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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研究規劃與整合服務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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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業務方面，TEC 本年度繼續提供研究同

仁的英文潤稿服務，協助研究同仁有效率地發表研

究成果，103 年度協助潤稿服務的文章有 13 篇；統

計至計畫年度結束申請 TEC contribution 的文章有

10 篇，同時將歷年來申請之文章彙整成資料庫，並提

供文章連結網址與歷年申請的統計結果皆置於網頁

上供使用者查詢(如圖一和二)。於執行期間協助大

型科學任務計畫辦理研討會及相關活動，如：(1) 與

台灣地震模型(TEM)計畫舉辦六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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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已陸續完成兩

場演講，今年度最後兩場分別已於花蓮和南投舉辦(請

參考圖三及圖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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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每次演講後舉辦科學與談，讓民眾能從直

接與學者的互動中，傳遞新知並解決對於地震的疑惑，

另外，於花蓮場次的演講更舉辦野外地質調查的活動，

藉由現地的勘察能從中獲取更多地震相關的知識。(2)

協助前兆預警計畫每半年邀集相關研究學者舉辦一次

圖一、申請TEC Contribution No.的文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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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舉辦地震學術研討

會，例如： 2015/04/20 臺灣東部海域地震學術研討

會。(4) 此外亦協助相關單位舉辦國際研討會，如：

「第八屆世界華人地質大會」等。TEC 主辦及協助的

相關會議及參加人數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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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申請TEC Contribution NO.的歷年統計圖。 圖三、歷史地震系列演講宣傳海報。 

圖四、歷史地震演講活動實況。 

表一、2014-2015年TEC舉辦及協辦的會議 

項次 會議名稱 參加人數 

1 Antelope地震資料處理軟體工作研習會 20 

2 台灣地區地震活動暨前兆分析討論會(104/2/11) 95 

3 第八屆世界華人地質大會 300 

4 歷史地震第五講1951年花蓮台東地震 52 

5 臺灣東部海域地震學術研討會(104/04/20) 90 

6 台灣地區地震活動暨前兆分析討論會(104/8/11) 90 

7 歷史地震第六講1845 1848 台中彰化地震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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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參展活動 

過去 TEC 的行政業務主要以舉辦與協辦會議

為主，近年來為要積極地推銷台灣地震中心的功能

與任務，於今年再次參加於文化大學舉辦的 104 年

度地質與地物聯合學術研討會(圖五)，現場展示

TEC 的服務內容與學界研究成果並發送TEC 的相關

簡介，讓參加的學者得知 TEC 目前的主要業務與成

果，的推廣以利於增加資料與儀器的使用率；同時

為了拓展台灣地震科學中心國際上的視野，今年第

二次參加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學會(AOGS)會議(圖

六)，希望藉著參展的機會，除了向國內外的與會人

員介紹 TEC 的主要功能以及協助推展的各項研究成

果之外，也和其他國家參展的相關學術單位進行交

流，在提升 TEC 能見度的同時，並能汲取各單位多

元服務的新知，以期日後能在支援地震科學研究任

務和普及地震科學教育的工作上持續精進。 

根據去年的經驗，今年一樣透過有獎徵答的方式

和與會人員進行互動，由於展區恰好緊鄰 NASA，現場

與會人員絡繹不絕，相當熱絡。題目當中涵括 TEC 科

學任務中的主要成果、地震時事與地震相關知識等，同

時宣傳 TEC 的業務成果、台灣地震科學的進展，以及

一般地震知識，另外也搭配 TEC 簡介及資料中心繪製

的台灣地震活動分佈紙模型，進一步來解說發生於台

灣的地震活動及地體構造等小常識。 

今年到訪的來賓多為來自日本、韓國、印度、馬

來西亞、菲律賓、中國大陸等國家的學者或學生朋友，

部分國家的研究單位也仔細詢問台灣的地震科技發

展，並且主動提到未來與台灣學術單位進行合作的可

能性。 這次 TEC 在 2015 年 AOGS 年會的參展活動，

不僅落實 TEC 成立宗旨中推廣地震科學教育的目的，

也成功地將台灣的地震科學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圖五、參加104年度地質及地球物理聯合學術研討會 

