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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研究相關資訊， TEC 網頁於今年改版(圖

二)。新版的網頁架構，以使用的方便性為首要

考量，內容除了提供 TEC 的相關資訊外，也提

供氣象局與學界的即時地震資訊、國內重要任

務型計畫介紹，以及 TEC 的最新出版品，讓使用

者透過網站即能一目了然地掌握最新的地震訊

息與學界動態；除了排版與架構上的更新之

外，新版的網頁也增設英文網頁，期能與世界接

軌，以推廣台灣地震科學的研究成果，增進地震

科學的國際交流。 

在一般業務方面， TEC 本年度除繼續提供

研究同仁的英文潤稿服務，協助研究同仁有效

率地發表研究成果外，亦於 102 年九月開始發

行 TEC 通訊(Newsletter)季刊，每季的季刊除例

行性介紹 TEC 的近況外，同時也積極邀請國內

學者介紹其最新的研究動態，並彙整成員們最

新論文發表情形並提供相關的會議與活動訊

息，期望透過 TEC 季刊的發行使大家更了解現

今地震學界的發展。截至 103 年 11 月底止已發

行四期(如圖一)。 

另外，為了更有效率地提供使用者更豐富 

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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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研究規劃與整合服務 (I) 

前言 

 1999 年的九二一集集大地震重創台灣造成巨大的災害，當時學界齊心投入「地震及活動斷層

研究」的跨部會重大科技計畫，獲得不少重要成果。為延續並提升此一重要計畫的動能，國內地

球科學界於 2005 年提議規劃成立「台灣地震科學中心」(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 

TEC)，負責整合國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並彙整同仁的研究成果，積極服務學界以促進研究水平。 

圖一、TEC Newsletter 第一至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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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102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同時TEC 於執行期間也主辦研討會及協助

大型任務型計畫舉辦相關活動，如：(1) 規畫與

「台灣地震模型(TEM)計畫」舉辦九場「塵封的

裂痕- 歷史地震推廣與教育系列講座」，同時錄

製影片記錄提供社會大眾於網路上觀看；(2) 

協助前兆預警計畫每半年邀集相關研究學者舉

辦一次「台灣地區地震活動暨前兆分析討論

會」，共同研討地震前兆及預警現況的發展與成

果；(3) 針對台灣地區發生較大顯著地震時，與

氣象局合作機動舉辦地震學術研討會，例如：

2013/10/31 瑞穗地震學術研討會、2014/02/12 大

屯山地震學術研討會等。 此外亦(4) 協助各相關

單位舉辦國際研討會，如：「Seismology Forum 

meeting 2014 Recent advances and new findings 

in Seismology」， (5) 舉辦地震相關的研習活動， 

例如「歷史地震儀組裝教學研習營」 。表一為

TEC 主辦與協辦的相關會議及參加人數。 

 

圖二、TEC 新版網頁頁面。(左圖為新網頁的首頁，右圖為內頁網頁的內容)。 

項次 會議名稱 參加

人數 

1. 歷史地震第一講1867 年基隆地震 60 

2. 1031瑞穗地震學術研討會 53 

3. 台灣地震預警與前兆現象整合研究之潛

在防災應用(III)檢討會 

15 

4. 歷史地震第二講1862年台南地震 80 

5. 台灣地區地震活動暨前兆分析討論會 130 

6. 0212大屯山地震學術研討會 184 

7. Seismology Forum meeting 2014 Recent 

advances and new findings in Seismology 

132 

8. 2014 Taiwan-Japan-New Zealand Seismic 

Hazard Assessment Meeting 

80 

9 歷史地震第三講1906梅山地震 60 

10. 臺灣地區地震活動暨前兆分析討論會 97 

11. 歷史地震第四講暨921集集地震15週年

研討會籌備會議 

18 

12. 歷史地震儀組裝教學研習營 25 

表一、2014年舉辦及協辦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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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 

教育推廣委員會的成立起因於 2014 年 2 月

12 日台北市政府北方 11.8 公里處(大屯火山

區)發生規模 4.0 的地震，當時引起不少恐慌，因

此科技部希望大地震發生時可以提供給媒體與

民眾正確的地震資訊，而不致無所適從。因此

TEC 於 2014 年 2 月決議成立教育推廣委員會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Outreach, 簡稱

CEO)，委員會設有召集人(台灣大學地質系曾

泰琳)除主任及執行祕書為當然委員外另有七

位委員(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所李建成、

李憲忠、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徐澔德、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郭陳澔、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陳卉

