

地震資訊之外，並經由科學實作和桌遊，讓老師更輕鬆教地震科學; 第二天進行

地震與環境災害志工講習，將會有一整天的室內課程，邀請國內在地震及相關地

質災害專長的大學教授，講授他們的研究心得及地球科學知識。第三天會安排一

天的野外實地考察，帶領大家觀察活動斷層的地表特徵，及地震可能觸發的地質

災害構造，同時也讓參加學員學習野外的描述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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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習活動議程表 

第一天：好玩的地震科學 

 

 地點：中研院地球所二樓會議廳及迴廊  

 方式：演講分享和分組實作 

 相關資源：  

近即時地震志工遊戲 -- 地震速報自己來  

QCN與樹莓派的結合 

“震後大地主”桌遊  

手作地震儀 -- TEC 100  

 

日期：105年 7月 13日(三)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08：00-08：30 報到  

08：30-08：40 開幕  

08：40-09：30 地震科學之實用資源分享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呂莛鈺 老師 

09：30-10：20 地震遊戲解碼：教學示例分享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林郁梅 老師 

10：20-10：30 休息 

10：30-11：00 校園地震觀測網 QCN 介紹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梁文宗 研究技師 

11：00-12：00 樹莓派在科教上的應用 
中央研究院資創中心 

嚴漢偉 博士 

12：00-13：30 午餐 

13：30-17：00 

分組活動： 

地震桌遊及 TEC100手作地震

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陳卉瑄 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梁文宗 研究技師 

17：00-17：30 綜合座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陳卉瑄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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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台灣的地體構造、地震與相關災害及資訊系統  

  

 地點：中研院地球所二樓會議廳及迴廊  

 相關資源：  

近即時地震科學資訊系統 TESIS 

公民地震震度回報： “你震了嗎” 

公民地震災害回報 (進階科學志工系統) 

 

日期：105年 7月 14日(四)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40 台灣的地體構造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李建成 研究員 

09：40-10：30 台灣的歷史地震 
健行科技大學  

鄭世楠 副教授 

10：30-10：50 休息 

10：50-12：00 地震相關的天然災害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詹瑜璋 副研究員 

12：00-13：30 午餐 

13：30-14：20 重大災害志工管理平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朱宗賢 副教授 

14：20-14：40 RMT 系統介紹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李憲忠 副研究員 

14：40-15：00 休息 

15：00-15：30 

我國「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

系統(PWS)」介紹-以地震警報

(EEW)為例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張建興 簡任技正 

15：30-16：20 
台灣地震科學資訊系統

（TESIS）與地震報案系統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梁文宗 研究技師 

16：20-17：00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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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台灣的地震與相關災害 野外考察 

日期：105年 7月 15日(五)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萬里及金山地區野外實地調查：(分組進行) 

實地勘查活動斷層的地表特徵與地震可能觸

發的地質災害構造，及報案系統實作 

李建成 研究員 

詹瑜璋 副研究員 

陳致同 博士後研究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陽明山、五股及關渡地區野外實地調查： 

(分組進行) 

實地勘查活動斷層的地表特徵與地震可能觸

發的地質災害構造，及報案系統實作 

李建成 研究員 

詹瑜璋 副研究員 

陳致同 博士後研究 

16：00-17：00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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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震志工流程 

 

各位知道地震發生後，可以去哪裡找到地震資訊嗎? 身為志工的你又可以貢獻

什麼資訊呢? 

 

網頁連結一覽：  

 你可以找到不同的地震資訊： 

氣象局速報 http：//www.cwb.gov.tw/V7/earthquake/ 

P-alert即時震度速報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 

RCS 即時計算地震學 http：//rcs.earth.sinica.edu.tw/ 

TESIS 地震科學資訊系統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new/ 

即時地震教材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material_list.php 

 

 你可以自己分析地震波，找到這個地震的位置、大小與斷層面解： 

地震速報自己來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competitionV3/index.php 

 

 你可以看到自己家中/學校的 QCN測站紀錄： 

台灣校園地震教育觀測網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Taiwan3/ 

 

 你可以回報這個地震的搖晃程度和地質災害照片： 

公民震度回報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DYFI/ 

地震地質災害回報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T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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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震科學資源彙編 

