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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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協助潤稿服務的文章有 20 篇，其中申請 TEC contribution number 的文章有 12 篇。 

◆ 行政業務支援 

104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2016/11/30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研究規劃與整合服務 (Ⅲ) 

前言 

 
1999 年的九二一大地震重創台灣並造成巨大的災害，也因而激發研究人員更積極地探討台

灣地區的地震活動、地體構造與防震減災等問題。隨後國內地球科學界提議規劃成立「台灣地震

科學中心（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 TEC）」，協助彙整國內的研究成果，並且整合研

究資源，以提供給學界最佳的資料與儀器使用的公共服務，最終以促進台灣地震科學研究水準的

提昇為目標。 

這幾年 TEC 的服務項目日益擴增，主要內容包括了行政業務支援、會議與展覽安排、協助任

務型研究計畫的推動、負責地震科學的教育推廣等等，詳細的服務項目與成果可以在 TEC 的官網

取得： http://tec.earth.sinica.edu.tw。以下按各細項報告本年度的工作成果。 

潤稿服務 

會議活動安排 

計畫執行期間同時也協助大型科學任務計畫辦理

研討會及相關活動，如：自 103 年度起規劃協助台灣

地震模型(Taiwan Earthquake Model, TEM) 計畫舉辦

「塵封的裂痕- 歷史地震推廣與教育系列講座」共六

場，最後一場歷史地震演講已於 104 年 10 月舉辦順利

結束(圖一)，並將六場演講的影片記錄存放在 TEC 的

出版品網頁，提供社會大眾於線上觀看，透過影片將災

害地震造成的影響與衝擊，傳遞給一般大眾，藉此教導與提供防災的認知，以因應未來可能再面

臨的災害地震；此外，TEC 協助前兆預警計畫每半年邀集地震前兆相關研究學者舉辦一次「台灣

圖一、歷史地震系列演講活動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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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地震活動暨前兆分析討論會」，共同討論地震前兆及預警的現況、發展及成果；而一旦台灣

地區發生較大地震時，TEC 即刻結合學界力量，機動舉辦地震學術研討會，例如 105 年 2 月 6 日

高雄美濃地震學術研討會等，同時也和相關單位合作，舉辦大型，甚至是國際型的研討會，如與

中央氣象局合辦 「Seismology Forum Meeting 2016: the 0206 Meinong earthquake」、協助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舉辦「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Effects of Surface Geology on Seismic 

Motion ESG5」等。TEC 主辦及協辦的相關會議、活動參加人數如表一所示。 

項次 會議名稱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1 歷史地震第六講--1845年 1848年 台中彰化地震 104/10/03  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 86 

2 105/02/06 ML6.4 高雄美濃地震學術研討會 105/02/17  氣象局 280 

4 台灣地區地震活動暨前兆分析討論會 105/02/23  氣象局 82 

3 
Seismology Forum Meeting 2016: The 0206 

Meinong Earthquake 
105/03/10  中研院地球所 118 

5 
105年度全國地球科學教師研習暨第一屆地震科

學志工研習營 
105/07/13-15  中研院地球所 80 

表一、104-105年舉辦及協辦的會議 

104 年 10 月底協助中研院地球所全院開放日的科普展示

活動(圖二)，透過闖關的活動設計吸引參訪者的目光，並以簡

易的地震與斷層模型，搭配互動的地震遊戲，向參與的民眾傳

達淺顯易懂的地震知識，現場反應十分熱烈。  

◆ 大型會議活動參展 

中央研究院院區開放日活動 (104/10/30) 

圖二、中央研究院開放日活動實況 

TEC 十周年記者會 (104/12/02)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於 2005 年創立以來，至今(104)年

已屆十年，因此於 104 年 12 月 2 日在科技部舉辦十周年記者

會(圖三)，透過媒體和大眾傳播向一般大眾展示 TEC 協助完

成的成果研究與服務平台。記者會由科技部錢宗良次長致詞，

自然司司長陳于高主持，邀集黃柏壽、林正洪、李建成、李憲

忠、吳逸民、徐澔德、曾泰琳、劉忠智、顏宏元等多位教授參

加，會中由馬國鳳主任介紹 TEC 成立十年來協助完成且持續運作的研究項目包含有儀器服務中

心、資料服務中心、國際間即時地震波形資料交換、海外地震觀測計畫、台灣地震科學資訊系統 

(TESIS)、台灣地震科學資訊系統 App、地震預警系統、即時計算地震學地震系統(RCS)、東部地

圖三、TEC十周年記者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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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研究中心、大屯火山觀測站(TVO)、