圖六、參加2015 AOGS 國際研討會 

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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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通訊季刊 (Newsletter) 

除此之外，為了讓研究學者能更了解 TEC 儀器

中心及資料的整合的服務，以及其它成員目前的研

究成果，自 102 年九月起開始發行 TEC 通訊

(Newsletter)季刊，截至 104 年八月已發行八期季刊

(圖七)，每季介紹多元的服務平台以及可供使用的資

料內容，並刊登 TEC 成員已發表的文章，提供會員從

中汲取知識與獲取不同的研究看法； TEC 通訊上也

會紀錄目前各儀器的使用現況與新採購儀器的數量與

產品的介紹，讓使用者能快速掌握訊息並充分的利用

所採買的儀器。 

圖七、至 104年所發行的季刊。 

◆ 教育推廣委員會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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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來，針對重大地震，如發生於 2014 年 12 月 10 日規模

6.8 的基隆外海地震、2015 年 2 月 14 日規模 6.1 的台灣

東部海域地震、2015 年 4 月 20 日規模 6.2 的台灣東部

海域地震，甚至是規模 7.8 尼泊爾地震和規模 7.5 的阿

富汗地震，TEC-CEO 將所彙整的資訊製作成簡報放置

網頁上(如圖八)，集結成資料庫收藏，並提供學界及民

眾下載，除可當作地震時事的教學材料，亦可是媒體報

導使用的資訊。未來整個 TEC 教育推廣的網頁介面設

計將兼顧科學研究及一般民眾，依使用目的和教育程

度分類，提升各階層自我學習的效果，將加入地震辭典

的功能，查詢相關的專有名詞，利用圖示的方式使內容

淺顯易懂。歡迎大家提供意見及主動參與規劃。 

圖八、TEC-CEO 彙整的重大地震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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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與資料服務 

儀器中心及資料中心的工作協助許多研究

計畫的執行及資料彙整。儀器中心由劉忠智研究

正技師負責，以『共同使用、集中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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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資料中心由梁文宗研究副技師負責，以『資料標準

化、公開化』的模式運作，提供做為國內地學研究的

公共服務平台。 

儀器中心自成立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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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年度

新增設的精密衛星定位儀、單波道地震記錄器、

Geophone 和使用於 RT125A 設定與資料下載的連接

裝置，並且都已開放國內學者申請使用，本年度各儀器

的使用率如圖九顯示。 

為提高地物儀器的使用率並加強地球科學相關

科系學生對地球物理測勘之了解，103 年開始支援各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之地球物理實習課程，授課教師於

線上系統提出申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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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十，從執行

開始已有六位老師申請如表二所示。 

圖九、104年度TEC儀器中心各項儀器使用率。 

圖十、協助地球物理探勘課程活動儀器實行教學。 

表二、地球物理實習課程申請名單。 

申請日期 申請學校及系所 課程名稱 

2014-09-22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質學 

2015-03-04 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 地球物理學概論 

2015-04-3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科學所 野外地球物理探勘實習 

2015-06-08 中正大學 地球物理探勘 

2015-06-08 文化大學地質系 地球物理探勘 

2015-06-2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地球物理學 

◆ 儀器中心(TE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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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 辦公室已協助完成儀器中心建立 TEC 儀

器管理系統(圖十一)，統一管理儀器的申請、借出、

到期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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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也可以藉由系統計圖表的功能，更有

效率地得知目前儀器的使用狀況。 

圖十一、TEC 儀器管理系統網站。 

 

