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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簡介 

 

主題：當菲律賓海板塊遇見歐亞板塊: 從過去看未來 

時間： 2018 年 7 月 10 日~12 日 

地點： 國立花蓮高中綜合大樓 3F 平面會議室 

對象：中小學地球科學/自然科學教師及高中學生 

報名：請至活動網頁報名，並劃撥繳交 500 元報名費。報名費用包含兩天午餐、

一天晚餐與課程教材費用。高中生參加本研習活動必須掛號郵寄家長同意書正本

(同意書的 PDF 檔請在活動網頁下載)。 

活動網頁：http://tec.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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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地區更是首當其衝，平均每年出現 4 個規模五以上的地震，

儼然就是台灣地震的火藥庫。今年二月六日的花蓮地震後，縱谷斷層的未來震災

潛勢更處於警戒狀態。過去的歷史地震和伴隨的地質災害，沿著伴山伴海的縱谷

斷層，刻畫下了甚麼痕跡？地震發生了，我如何找到斷層的證據？ 而未來的地

震，會發生在哪裡、如何評估呢? 能否開發探究與實作課程？ 

為了提高民眾對地震相關災害的危機意識並推廣「公民地震學」(citizen 

seismology)，台灣地震科學中心一年一度的地震科學志工研習營，旨在招募一群

專業志工，訓練如何辨識地震波、正確地描述地震資訊及地震相關的地質災害，

同時利用我們開發的線上志工科學回報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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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時透過網路收集群眾科學報告，

以彌補觀測系統的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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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地震

學園聯手合作的第三屆志工研習營，移師至花東地區，著重野外行程和地震地質

災害證據的辨識與理解。第一天介紹複合式天然災害的影響和成因，並經由科學

實作和桌遊，讓學員從過去的歷史災害釐清致災主因、思考未來應變手段; 第二

天進行地震與環境災害志工講習，將會有半天的室內課程，邀請國內在地震及相

關地質災害專長的大學教授及研究人員，講授他們的研究心得及地球科學知識。

第二天下午和第三天，會安排一天半的野外實地考察，帶領大家由花蓮出發一路

南下台東，沿著花東縱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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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訓練學員如何進行野外調查和觀測記錄，以具備科學志工基本的地震

災害回報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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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習活動議程表 

第一天：複合式天然災害知多少 

 地點：國立花蓮高中綜合大樓 3F 平面會議室 

 方式：演講分享、分組挑戰、圓桌會議 

 相關資源:  

「嚴震以待」桌遊教案與解說影片  

 

日期：107 年 7 月 10 日(二)全天 地震科學教育推廣：桌上地震學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09:30 – 10:00 報到  

10:00 – 10:10 志工研習營活動簡介 

中央研究院 地球科學所 

李建成  研究員 

梁文宗 研究技師 

10:10 – 11:30 地震桌遊:『嚴震以待』實戰篇 

台灣地震學園 桌遊設計團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陳耀傑 研究生 

11:30 – 12:00 地震桌遊: 知識挑戰篇 

台灣地震學園 桌遊設計團隊 

台北市陽明高中 

林承恩老師 

12:00 – 13:30 休息 

13:30 – 14:30 可怕的複合式天然災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陳卉瑄 教授 

14:30 – 15:45 
 探究與實作： 

地震科學教室活動 

中央研究院 地球科學所 

梁文宗 研究技師 

15:45 – 16:00 休息 

16:00 – 17:00 分組討論與分享 

陳卉瑄 教授 

李建成  研究員 

梁文宗 研究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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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台灣地震地表災害 

   

 地點：國立花蓮高中綜合大樓 3F 平面會議室 

 相關資源： 野外考察手冊 

 

日期：107 年 7 月 11 日(三)上午 台灣地震地表災害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09:40 台灣地震地質構造概論 
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深研究員 

朱傚祖 博士 

09:40 – 10:20 地震相關的地表地質災害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陳柔妃 教授 

10:20 –10:40 休息 

10:40 – 11:20 
花東地區的地震地質構造及 

歷史地震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李建成 研究員 

11:20 – 12:00 
從太空看 2018/02/06 花蓮 

地震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顏君毅 副教授 

12:00 – 13:10 午餐 

  

  

  

  