台灣地震模型計畫(TEM)等等，希望藉

由媒體的宣傳報導讓大眾了解學界在

地震觀測及觀測資料運用現況；在地

震預警方面，透過全台灣中小學整合建

置 581 個低價位的強地動觀測站，提供

線上的台灣即時震度資訊，能在地震發

生時，即刻獲取全台詳細的震度圖，作

為政府救災及研究的重要參考。民眾於

較大地震發生後亦可上網查詢教育委

員會彙整提供的地震科普檔案(ppt 格式)，檔案內容包含政府單位與學界的測報結果，並加入地震

地體構造與背景地震活動等資訊；其中重頭戲為公布 TEM 計畫中台灣地震危害度圖及台灣孕震

構造資料庫等最新研究成果(圖四)，這項成果能進一步結合地震工程及社會經濟的知識來分析地

震風險，瞭解台灣地區未來大地震的潛勢及其可能的社會經濟衝擊，將研究成果回饋到政府及地

方單位，以供地震防災規劃與社會保險等相關層面的應用。  

此外地震發生時，即時地震展示平台將自動整合氣象局提供的快速地震報告以及學界開發的

即時震源機制解算系統，在地震發生後數分鐘內，即可取得可靠的地震震源機制及各地震度以瞭

解地震斷層的破裂行為，並透過網路與資料庫中建立的地震地體構造、背景地震活動、地質與活

動斷層、地表變形以及歷史地震等結合，提供全面性的科學資訊，讓原本零碎的知識化為有意義

的重要參考訊息。這些資訊可再搭配台灣地震模型(TEM)的成果，提供政府單位和一般民眾在地

震防災與救災上的應用。  

圖四、TEC十周年記者會發表的台灣地震危害度圖 

國際安全博覽會(105/04/18-21) 

        為了積極地推銷台灣地震中心的功能與任

務，105年4月應防災產業協會邀請參加國際安全

博覽會(圖五)，推廣學界在地震預警、危害度分

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105 年 5 月參加每三年一次的臺灣地球科學

聯合學術研討會(Taiwan Geosciences Assembly, 

TGA)(圖六)，TEC 今年亦在 TGA 會場設攤來做宣傳與推廣，藉由有獎徵答的方式和大家互動，

互動的題目囊括許多地震領域的小知識，希望藉由相關的問答題，提醒大家重視地震相關的知識

圖五、國際安全博覽會參展實況 

台灣地球科學聯合會 (105/05/16-20)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104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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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防護的措施，同時也更了解 TEC 成立的主軸與

提供服務的資訊內容。 

中央氣象局局慶展覽 (105/07/1-05) 

105 年 8 月初參加在北京舉行的第十三屆亞

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學會(Asia Oceania Geoscienc-

es Society, AOGS)年會(圖八)，為了宣傳台灣的

地震科學研究成果並推廣地震及防災的相關知

識，TEC 今年仍藉由有獎徵答的方式和與會者互

動，透過輕鬆的問答，讓參觀者瞭解台灣地震科

學方面的主要成果，並提醒大家重視地震相關的

知識與防護措施，更能從中了解 TEC 成立的宗旨

與提供服務的資訊內容；本次與會的成員大多以

大陸地區的學生及研究人員居多，對於我們的有

獎徵答問題相當有興趣，也樂於和我們互動並耐

心聽我們講解，。甚至有某幾位外國學者對於我們

的問題很感興趣，特地到我們攤位來要求答全部

的題目。透過展示，將台灣地震科技的實力推廣

出去。 

TEC 於 103 年開始參加 AOGS 會議，這次是第三次參展，透過會議參展不僅讓亞太地區國家

的研究人員認識 TEC，更讓各國瞭解處於地震頻仍的台灣，科學家們在地震科學研究上所做的各

項努力。將來如有機會在其他大型的國際會議上推廣 TEC 及台灣的學術研究成果，我們都將戮力

以赴，爭取參展的最大效益。  

應邀參與 7 月初中央氣象局 75 周年局慶開

放參觀日(圖七)的展覽活動，現場展示簡易型地

震儀，讓參與的民眾能透過現場觀測自己跳動所

產生的震動波形，再介紹儀器記錄地動的過程，

希望能藉由實際的參與讓民眾能更了解地震儀

記錄地震的物理原理與方法。 

圖六、105年TGA參展實況 

AOGS 年會在北京(105/07/31-08/05)  