 

4-1. 近即時地震志工遊戲─地震速報自己來  

遊戲怎麼玩： 

 

(1) 申請測試帳號 (本研習會另外發帳號密碼，可使用至年底) 

(2) 進入線上問卷，填入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被分配到的帳號 

(3) 挑戰四個認證遊戲(說明請見下列 PDF檔)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competitionV2/4high-school-teachers.pdf 

(4) 進入”競賽擂台”，選取不同時間發生的地震做地震波分析 (本次研習營挑戰

高雄美濃地震- 編號 51) 

(5) 看看自己有沒有進入速報榜單! 每個地震的冠軍，會在每年暑假的地震志工

營頒發獎品及獎狀。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competitionV2/4high-school-teach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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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QCN與樹莓派的結合 

QCN是甚麼? 

這是一個簡易且低價的小型 USB 微機電強震儀，搭配網路連線就可以建立一個

龐大卻便宜的強震觀測網。除了可以作為學術研究外，也可用於地震的即時警報、

防災或減災等相關的應用上。把感測器接在筆電或桌機的 USB 插槽上，在電腦

安裝 BOINC 程式並向 QCN 伺服器註冊後，就可將你的資料於雲端儲存、處理

和分析。 

 

樹莓派是甚麼? 

一部迷你小電腦 (ARM11+GPU)，容易操作而且功能強大(如下圖)。跟筆電和桌

機相比，具有省電、體積小、便於移動設置、管理容易與穩定性高等優勢。 

 

 

完美的結合，可以做甚麼? 

QCN感測器也可以接在樹莓派，並連上任一台電腦螢幕，你只要執行 Python程

式就可以看到感測器的波形(如下圖)，並可將資料傳輸到遠端伺服器進行儲存和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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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震後大地主」桌遊  

此桌遊由台灣地震學園之桌遊設計團隊開發，依遊戲規則難易度，分成親民版(簡

易)和大魔王版(困難)，本次研習營採用美編部分完成之測試版，遊戲規則採用簡

易版，希望挑戰大魔王版的請向關主反映。 

遊戲分成三個大階段：建設階段、災害階段、結算階段。 

建設階段與災害階段會進行數個回合，最後進行一次結算階段。 

 

準備好了嗎？ 

0. 關主時間： 

發給玩家： 3張行政區卡(直接攤開) + 3張建築卡(手牌)+ 8個自由建材 

1. 建設階段： 目標—交換寶地、蓋房子和強化建材 

每一回合你可以進行以下任一動作 

 建設：將手上一張建築卡放置於行政區卡上。 

 換地：先將欲交換之行政區卡置於牌堆底，再從牌頂抽取一張新的卡，直接

攤開，若欲交換之行政區卡上面有建築卡，全部移除、並將卡上強化的建材

交還銀行。 

 重審：先將欲交換之建築卡置於牌堆底，再從牌頂抽取一張新的卡加入手牌。 

 強化：將強化建材放於建築卡上，建材/結構僅能擇一強化。 

 規劃：以三個任意建材和銀行交換一張新的建築卡，加入手牌。 

 跳過：不進行任何動作。 

 

2. 災害階段： 目標—遇到災害，房子不會倒 (建材數>0) 

當所有玩家進行完所有建設階段行動後，開始進入災害階段，這時候你/其他玩

家會遇到很多災害事件。執行一回合後，計算你還有多少房子，每個房子銀行會

再給你 1個自由建材。這時再回到建設階段災害階段的循環，直到有玩家抽到

GAME OVER的事件牌，或是有人房子全倒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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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手作地震儀─TEC 100  

 

材料： 木頭底板一塊、木頭橫板一塊、立柱一支、漆包線一捆、彈簧一條、強

力磁鐵四顆、羊眼鈎兩個、公插頭電線一條和鱷魚夾兩個。 

詳情可參考地震科學雲端學習平台的教育資源：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 

 

 

做好 TEC100地震儀後，準備附有鱷魚夾的公接頭，插入電腦麥克風孔並打開

錄音軟體測試，你就可以看到地動訊號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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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民地震與災害回報系統彙編 

 

5-1.   台灣地區地震科學資訊系統 (TESIS) 