日期：107 年 7 月 11 日(三)下午 台灣東部野外地震地質考察-1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13:10 – 13:30 野外考察行前說明 

顏君毅 副教授 

李建成 研究員 

朱傚祖 博士 

13:30 – 17:30 米崙斷層野外考察 

顏君毅 副教授 

李建成 研究員 

朱傚祖 博士 

 

※夜宿 瑞穗 (虎爺溫泉會館) / 晚宴 / 星光自然教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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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遇見 地震斷層 /我們曾在此分手 

日期：107 年 7 月 12 日(四) 台灣東部野外地震地質考察-2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2:00 

縱谷斷層北段野外實地調查 

（瑞穗秀姑巒溪、玉里大橋）： 

1.活動斷層的地表特徵及地震可能觸發的 

  地質災害構造實地勘查 

2.報案系統實作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

研究所 

李建成 研究員 

牟鍾香 博士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5:30 

縱谷斷層南段野外實地調查 

（池上地牛館、大坡國小、錦園）： 

1.活動斷層的地表特徵及地震可能觸發的 

  地質災害構造實地勘查 

2.報案系統實作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

研究所 

李建成 研究員 

牟鍾香 博士 

15:30 – 15:50 回程 (玉里火車站) 

 

※依照當天天候或實地的情況變動野外考察行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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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內容介紹 

3-1. 可怕的複合式災害 

根據世界銀行於 2005 年發布的全球天然災害危機分析(Dilley, 2005)，六種

主要天然災害分別為地震、火山、山崩土石流、洪災、旱災和颱風。1950-2010 年

共 291 個天災事件，僅有 29%為地震、海嘯和火山造成，遠小於 65%的颱風、洪

災和山崩土石流事件，然而 236 萬的致死人數中，卻有高達 56%的人數是由於地

震、海嘯和火山事件，高於 39%的颱風、洪災和山崩土石流。全世界暴露於三種

天然災害以上的國家中，台灣有 73.1%的土地和人口受到複合型天然災害威脅，

名列世界第一。 

然而，天然災害可以複合性地發生，1972 年日本 Mount Unzen 火山爆發，

對應到規模 6.4 的地動，並觸發了鄰近 Mount Mayuyama 的爆發，大規模山崩隨

後發生，造成 10-20 公尺的海嘯，這一個事件，有一萬五千個人罹難。1991 年，

菲律賓的 Mount Pinatubo 爆發，大量火山灰造成建築物的塌陷和超過 800 人死

亡，同時期發生的颱風，更造成大規模的泥流、毀壞了橋墩等公共建設，長達數

年的大氣效應亦伴隨產生。 

複合式災害潛能居於世界之首的台灣，對天災防範的必要準備及知識尤為重

要。天然災害間的伴隨和觸發關係是甚麼? 為什麼會發生? 如何防範? 如何降低

災情? 如何避免「聽令而行、不知其所以然」和「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迷思概

念，以致疏忽災害危險性、並作出錯誤決策?在這一次演講，將和大家分享案例，

一起找出未來的減災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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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台灣地震地質構造概論 

台灣的地震地質構造起源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南中國海海板塊自中新世

（地質年代，約至今 2300 萬年至四百萬年）以來持續的板塊聚合作用，其聚合

的方式以兩個相反的隱沒帶進行，菲律賓海板塊隱沒至歐亞板塊之下，形成台灣

東方的琉球海溝，而南中國海板塊隱沒於菲律賓海板塊之下形成台灣南方的馬尼

拉海溝，導致六百五十萬年以來迄今未止的台灣蓬萊造山運動。聚合板塊邊界因

為擠壓產生變形帶橫跨台灣地區寛逾兩百公里，從台灣海峽東緣由西往東可以劃

分為西岸平原、西部麓山帶、雪山山脈帶、板岩帶、大南澳變質雜岩帶、海岸山

脈帶以及綠島蘭嶼海域。本次課題內容將簡介現今台灣地震地質構造所呈現的新

期近地表活動構造，以及上部地函帶動地殼深部形成弧陸碰撞地體演變的過程。

(由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硏究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朱傚祖教授撰寫) 

 

 

 

 

 

 

 

 

 

 

 

 

 

 

 

 

 

 

 

 

 

 

 