圖七、中央氣象局75周年局慶參展實況 

圖八、105年十三屆AOGS年會參展實況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104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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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科學教育與推廣 

由於地震科學進展快速而預警科技也日新月異，教師們對於地震教材也需常常更新，以求與

時俱進，才能將第一手的地震教育的知識深耕並傳遞給學生。因此台灣地震科學中心與基礎地球

科學學科中心（高雄女中）合作，於 105 年 7 月 13-15 日在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為中學

的地科教師們舉辦了「第一屆地震科學志工研習營」，研習的內容除了從地震科學的資源和教學

示例(圖九和圖十)，到 QCN 台灣捕震網，以及近年正夯的樹莓派微型電腦，並推出手做地震儀

(TEC-100)(圖十一)，僅需要利用一些簡單的材料，即可將地震化成可見的訊號，讓教師們未來也

可經由課程設計使更多學生對地震主題進行探究；同時也設計了一系列有關地震引發的天然災

害的相關課程，介紹其型態特徵和觀測的重點，並加入科學志工管理及回報系統的說明，期望將

來陸地致災的地震發生後，科學志工能在安全無虞情況之下回報野外的科學觀測結果。最後安排

一天與地震相關災害面貌的野外調查，前往了北濱、獅頭山公園、大屯火山觀測站和文化大學四

站，聽著講師述說山腳斷層或是台北盆地的歷史，猶如一幕幕地殼活動就在眼前展開。希望讓教

師們不僅可以從中獲取更多地震相關的訊息，更能判斷地震相關的災害現象，並於地震發生後回

報地震災害的位置與相關資訊，作為各項科學判識的第一手野外資訊。 

 圖十、志工營研習─桌遊活動 

 圖九、105年第一屆地震志工研習營活動實況 

圖十一、手做地震儀(TEC-100)組裝活動 

地震科學志工研習營(105/07/13-15)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104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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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 通訊季刊 

        持續發行TEC通訊(Newsletter)季刊，截至 105 年8月已發行十二期季刊(圖十二)，每期除

持續介紹多元的服務平台以及可供使用的資料內容，並彙整成員已發表的文章資訊等外，亦邀

請幾位TEC成員提供其研究近況，讓學界會員能從中汲取知識與獲取不同的研究看法並獲得更

多合作機會。透過TEC Newsletter 的科普文章亦讓社會大眾更了解學術界在地震科學研究的成

果。 

圖十二、TEC Newsletter 第九期至十二期 

TEC 教育推廣委員會成果 

        TEC 於 103 年 2 月決議成立教育推廣委

員會(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Outreach, 簡稱 

CEO)以來，針對國內外重大地震，如發生於

104年10月26日規模7.5的阿富汗地震、105年01

月03日規模6.7的緬印邊境地震、105年02月06

日規模6.4的高雄美濃地震、105年04月15日規

模7.1的日本熊本地震和105年05月31日規模7.2

的基隆外海地震，TEC-CEO 將所彙整的資訊製

作成簡報檔在TEC網頁上開放(圖十三和十

四)，由TEC集結所有內容並建置資料庫收藏，

提供學界、教育界及一般民眾下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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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使用目地分類，

提升各界自我學習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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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四、TEC-CEO 彙整地震即時教材—105/02/06美濃地震 

圖十三、TEC-CEO 彙整地震即時教材—104/10/26阿富汗地震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104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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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服務 

開發儀器管理系統 

TEC 與中研院網格中心和台大吳逸民老師的

團隊持續的維護地震預警觀測網(P-alert)(圖十五)