瑄、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景國恩以及

東華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顏君毅)。委員會除了

協助 TEC 執行地震科普教育的推廣工作外，最

主要希望在地震發生後能迅速有效地將正確的

地震相關訊息、知識及常識等，傳遞給一般大眾

及媒體。針對國內重大地震，TEC-CEO 也將彙

整資訊並製作成簡報，除供學界參考使用外亦

歡迎民眾下載，或供學校教師當作地震時事的

教學材料及各大媒體報導使用的資訊，TEC 將

陸續集結成資料庫收藏。  

教育推廣的目的主要在於地震知識的向下

扎根與普及。臺灣地區地震事件頻繁，經歷四百

年來地震歷史記錄的累積，留下了豐富的文獻

資料與百年來的各式地震儀器，為透過這些珍

貴紀錄讓大眾了解災害地震對生活的影響，

TEC 與 TEM 計畫、各地政府，以及學校單位聯

合主辦了「塵封的裂痕- 歷史地震推廣與教育系

列講座」(請參考圖三及圖四)，邀請鄭世楠教授

娓娓道來過去地震對台灣人民帶來哪些的巨大

變化，同時邀請各大學地震學家於演講後與民

眾近距離科學與談，並將過程錄製影片提供大

眾於線上瀏覽，藉此將災害地震造成的影響與

改變等知識傳遞給一般大眾，以因應未來可能

再面臨的災害地震。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102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圖三、歷史地震系列演講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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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歷史地震演講活動實況。上圖為1862台南演講的照片，下圖為1906年梅山地震演講的照片。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102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103 年八月更透過與氣象局及車籠埔斷層

保存園區合作。一同舉辦古地震儀器組裝研習

活動，透過資深專家劉玉龍主任的巧手，將退休

不再使用的百年老地震儀一一拼湊起來，並且

圖五、歷史地震儀組裝研習營。 左圖為大森式水平地震儀的解說實況，右圖為威赫式水平地震儀組的過程。 

進行錄影拍攝，完整記錄塵封已久的老地震儀

所有的組裝過程，讓這些歷史瑰寶的意義得以

保存與流傳(圖五)。組裝完成的老地震儀目前正

在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進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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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參加 103 年度地質及地球物理聯合學術研討會 。 

為使地震科學相關訊息能儘速地傳達給

學者及一般大眾，TEC 於 2013 年開始發行通

訊(Newsletter)季刊，每三個月報導相關的研討

會或活動訊息、新增的儀器與資料及其使用的

近況。彙整近期的論文發表情形並積極主動邀

請國內學者介紹各團隊最新的研究動態，能透

過發行 Newsletter 的方式提供會員從中汲取

新知並交換意見。教育推廣也是 TEC 的重點

工作之一，目的是讓學生與一般大眾能更瞭解

學術界關於｢地震｣做了些什麼，進而關心地震

研究與防災的重要。 

此外 TEC 與資料中心及儀器中心合作，

不定期舉辦 Antelope 地震資料處理軟體的工

作研討會，訓練地震研究人員如何運用這套軟

體來處理大量的地震波形資料，減輕同仁的負

擔；同時為提高地物儀器的使用率並加強學

生對地球物理測勘的了解，今年首創支援各大

專院校相關科系之地球物理實習課程，授課教

師可於線上提出申請，儀器中心將配合於預定

時間派員至各校協助教師進行實習課程教學。 

過去TEC 的行政業務主要以舉辦與協辦會

議為主，為了主動宣傳 TEC 的功能與任務，103

年度首次參加｢地質與地物聯合學術研討會｣

(圖五)，並發送 TEC 相關的簡介摺頁，讓參加的

學者得知目前 TEC 提供的服務內容，以利於擴

大儀器與資料的使用率。同時為了拓展 TEC 在

國際上的視野，今年亦首次參加在日本北海道

舉行的｢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學會(AOGS)｣會

議(圖六)，由於此會議逐漸受到亞太地區學者之

重視，參加者與日俱增，藉由參展的機會，我們

向與會者介紹TEC 的主要功能與彙整的研究成

果，同時與其他國家的相關單位相互交流與學

習以儲備 TEC 多元服務的能力，成為支援地震

科學研究任務與普及地科教育的強有力後盾。

為參與此次大會，我們製作 TEC 的精美簡介，

採中英對照的版本，讓與會者透過簡介的內容

與現場有獎徵答的互動方式達到宣傳 TEC 的

目的，並且對台灣的地體架構與地震活動有初步了

解， 明顯地｢台灣地震科學中心｣已經向世界邁

進一步。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102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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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參加 2014 AOGS 國際研討會。(上圖為參場的攤位圖，下圖為當時有獎徵答的情況)。 

圖五、參加 103 年度地質及地球物理聯合學術研討會 ，會議期間有獎徵答互動的現況。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102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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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與資料服務 

◆ 儀器中心(TECIP) 