圖 3.1 池上活動斷層島瞰圖：由於池上斷層持續潛移，梯田圳溝溝牆受到

逆衝斷層壓縮應力作用，呈現剪切破裂及褶曲，每年水平位移量達一公分。

（關山鎮電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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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綜整多元觀測技術為台灣大地診脈 

台灣位於板塊碰撞邊界，活躍造山帶伴隨著強烈地表作用，每當不同類型災

害來襲之際，往往造成重大傷亡。近年來政府單位積極整合多元觀測技術、佈設

天羅地網，為脆弱的台灣大地進行全面性健診。台灣的先天條件無法避免自然災

害的發生，透過多期多元化的觀測系統(LiDAR, InSAR, GPS)，能夠有效地掌握

易致災地點、進而開啟防減災之工作。(由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陳柔妃助理教

授撰寫) 

 

 

3-4. 花東地區的地震地質構造及歷史地震 

花東縱谷是位於台灣東部約

180 公里長的狹長谷地，在地質上

為菲律賓海板塊及歐亞板塊的碰

撞縫合帶。板塊聚合形成了結構

複雜的縱谷斷層系統，包括縱谷

東側的「縱谷斷層」及西側的「中

央山脈斷層」。 

「縱谷斷層」可分成幾個滑

移行為不同的斷層區塊（Fault 

patch），由北而南：米崙（半鎖

定？）、月眉（鎖定）、玉里（潛移）、池上（潛移）、鹿野（半潛移？）和利吉（潛

移）等斷層。由於縱谷斷層是海岸山脈（也就是呂宋島弧系統）貼向並上衝到中

圖 3.2 (A)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台灣全台空載光達測繪計畫；(B)農委會水

土保持局大規模崩塌觀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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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山脈（歐亞大陸邊緣）之上，因此在地表地形特徵上，斷層大致是沿著海岸山

脈西緣出露。從科學家在地震定位的分析，可以了解縱谷斷層面是傾斜向東、延

伸至深度 25－30 公里；北段的力學性質為強烈的力學摩擦鎖定（包括米崙、月

眉斷層），南段則為快速潛移的活斷層（近地表滑移速率每年 4－5 公分，包括了

玉里、池上、鹿野與利吉斷層等）。 

另外在縱谷斷層西側，科

學家也認為可能還有一條「中

央山脈斷層」，也是有發生大地

震潛能的活動斷層。科學家判

斷它是一個高角度傾斜向西的

斷層。 

過去一百多年來有文獻及

科學的記錄中，顯示縱谷斷層

系統發生幾次規模超過六或七

的大地震，包括 1951 年花蓮地

震（米崙斷層）；1951 玉里地震

（池上斷層、玉里斷層）；2003

成功地震（池上斷層）；2006 卑

南地震（中央山脈斷層）；2018 花蓮地震（米崙斷層）。 

過去有些看法認為潛移斷層不會（至少不容易）累積應力，不會發生大地震

錯位。2003 年規模 6.8 成功地震即是池上斷層破裂，不但打破了潛移斷層不會發

生大地震的想法，而且其地質剖面的建立，指示縱谷斷層南段潛移區塊中，地表

至約 10 公里深的主要滑移面，應該是在利吉混同層中。而從利吉層斷層泥的岩

相及微構造分析，顯示主要的變形是壓溶潛變，這應該是池上斷層表現出快速潛

移的主要地質變形機制。研究利吉層的斷層特性，應該可以讓我們更理解斷層的

長期滑移行為及與大地震的關連。(由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李建成研究員

撰寫) 

 

 

 

 

 

 

 

 

 

 

 



 

10 
 

3-5. 從太空看 2018/02/06 花蓮地震 

2018 年 2 月 6 日 23:50 在花蓮近海

地區發生規模 6.4(Mw)的淺層地震，造成

花蓮縣北部地區房屋倒塌，及多處地表

破裂，災害發生位置主要集中於米崙斷

層沿線，最南分布至嶺頂斷層的北端。透

過同震地表破裂調查分析，顯示在米崙

斷層北段的破裂較集中且規模較大，而

往南破裂則可追到月眉附近。雷達遙測

與 GPS 同震變形測量顯示，米崙斷層以

及嶺頂斷層以東區域都是向北、北北東

的位移，在美崙台地上並有數公分至數十公分的抬升量。而兩條斷層西側都是向

南、南南西方向移動，除了南濱附近以及海岸山脈最北側以外，大部分區域呈現

不等量的抬升。經由利用遙測以及大地測量資料整合，獲得花蓮地震產生之同震

地表變形，得知這次的變形主要受控於近地表的斷層系統，包含米崙斷層及嶺頂

斷層。(由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及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顏君毅副教授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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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報地震觸發的地表地質災害 