的網頁，確保資料於現地能傳回中研院，並且於中

央氣象局發布地震後能計算出各地震度的資料、

繪製出等震圖與其動畫檔案，讓民眾能於地震後

可以更了解此地震的分布狀況。除此之外，也協

助維護台灣地震資訊平台(Taiwan Earthquake Sci-

ence System Information System,  TESIS)(圖十六)

的系統，更持續整合學界的即時科學成果的套疊

資料，以利於提供討論地震物理及地質特性，並期

待可作為防震減災應變的科學依據。 

圖十五、P-alert即時震度資訊網頁 

 圖十六、台灣地震資訊平台網頁  

即時地震資訊系統管理 

TEC 配合儀器中心開發使用系統，透過多次

與儀器中心人員依據目前使用的流程，歸納出兩

大應用系統：(1)「儀器申請」系統(圖十七)，透過

資料庫的連動，讓 TEC 成員們可以快速地匯入基

本的申請資料，填寫完畢後也會一併發信提醒儀

器中心，系統網址為： http://tec.earth.sinica.edu.tw/

instrumentapply；(2)「儀器管理」資訊應用系統的開

發(圖十八)，依據儀器中心分工方式給予不同的

管理權限。將儀器分類別、屬性，並依各項目建

檔，更重要的是配合儀器的申請，可以條列出儀器

目前的數量統計圖、所在位置等資訊，未來也可以

利用資訊系統自動對申請人發出到期的通知信

件，以節省人力的付出。系統網址為：  

http://tec.earth.sinica.edu.tw/admin/instrument/mainpage.php。 

 

 
圖十八、儀器管理資訊應用系統 

圖十七、儀器申請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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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學會會員管理系統開發 

地震儀器與資料服務平台 

◆ 儀器資料與服務 

由於地物學會與 TEC 合作密切，且

仰賴地物學會補助的專業人士有逐年

增加的趨勢，在節省行政人力的考量

下，TEC 協助地球物理學會開發管理系

統(圖十九)，包含「行政管理」、「會員

管理」、「推薦教授線上評比作業」及

「獎章委員審核作業」系統。透過資訊

化流程管理，取代過去紙本的作業，便於

會員們申請出國補助，獎章委員更能透過系統清楚填審視申請人的背景資訊及上繳的各項必要

的資訊，進而直接給予申請補助會員評分，作為核定金額的依據。 

圖十九、中國民國地球物理學會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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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技師及王乾盈教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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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多個大型整合計畫之研究；

而資料中心由梁文宗研究技師

負責，以『開放式網路服務系統』的模式運作，提供國內地學研究的公共服務平台。 

儀器中心自成立以來至 105 年 8 月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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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各儀器的使用率如圖二十顯示。 

為提高地球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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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已有三位老師申請如表

二所示。申請實習課程支援的網址為： http://tec.earth.sinica.edu.tw/geoclass/index.php。 

圖二十、104年度儀器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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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申請學校及系所 課程名稱 

104-12-21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 地球物理學概論 

105-03-09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地球物理探勘 

105-05-16 中國文化大學地質學系 地球物理探勘 

表二、地球物理實習課程申請名單 

儀器中心除了儀器方面的專責工作人員外，並設有儀器委員會，負責協調科學家對新儀器

的需求，決定儀器使用規則並審核儀器的規格。儀器中心的工作人員除了負責整備儀器外，並

需協助各研究計畫主持人，推動野外實驗工作。為求公平的分配儀器資源，儀器中心除儀器外，

不對研究計畫提供額外的資助，而儀器中心本身亦不宜使用中心的儀器，進行一般研究計畫的

野外觀測實驗。 

儀器中心由儀器委員會提供縱向的監督管理並審核年度的使用計畫，在橫向工作方面，需

與台灣各地震相關研究計畫進行密切的聯繫與合作，並要求各計畫於實驗工作結束後，於一定

期限內繳交統一格式的觀測資料，由資料管理中心開放給其他研究者共同使用。儀器中心與資

料中心須以協同作業方式整合各研究計畫的觀測資料，並建置符合標準的作業流程及資料後續

處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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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新增約 60 位註冊使用者，國內外會員人數至今已有 471 人。從BATS

資料服務平台下載的年資料量(圖二十一)，104 年被下載超過 2441GB 的波形資料，105 年也已

被下載超過 106GB 的

資料量。TEC 資料中心

與儀器中心合作進行

技術推廣教育，繼續舉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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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行建置標準