台灣地區的即時地震科學資訊系統是以氣象局的地震速報資訊為基礎，整合學界

的即時科學成果，內容包含發震時間、震源位置與規模、各地詳細震度、震源機

制、地表同震變形，以及震央地區地質構造背景說明等，再配合其他相關地球科

學資料，包括地質圖、活動斷層、震間變形和地震測站等的套疊圖層，對孕震構

造的辨識、餘震的評估，以及判斷其他可能觸發之地質災害等將扮演重要角色，

並作為防震減災應變的科學依據。 

 

 

 

 

 

 

 

 

 

 

 

 

 

 

 

你可以做甚麼？ 

1. 地震搜尋 

最新地震列表在上圖頁中，較早的地震則需點選左側圖片進入地震搜尋頁面。 

2. 選擇搜尋的地震時間段 

點選上方的時間工具列，可選擇「過去一天」、 「一週 」或是「一個月」等

的時間段，或是自行設定時間範圍(「自訂」)，搜尋結果呈現於下方地圖中。 

3. 選擇地震 

直接點選左方列表(點選上方時間或規模按鈕，可使地震按照時間先後和規模

大小依序排列)或是地圖上的地震位置，切換左上角顯示的地震資訊，按下「詳

細資訊」連結，可前往顯示更多關於此地震資訊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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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背景套圖 

頁面左方選項中可以選擇不同的套疊圖層，包含地質圖、活動斷層、背景地

震活動分布、震間和地表同震變形、震度圖及利用各個研究方法所計算的震

源機制解(點選震源機制解可以顯示更完整的結果報告)。 

   

5. 參考專家意見 

對於顯著的地震，輪值的地球科學家就該地震

的科學、歷史與災害等面向提出看法，作為與大

眾溝通的橋梁 (例如 2016年 2月 6日芮氏規模

6.4的高雄美濃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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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民地震震度回報：「你震了嗎？」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DYFI/ 

地震來襲時，除了大喊地震了，你可以有更多反應！只要上網回答你的親身經

歷，就可得到系統回饋的估計震度，除了練就人體震度計的絕技之外，一定會

對地震科學和地震防護更有感覺。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DYFI/


TEC 第一屆地震科學志工研習營 14 

 

 2016-7-13~15   

5-3. 公民地震災害回報 (進階科學志工系統) 

這個進階版的公民科學計畫有別於一般的志工系統，我們藉由中研院永續計畫的

協助，設計了一系列有關地震可能引發的天然災害的辨識與描述的課程，只有參

與課程的志工才得以參與這個公民科學計畫，並透過志工管理系統的調度，在顯

著地震發生後，邀請志工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回報地震地表災害的科學參數，協

助斷定對應的孕震構造與評估後續的潛在危害。 

 

地震科學志工－地震災害觀察記錄表單（範例） 

可能潛在地震引發災害（野外觀察重點項目）： 

1）地震斷層地表破裂 

2）地震引發之非斷層地表破裂（例如，道路錯位）（註：「樓房建物」毀

損不在此調查項目內） 

3）山崩 

4）堰塞湖 

5）土壤液化（包括噴砂） 

6）泥火山噴發 

7）其他 

 

 

 

野外記錄重點項目： 

1）災害名稱：例如，斷層地表破裂、山崩 （下拉式選項） 

2）位置（GPS座標或 Google map位置圖）  

3）現場照片（上傳） 

4）現場觀察文字描述（例如災害分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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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地震志工的定期聚會  

 

1. 對各種平台的意見回饋請到臉書社團- 台灣公民地震學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58420187861904/ 

在這裡除了回報各式各樣的志工回報問題之外，你可以看到每次研習活動訊息及

資源分享。 

 

2. 下一次第二屆地震志工研習營，將公布最佳地震志工獎 

預計時間： 2017年 

研習目標：  

(1) 建立校園地震觀測站 (QCN+樹莓派) 

(2) “震後大地主”桌遊怎麼用在課堂? 腦力大激盪 

(2) 頒獎與回饋討論： 最佳地震速報獎 N名 (每個地震最高分) 

(3) 頒獎與回饋討論： 最佳地震災害回報獎 (對斷層、順向坡、土壤液化區和山

崩潛勢區回報最精準的志工)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5842018786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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