4-1. 地震觸發的地表地質災害 

大地震發生之後，如果斷層錯動的深度較淺，經常會在地表留下蛛絲馬跡，

常見的地震地表地質災害有地表破裂變形、土壤液化、山崩、堰塞湖和泥火山噴

發等等。描述災害地點的規模型態、位置座標和排列方位等訊息，可以做為判定

孕震構造與評估後續潛在危害的重要參考。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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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科學志工的你又

可以貢獻什麼資訊呢？ 

 

 

 

高密度的震度圖 

地震 

地震斷層地表破裂、山崩、
堰塞湖、土壤液化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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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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T 即時地震矩張量監測系統 http://rm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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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教室活動： 

地震定位遊戲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game01_location/index.html

地震規模遊戲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magnitude/ 

用震度找震央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intensity/ 

 

 你可以回報這個地震的搖晃程度和相關的地質災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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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ER QR code 

 

 

 

 

 

 

 

 

 

 

http://www.cwb.gov.tw/V7/earthquake/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
http://rmt.earth.sinica.edu.tw/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new/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material_list.php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competitionV3/index.php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Taiwan3/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game01_location/index.html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game01_location/index.html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magnitude/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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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震科學資源彙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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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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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進入「競賽擂台」，選取不同時間發生的地震做地震波分析 (本次地震志工研

習營挑戰 0206 花蓮地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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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營頒發獎品及獎狀。 

 

挑戰做一張自己的地震速報，與中央氣象局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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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嚴震以待」桌遊  

 

    「嚴震以待」是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陳卉瑄教授領軍的「台灣地震學園」團

隊所精心設計的地震桌遊，目的在將地震科學帶入校園、融入生活。在這遊戲中，

帶入台灣的地質條件、區域性的災害特色、建築物的減震隔震工法、台灣的天災

歷史等面向。透過遊戲，將課本敘述生硬的知識轉換為遊戲的元素，讓學生易於

接觸，更包含課本所沒有的生活教材，突顯認識台灣的重要性。本桌遊中共包含

了：行政區卡、建築卡、事件卡和知識卡，玩家可以自行搭配行政區與建築物，

利用不同的地質條件與建築結構，在難以預料的天災人禍下，打造堅不可摧的建

物，成為最厲害的贏家！在這個遊戲裡「減災對策是輸贏的關鍵」，要贏可絕不

是靠運氣，運用決策能力，玩出你的減災對策！ 

 

 

 

 

 

 

 

 

 

 

 

 

 

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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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怎麼玩？ 

本遊戲一回合有三個階段：建設階段→災害階段→生產階段，遊戲回合數可

由教師或關主自由決定。 

0. 遊戲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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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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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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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最多強化兩

個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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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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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產階段： 目標—拿越多自由建材越好 

    當每位玩家分別抽取一次事件卡後，由該回合起始玩家開始，向銀行領取生

產的材料，材料為限量，領完則不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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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行政區卡上若有建築卡，1 張建築卡可領 1 個材料，領取的材料種類由建 

 築卡上指定。 

②  領取完材料後，生產階段宣告結束，回到建設階段。 

③  此時若某玩家持有之全部行政區卡之建設角皆已有建築物，銀行額外贈送一 

 張行政區卡，以茲獎勵其對其地區繁榮之高度開發貢獻。 

4. 下一回合：重複進行建設階段，災害階段與生產階段。  

5. 結算：當事件卡抽取完畢，或於災害階段抽到「遊戲結束卡」時，遊戲馬上 

       結束，進行結算。 

總分由以下四種分數相加： 

① 建築卡上的分數：將每張成功開發在行政區卡上的建築卡右上角分數相加。 

 
② 額外材料強化加分：每棟建築物之建材與結構的建築材料扣掉原始強度後，

多的建築材料，多1個加1分。 

③ 都市發展程度：每張蓋在發展角的建築卡＋2分，蓋在繁榮角的建築卡額外

＋3分。 

④ 所在行政區配對加分：若建築物興建於所在行政區上，則每張建築卡額外

＋2分。 

 