今年 TEC 採購由地球科學所電子室所自行組

裝的 AS-1 地震儀 10 部(圖十二)，希望藉由簡易的地

震儀與動手組裝的部分，加深同學們對於儀器執行

的物理原理，並且可延伸至地震波形的記錄過程和

處理波形的應用的推廣，而目前已提供於成大資源

工程系、台大地質科學系、國立科學工藝館、國立花

蓮高中、國立羅東高中、國立鳳山高中、國立暨大附

中和國立大里高中。 

圖十二、手做地震儀A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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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科學資料中心(TEC Data Center, 

TECDC)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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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S)海底地震儀觀測網、(5)台灣南

部長微震(tremor)觀測陣列，以及(6)高雄山區土石流

與山崩活動監測強震網。這些資料經資料中心處理

及初步品管之後，已建成網路資料庫(2008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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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2011,SLIDE)，將依據資料公開辦法開放對國內同

仁服務。與儀器中心合作進行資料處理相關的技術推

廣教育方面，TEC 持續舉辦地震儀安裝與 Antelope 套

裝軟體操作講習，而本年度於 2015 年 1 月 22-23 日在

中研院地球所舉行第六次 Antelope 地震資料處理軟體

工作研習會，主要介紹的內容包括建置標準地震波形

資料庫、操作自動地震地位以及使用 Antelope 相關工

具程式，希望藉此協助多所大學相關系所設置地震觀

測站與資料管理。資料中心近來不斷研發即時震源機

制的自動解算系統，採用國際間相對成熟的波形反演

技術，已運用台灣寬頻地震觀測網(BATS)的波形資

料，陸續開發出 gCAP、FMNEAR、AutoBATS，以及

W-Phase 的震源解算系統，彼此間的一致性是震源機

制解可靠度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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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郭博士已於今年退休，此一 GPS

資料服務平台已面臨重大挑戰。  

台灣地震模型多年來由鄭世楠副教授進行歷史

地震相關資訊的彙整，並與學者及一般大眾共享，並

且數位典藏文獻資料庫。文獻資料庫中顯示從台灣

百年來(1898-1997 年)十大災害地震，其中就有五例

發生在西南部區域，再加上中央地質調查所研究報

◆ 資料中心-地震資料 

◆ 資料中心-GPS資料 

告指出，此地區附近的車籠埔斷層、彰化斷層、九芎坑

斷層、梅山斷層和觸口斷層等都有較快的年平均滑移

速率，都被評估為具有較高的錯動機率。面對如此巨大

的震災威脅，勢必得更清楚地掌握該區域場址及地動

特性；因此 TEC 博士後陳俊德博士以微地動陣列分

◆ 台灣地震模型-台灣西部平原之速度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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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台灣西部平原之剪力波速度構造，並且在此

區域內進行了 45 個微地動陣列量測，以求得

這些場址的一維剪力波速剖面。微地動陣列法

能得到準確的沖積層速度模型，是考量場址效

應相當重要的依據，台灣西部平原區的沖積層

相當厚，對此區域的場址效應必須考量到更完

整的沖積層厚度，如 600 公尺/秒的工程地盤深

度，這已經是目前國外的研究趨勢(如圖十三)，

因此本研究提供了工程地盤剖面，可供國內研

究測試之用，也可提供強震數值模擬更精確的

淺部構造，以提高其模擬之準確性。希望藉此

提供地震數值模擬境況分析的精確速度構造，

更進而完成台灣地震危害潛勢圖。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103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圖十三、Vs=600m/s等速度(工程基盤)輪廓圖。 

 

結語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 TEC)，成立於 2005 年，主要負責整合國

內現有的研究資源，並彙整國內各單位的研究成果，積極服務學界以促進研究水平，同時也著重在將科學

知識轉化為應用科技來回饋社會，並持續推廣地震科學與防護教育。 

下一階段的 TEC，我們希望能將 TEC推廣，並以三方向發展，持續推廣地震科學教育、階段性地完

成地震科學任務、協助建立共用後援設備平台。讓台灣地震科學中心成為更廣域的地震中心，結合科學及

教育，將科學知識運用科技，落實至社會面，使其與社會大眾密切結合，成為國內地震研究、科技及地震

防災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