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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 CEO 教育委員會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Outreach

 建立一個地震知識教育中心，在地震發生時可
以快速地對民眾和媒體有所回應。
 地震資訊即時化、資料庫化，以促進地震資訊的交流

 加強大眾對地震的認識

 地震科學推廣 (各階層對象的教育)
 教育平台雲端化

 地震學園 (陳卉瑄團隊) & 台灣捕震網 (梁文宗團隊)

 彙整台灣學者在地震研究上的貢獻

成立宗旨

2014 年 CEO團隊成立

由氣象局、各大學及研究單位之專家學者組成

http://katepili2003.wix.com/future-eq-school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index.php/qcn-tw


台灣地區地震科學資訊系統

 Taiwan Earthquake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 
(T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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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永續計畫

 計畫主持人：李建成、梁文宗、蕭乃祺、張建興

 目標：在顯著地震發生時，快速收集所有即時科學成果，
並整合其他地震相關空間資訊，以建立一個可供學者參
考，同時與民眾及媒體溝通的平台。

 方法：由氣象局速報結果觸發各個子系統，透過高效能
計算取得近即時的震源機制、高密度震度及同震變形等
資訊，並結合背景地體構造資料庫、活動斷層、地質圖、
背景地震活動及震間變形等，套疊在網路空間資訊系統
成為台灣地震科學資訊系統網路平台。設置輪值科學家
負責專家意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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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地體構造資料庫

01:花東縱谷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02:東台灣蘇澳花蓮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03:宜蘭平原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04:沖繩海槽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05:花東外海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06:台北都會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07:桃園新竹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08:苗栗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09:台中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10:南投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11:嘉義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12:台南高雄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13:屏東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14:台灣西南外海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15:中央山脈南段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16:蘭嶼綠島地區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17:中央山脈中段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18:台灣東北釣魚台列嶼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19:台灣海峽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20:隱沒帶地震

李建成， 2015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01.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02.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03.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04.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05.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06.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07.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08.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09.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10.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11.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12.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13.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14.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15.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16.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17.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18.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tectonic/19.html


台灣地區地震科學資訊系統



2016/02/05 19:57 ML6.4 高雄美濃地震



近即時CWB+Palert+BATS震度資訊



彙整專家意見

TEC教育推廣委員會(CEO)

即時討論

1. 總結現有的地球物理與

地表地質觀測結果

2. 討論區域構造特徵

3. 研判孕震構造

4. 解釋災害的可能成因

5. 其他相關科學議題



背景圖資套疊應用

• Geology
• Co-/Inter-seismic deformation
• Seismic intensity

• Active faults
• Background seismicity
• Seismic intensity



台灣的地震常識

地震發生率 地震分布 歷史地震



App for Android Mobil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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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TESIS即時地震資訊平台彙整)

Work Flow for 即時地震資訊彙整

 針對重要地震作即時地震資訊彙整 (最近發生的編號地震 link)

(<20 秒)
氣象局速報 P-alert 即時震度速報

(1~10 小時)
地體構造與地質解釋 前人相關研究報告

(1~10 分)
震源機制解 背景地震活動 歷史地震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2014-05-21 花蓮鳳林地震
2014-12-10 基隆外海地震
2015-02-14 台灣東部海域地震
2015-03-23 台灣東部海域地震
2015-04-20 台灣東部海域地震
2015-04-25 尼泊爾地震
2015-10-26 阿富汗地震
2016-01-03 緬印邊境地震
2016-02-06 高雄美濃地震

 發布即時地震教材
 Rapid ppt report of earthquake 

on FB & TEC website in 1~24 
hours   link

 地震辭典  link

 中英對照辭典，幫助了解地震專有
名詞及定義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new/
http://serengeti.earth.sinica.edu.tw/CEO/latest.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CEO/latest.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material_list.php
http://tec.earth.sinica.edu.tw/admin/Gquery.php










台南高雄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此區域位於台灣造山帶中褶皺逆衝帶的最南端，同時也是最年輕的部分。因呂宋島弧(屬菲律賓
海板塊)與中國大陸邊緣(屬歐亞板塊)的斜向聚合自北向南發展，此區域的褶皺逆衝帶約一至兩
百萬年前才開始發育，至今仍相當活躍，其構造以一系列南北走向近平行的逆衝斷層與相關的
褶皺為主，由西向東分別為：後甲里斷層、小岡山斷層、平治斷層、龍船斷層、旗山斷層、與
潮州斷層。除了這些活動逆衝斷層，台南高雄地區的快速地殼縮短變形也集中在此區域廣泛分
布、厚達數公里的古亭坑層泥岩中的褶皺變形。這些逆衝斷層與相關褶皺至今，不論是歷史紀
錄或地震儀器監測紀錄，都沒有發生過大型地震；因此針對此區域的活動構造長期監測其活動
至關重要。