 

 

 

 

 

 

 

 

總分最高者為獲勝者，若有多人總分相同，則比較建築物數量，建築物數量多

者為獲勝者，若依舊平手，則共享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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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台灣地震科學雲端學習平台 -- 線上地震科學教材  

 

    台灣地震科學雲端學習平台網頁內提供線上的地震科學教材，首先進入台灣

地震科學雲端學習平台網頁，網址為：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再點選左

邊列表「學習活動」分類內的「教育資源」選項，進入頁面後點選「線上地震科

學教材」即可。 

 

(1) 地震迴音 

地震迴音 ( SeisSound ) 是展示

地震波形 ( seismogram ) 的振幅

和頻率內含的一項影音產品，它

同時利用影像以及音效來呈現地

震波形的頻率內容。本網頁介紹

台灣寬頻地震觀測網  ( BATS ) 

所接受到的遠震、區域地震，以及

近震的波形來展現各測站頻譜的

內含與彼此之間的差異。 

 

 

(2) 看地震在跳舞 

藉由觀察地震波傳遞到數個觀測

站時地面的垂直振幅變化，推測

可能的震央位置。透過這些動畫

的展示，得以讓學生了解到地震

波是從震源往外朝四面八方傳遞

開來，而波前與地震波行進方向

垂直，類似朝湖面丟石頭引起的

漣漪一般。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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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 3D 地震紙模型 

有很多人對台灣的地震活動相當關心，也有興趣了解台灣的地震活動分布，

但是平面的震央分布或者虛擬的三維展示都不若在手上操控立體模型來的直

接、有趣。許多單位都曾製作透明壓克力的地震分布立體模型，但是成本不

低，難以在教育推廣上大規模應用，為了普及台灣的地震科學教育，我們根

據氣象局提供的高品質地震目錄資料，

設計並繪出這些地震分布的紙模型展開

圖，將三維的地震震源位置投影在地面

與東西南北四面的深度剖面上，每個人

只要彩色列印並且加以剪裁黏接之後，

就成了物美價廉的立體模型，除了讓一

般人都能輕易地看出地震好發的區域和

深度之外，也提供闖關遊戲希望藉此能

對台灣的地體構造有深一層的體會。 

 

 

 

 

(4) 台灣校園地震教育觀測網 

近年來低價位的微機電(MEMS)感測

器相當普及，我們與學校合作，在校園

安裝感測器，並透過網路計算軟體平

台(BOINC)，將地表振動的資訊傳送到

雲端伺服器，每間學校就成為一部可

以實際運作的簡易強震站。另外，所有

測站接收到的地震資料也都開放下

載，希望提供老師做教學上的應用。此

觀測網站顯示地震事件發生時，參與

學校當時所接收到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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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eisGram2K 地震波形軟體教學 

SeisGram2K 是一個可以讓您

檢視與分析自己地震波形的

軟體。當您的地震測站  (例

如：學校內安裝的 QCN 感震

器) 接收到地震波形後，你可

以利用該軟體進行簡易分析，

此網頁提供軟體的教學，讓使

用者能夠更加清楚軟體分析

波形的功能。 

 

 

(6) TEC 100 

藉由簡易的材料組裝成一台

手作地震儀，除了讓學生了解

地震儀記錄的物理原理之外，

組裝 TEC100 地震儀後，透過

電腦麥克風孔並打開錄音軟

體測試，就可以看到地動訊號

囉！ 

 

 

 

(7) 線上震源機制解 

震源機制解是地震學上用來

描述震源錯動型態的一種表

現方式，一般是透過地震 P 波

的初動解或地震波形逆推等

方法來取得，可以用來描述斷

層面幾何形貌的走向 (strike)

和傾角(dip)，以及上盤相對於

下盤的滑移角(slip or rake)。此

線上系統由使用者輸入地震

走向、傾角和滑移角度後，即

可於網頁右邊顯示震源機制解的「震源海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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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台灣地震科學雲端學習平台 -- 地震遊戲 