        儀器服務中心(TEC Instrument Pool)由劉

忠智研究技師負責，以｢集中管理、共同使用｣

的模式運作，提供現代化且性能良好的儀器設

備與技術支援，協助執行多個大型整合計畫之

觀測研究。 

        TECIP自成立以來至2014年為止，累積購

置的地震儀、強震儀、GPS觀測儀器、電腦工

作站、衛星傳輸、資料處裡軟體及相關週邊設

備，已經超過200套，並且都已開放國內學者

申請使用；103年度TECIP為了提高觀測品

質，研究將地震儀安裝於淺井內來避免地震儀

受到人為以及天然雜訊的影響，例如車輛行經

引起的地面振動以及日照與風對地表造成的變

化。使用淺井地震儀或直接將地震儀掩埋於地

面下的安裝方式是近年來國外學界新發展的趨

勢，已被證實能夠有效降低

地面背景雜訊。為能提供此

一類新增寬頻地震站的技術

支援，目前已發展了一套設

立淺井寬頻地震站的標準流

程，包含鑽井規格的制定以

及儀器的安裝方法，並透過

比較台灣寬頻地震網瑞芳觀

測站地表以及25公尺深淺井

地震儀的背景雜訊，證明淺

井地震觀測站能夠大幅降低

背景雜訊，尤其是在高於以

及低於海浪波的頻段。 

         除了觀測儀器方面有專

責技術人員協助各研究計畫

主持人推動野外實驗工作

外，並設有儀器委員會，負責協調科學家對新

儀器的需求，經科技部於103年5月29日開會決

議，科技部對於一般計劃， 將以不補助大型

設備為原則。在地物學門方面，為提高地震儀

器、地物儀器及GPS儀器的使用率，個人計劃

有關地震儀器、地物儀器及GPS儀器的需求，

在其未來購買及借用皆需於計畫申請前(每年8

月1日起至31日止)向TEC提出，由TEC儀器委

員會審查，審查結果於每年10月底前上網公

告，若有需新購之儀器將由TECIP統一統籌提

出申請。目前TEC辦公室正協助建立TEC儀器

管理系統(圖七)，統一管理儀器的申請、借

出、到期通知與續借等程序，讓使用者及管理

者能更清楚了解儀器現況。另外針對儀器借用

超過兩年者需每兩年繳回觀測原始資料之催收

工作亦將透過系統本系統來完成。 

圖七、TEC 儀器管理系統網站建置中。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102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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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科學資料中心(TEC Data Cen-

ter, TECDC)由梁文宗研究副技師負責。本年

度繼續維護台灣寬頻地震觀測網(BATS)的波

形資料庫，使用者日增。該計畫今年度繼續協

助國內大型地震觀測計畫的資料處理與管理，

這些計畫包括：(1)台灣寬頻地震觀測網

(BATS)線上資料庫、(2)跨越台灣海峽震測實

驗、(3) TAIGER 計畫期間四條南北向線形陣

列、(4)琉球島弧地體構造與地震學研究

◆ 資料中心-地震資料 

(RATS)海底地震儀觀測網，及(5)台灣南部長微

震(tremor)觀測陣列。這些資料經 TECDC 處理

及初步品管之後，已建成網路資料庫(2008NSS, 

2009NSS, 2008NSE, 2009NSE, ATSEE, RATS, 

TX2011)，只待正式的資料公開辦法確定之後即

可對國內同仁服務。過去幾年與儀器中心合作

進行技術推廣教育作，持續舉辦多次的地震儀

安裝與 Antelope 套裝軟體操作講習，協助多所

大學相關系所設置地震觀測站與資料管理。 

◆ 資料中心-GPS資料 

GPS 資料中心由中研院地球所郭隆晨博士

負責，GPS Lab 收集來自中研院地球所、中央氣

象局、內政部地政司、土地測量局、花蓮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台中市政府、台南縣政府、經濟部

地調所及各大學的 GPS 資料，約有 400 站，經由

自動化服務研究平台實際運轉，除可自動化計

算 GPS 資料平差、時間序列、分析、統計、製

作圖表、生產出各種分析所需的數據外，使用者

亦可直接在平台上利用已開發的輔助研究模

組，依個人所需設定研究地區範圍、指定時間起

迄，或不同分析模式選擇，很快地獲知所需的答

案，不用經過冗長的編輯整理再送進套裝軟體

中分析、繪圖，更不需花時去熟悉套裝軟體之寫

作與操作程序。任何有無經驗的使用者皆能輕

易操作本平台，而獲得其所要的訊息與研究成

果。近 2 年的使用人次超過 2 千，平均每個月有

100 人次的使用。 

結語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成立近十年以來，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努力推動地震科學相關的各方面研

究，並且在儀器及資料整合服務方面做出許多重要的貢獻，往後仍將秉持設立的宗旨，繼續落實

各項規劃的任務。下一階段的 TEC 將朝著三大方向發展：階段性地震科學任務的落實、地震科

學與防災教育的推廣、儀器與資料服務平台的精進，讓台灣地震科學中心成為更廣域的地震中

心，並結合科學教育與現代資訊技術將科學研究成果轉換成防災科技，回饋給社會大眾，期能真

正擔負起地震減災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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