From JCLee (李建成博士)

台南高雄地區紀錄過的大型
地震皆發生於平移斷層。如
1946年規模6.9的新化地震，
發生於東北東走向的新化平
移斷層，長度三十餘公里，
截穿小岡山斷層北段並延伸
進海岸平原區。斜向截穿此
區域褶皺逆衝帶的左鎮斷層
也是台南高雄地區潛在的發
震斷層，2010年發生規模
6.3的甲仙地震被猜測可能是
此斷層深部活動所造成，但
仍缺乏確鑿證據。

台灣活動斷層分布圖
(2012,地質調查所)

盲斷層?



震源機制的輻射效果

厚層泥岩與土壤液化等地表效

應，以及房屋不符耐震標準是

一般造成損害的主要因素。

然而這次地震在台南造成那麼

大的災情，上述原因、破裂方

向性外，或許更簡單的解釋是

震源機制本身造成的能量輻射

效應，單是點源的模擬結果就

可以看到台南高雄一帶的地表

加速度PGA極大，而北台灣與

台灣南端的震動就相對小許多。

右方震源機制上的橘紅箭頭代

表輻射方向，與斷層面夾45

度角，指向台南區域。

From Dr. Shiann-Jong Lee (李憲忠博士)

震度與災害關係



震央附近之背景地震活動與地震波速度構造

黑色叉號為1994~2009.6 以hypodd方法重定位的背景地震活動資料 (Data Source : Dr. F.T. Wu)

沿東西剖面作圖可見本次主震(紅色星號)和餘震群(紅色叉號)在空間分布上有一段差距，
餘震群深度較深，接近地殼與地函的交界。
紅色海灘球為過去較大地震之震源機制。背景顏色為速度構造，此乃藉由地震波穿透介
質的波速快慢與折反射的強弱來呈現域性的地層結構，地震波的速度及穿透性與岩石的
性質及溫度有關，一般以Ｐ波波速7.5-8.0 km/s來界定莫何面的位置。

Tomography From (郭陳澔博士)

餘震主要在台南下方?



台灣孕震構造

From TEM
(Taiwan Earthquake Model)

震央位置在旗山斷層以及潮州斷層兩個地表活

動斷層的交界附近。根據2015年所評估的孕

震構造結果顯示，未來30年南台灣地區發生規

模大於6.5地震的機率為64%。本次地震發生

凸顯此圖對台灣未來地震災害評估的重要意義。

未來西南台灣發震機率較高



台灣地震危害度

From TEM
(Taiwan Earthquake Model)

利用地震目錄、震源機制目錄、衰減公式，以及活動斷層參數資料庫，評估台灣地區之地震危害度。根據各斷層

的回歸週期，評估未來五十年各活動斷層發生地震之機率。為了呈現對不同建築結構之地震危害，分別呈現地表

加速度（peak ground acceleration，簡稱「PGA」）、加速度反應頻譜（spectral acceleration）0.3秒（簡稱

「SA 0.3 Sec」，對應約樓高三層之建築物）以及1.0秒（簡稱「SA 1.0 Sec」，對應約樓高十層之建築物）之地

震危害分布圖。結果顯示，較短回歸週期之活斷層，未來發震機率較高（斷層呈深紅色），且該斷層周圍具有較

大之地震危害度；相對地，無活動斷層（如：中央山脈地區）或附近斷層回歸週期較長，地震活動較不活躍之區

域（如：台灣北部），地震危害度相對較低。此評估結果對於後續地震風險評估以及國土規劃提供重要資訊。

http://tec.earth.sinica.edu.tw/TEM/index.php

簡介地震危害度

詹忠翰博士提供



未來改進方向

 提高第一時間彙整訊息的正確性

 避免爭議內容

 一週後發布之地震結報 (含餘震分布，同震分析初

步結果)

 前人相關研究之引用須更完整



震央附近之背景地震活動(及主餘震分布)

氣象局重新定位後結果顯示，地震8日內較大規模(M>2.5)的餘震主要發生在主
震西方較深的位置，與原先甲仙及美濃主震附近之地震帶有明顯分離。

2010甲仙
地震

本次地震

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