 

台灣地震科學雲端學習平台網頁內提供線上的地震遊戲，首先進入台灣地震

科學雲端學習平台網頁，網址為：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再點選左邊列

表「學習活動」分類內的「地震遊戲」選項即可。 

 高中教材內容中，關於地震學的知識架構，主要希望高中生能具備解讀地震

訊息的能力，包含地震大小(規模與震度)和錯動型態等；而在設計課程中可先進

行課前的影片閱讀或知識框架的概念教學，再藉由學習平台中的地震遊戲，透過

學生自行操作後，讓學生回饋並作答提問，依據其中的提問進行解說，像是地震

定位遊戲時可藉由學生提問傳遞「P 波和 S 波之特性」與「地震定位之原理」，

經由學生自行探究學習，能讓學生從中獲得更多。詳細請參考北一女中林郁梅地

科老師提供的地震遊戲解碼：教學示例分享(https://goo.gl/F4yJXd)。 

 

(1) 地震定位遊戲  

遊戲步驟：選取右上方地震列表的地震

後，再點選左邊地圖中要分析的測站，會

自動跳出挑波的視窗，挑選 P 波與 S 波的

到時，可透過拉動下方捲軸的左右兩端來

調整視窗長度，並左右拖曳捲軸移動視

窗，以詳看波形增加挑波的準確度。挑選

出正確的 P 波和 S 波到達時間後，點選｢

確定｣鍵離開挑波視窗。依照挑選的 P、S

波到時畫出對應的震央距離(即特定半徑

的圓圈)。挑選至少三個測站的到時後，調

整速度參數的捲軸，使所有圓圈盡量相交於一點，即為地震可能的震央位置。 

遊戲網址：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game01_location/index.html 

 

(2) 地震規模遊戲 

遊戲步驟：進入畫面再輸入遊戲代號後

即可開始遊戲，地圖中紅色圓點代表強

地動觀測站。點下紅色圓點，則顯示該

測站水平方向的加速度圖，透過按下滑

鼠左鍵，並向左或向右拖曳，可放大選

取資料範圍，找出波形中水平向的最大

加速度值；並調整下圖的圓圈範圍，依

圓圈半徑找出與震央的距離，每一個測站只能做一次，做過的測站該點將會顯

示為黃色方塊。最少做 7 個測站，得以與氣象局公告規模相比較。 

遊戲網址：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magnitude/ 

https://goo.gl/F4yJ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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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震度找震央 

遊戲步驟：進入畫面再輸入遊戲代號

後即可開始遊戲，按下地圖上任一測

站點(白色圓點)，藉由滑鼠左鍵拖曳

可局部放大選取區間資料，找出三分

量各別之最大的加速度值，推算可能

的震度值。再藉由挑選測站所顯示的

震度判斷震央可能的位置。做過 7 個

測站後，會出現【按我找震央】按鍵，

按下該鍵可以找震央。找到的震央必

須在氣象局公告震央範圍直徑 20 公

里以內才算正確。 

 

 

 

 

遊戲網址：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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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民地震與災害回報系統彙編 

6-1. 台灣地區地震科學資訊系統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 

    台灣地區地震科學資訊系統(Taiwan Earthquak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ystem, 

TESIS)是以氣象局的地震速報資訊為基礎，整合學界的各項先進研究的即時科學

成果，除了傳遞地震的相關科學訊息之外，同時也是學者進行科學討論的平台。

資訊的內容涵蓋發震時間、震源位置與規模、震源機制、詳細的各地震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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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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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可能觸發之地質災害的判定等將扮演重要角色，因

此也可作為防震減災及災防應變的科學依據。 

 

 

你可以做甚麼? 

1. 地震搜尋： 

最新地震列表在圖 6.1 中，較早（舊）的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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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1 台灣地區地震科學資訊系統的首頁(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 )。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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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圖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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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將出現在下方

的地圖中。 

3. 選擇地震： 

如圖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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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背景套圖： 

詳細資訊的頁面左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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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度

圖除了氣象局的速報之外，也收集 P-alert 低價位強震網的高空間解析度的即

時觀測震度。 

圖 6.2 地震科學資訊系統資料庫。點選時段可查詢地震。 

 

圖 6.3 TESIS 的各項可供套疊的圖層。(a)震度圖、(b)背景地震活動、(c)地

質圖及 GPS 震間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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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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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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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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4 針對顯著地震的專家意見內容。 

 

圖 6.5 公民地震震度回報系統。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DY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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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提供簡易版的回報系統，除了回報位置外，僅需填寫個人的感受，

減少題數也減少填寫的時間，希望藉此可以獲得更多的回報資料。 

 

 

 

 

 

 

 

 

 

 

 

 

 

 

6-3. 公民地震災害回報 (地震科學志工回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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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進階版的公民科學計畫為由中央研究院的永續計畫下的成果。我們設計一

系列課程教導志工如何辨識地震可能引發的天然災害，並給予適當的科學描述。

目前只有參加志工科學研習的老師才具有參加「計畫志工」的資格，透過課程訓

練，各位志工將可以學習如何辨識及描述災害，甚至能夠在顯著地震發生之後，

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之下主動前往現場進行觀察，並且使用我們開發的線上地震科

學志工回報系統，即時回傳震央附近的相關地質災害，提供第一手的地震災害科

學參數，除了可以分享資訊讓大家了解地震災情外，也提供關鍵現場觀察，來協

助判斷地震對應的孕震構造與評估後續的潛在危害。 

 

    另外志工們在平時，也可透過這個回報系統來分享地球科學景觀照片，除了

能在地震發生前熟悉系統的操作畫面及流程之外，藉此可向其他志工分享身邊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甚至做為自然景觀之旅或考察路線設計的參考。 

 

 

 

 

圖 6.6 公民地震震度回報系統，簡易版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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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志工災害回報 

    為了在地震發生後第一時間快速地通知各位志工，我們建立了一個志工管理

系統( https://openisdm.github.io/volunteer/#/ )，志工需先註冊，並加入我們的專案

(台灣地震科學志工--環境災害志工報案系統)，當地震發生後，若此地震由專家

判定為災害性大地震，在地表有可能發生破裂或其他地震造成的災害時，我們將

會發電子郵件給各位已加入專案的志工，通知震央附近的志工們，如果可能的話，

請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協助前往鄰近區域視察是否有災害發生，並進行野外觀

察現況的即時通報 。 

    當志工在發現任何災害時，即可連上本系統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TSER/)填寫回報內容，不過志工在填寫之前請記得先

登入系統，並選擇志工專用的回報表單(有[志工專用]標籤之表單)，讓我們知道

您是已受過訓練的志工。 

 

填寫表單內容包含： 

1. 災害地點及名稱簡述（例：台東 土石流、花蓮 山崩、台南 土壤液化） 

2. 補充說明（例：災害範圍大小、落差、地理位置、災損情況等） 

3. 災害名稱（下拉式選單） 

        A. 地震斷層地表破裂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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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山崩 

        D. 堰塞湖 

圖 6.7 台灣地震科學志工回報系統的首頁(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TSER/)。 

https://openisdm.github.io/volun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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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土壤液化（包括噴砂） 

        F. 泥火山噴發 

        G. 其他 

4. 地點（可在地圖上點選[箭頭符號]標示災害所在位置，若無法使用自動

定位亦可手動點選地圖標示） 

5. 現場照片 

6. 拍照面向方位 

 

地球科學景觀分享 

    除了地震發生時，志工可回報各地災害外，本系統也提供志工們上傳各式

的地科景觀照片，分享的內容包含： 

 

   1. 地點及地球科學景觀(例如：池上 活動斷層、新店 順向坡) 

   2. 描述 (例如: 砂頁岩互層、順向坡高約 30 公尺寬 50 公尺)  

   3. 位置(在地圖上點選[箭頭符號]自動定位) 

   4. 相片 

   5. 景觀分類 [可複選] 

A. 地質 

B. 天文 

C. 海洋 

D. 大氣 

圖 6.8 台灣地區地震回報及地球科學景觀分享系統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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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流園地 

 

對各種平台的意見回饋請私訊 TEC 粉絲團- 台灣地震科學

中心 https://www.facebook.com/TEC.TW/ 在這裡除了回報各式各

樣的志工問題之外，你可以看到每次研習活動訊息及資源分享。 

 

 

 

 

 

https://www.facebook.com/TE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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