地震波形資料庫。 

圖二十一、2008-2016年BATS資料庫的下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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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資料中心早期由中研院地球所郭隆晨

博士負責，目前改由中研院地球所的陳宏宇研

究技師接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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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 資料庫(GPS Data Center)以資料共同使用的方式運作(圖二十二)，因此向 TEC 儀器中

心借用之 GPS 儀器，無論是使用於臨時測站或是連續測站，皆需依規定填寫精密 GPS 衛星測量

紀錄紙，並按規定時間繳其交所觀測紀錄到的資料內容，以提供國內測地學研究之運用。 

圖二十二、中研院地球所GPS 資料庫平台。 

◆ 台灣西南部平原之淺層 S 波速度構造 

本計畫聘任的博士後研究學者陳俊德博士這幾年著力在台灣西南部的淺層結構探究，這個

地區大部分為沖積平原，其深厚之沉積層於地震發生時易伴隨強烈的場址放大效應，歷史上在

西部平原地區發生之地震易造成嚴重災害，近年來如99 年10 月發生的甲仙地震以及105 年2 月

發生的美濃地震，都在台南地區造成了重大災情。若要充分了解當地之場址效應進而利用數值

模擬方法預估地震造成之強地動分布，詳盡的了解淺部速度構造為第一要務。本研究為了獲得

西南部平原之淺層剪力波速構造，於西南部平原陸續完成 45 個微地動陣列施測及分析，其淺層

速度模型成果(Kuo et al., 2016)已能提供水平向平均間距約 10 公里之解析，該速度模型已能協

助提升 GMPE 或三維震波強地動模擬之精確度(Chen et al., 2016)。為了持續提升該區域速度構

造之精確度，本研究基於微地動陣列逆推方法之結果，搭配微地動基因赫氏法(GA-Haskell 

Method)，利用本區域內超過 1000 點之微地動測量點資料，以基因演算法格點搜尋每個測量點

位之速度構造，將水平向平均間距提升至約 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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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因赫式法計算擬合西南部微地動轉換函數，並

推估區域之速度構造介面，為本研究主要工作內容。本研

究基因演算法最大演化世代設定為 500，每個世代之個

體數為 50，每個微地動測點分別進行 50 次的基因演算。

因此每個資料點共會進行 125 萬個格點搜尋次數。 

微地動陣列逆推所得之速度構造(Kuo et al., 2016)

為基因赫式法計算時所需之初始模型的重要參考。每個

微地動測點進行 GA 搜尋之初始範圍以距離測點最近之

微地動陣列(圖二十三)逆推構造及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

質資料庫(EGDT, Kuo et al., 2011, 2012)之 VS30 為參考，

並建立距離相依之不同搜尋範圍。GA 計算流程如圖二十

四所示，首先依據微地動測點與微地動陣列相對距離，決

定每測點之適當初始搜尋模型；每測點分別進行基因赫式

法計算；根據計算結果優劣，剃除可能存在問題之測點，或

規劃重新微地動測量補點野外工作；搜尋結果若不佳，修

正初始模型重回步驟一重新計算。 

圖二十三、雲嘉南區域1224筆微地動測量點

位與45個微地動陣列點位分佈圖 

研究範圍內之 1224 筆單站微地動基因赫式法的計算

工作已初步完成。在經過首次基因赫式法計算測試後，篩選

微地動測量點可能有問題之資料，這些無法收斂之情形幾

乎都分布在沿海一帶，因此研判可能是微地動量測時，受海

浪或人為干擾造成低頻能量過高，使基因赫式法無法擬合

此種類型之轉換函數所造成。此種測點資料皆暫時於以剃

除，未來將視需要重新規劃微地動補點測量之野外工作，以

補足測點分布不均之情形。基因赫

式法搜尋較佳之測點，如圖二十五

為例，圖中包含適應函數最佳之前

1000 個解，及最佳解所對應之地層

轉換函數，其不同顏色分別代表不

同擬合係數，最佳擬合係數有 0.8

圖二十四、基因赫式法計算淺層速度構造

流程示意 

圖二十五、1000組最佳適應函數解與理

論轉換函數，以CHYe101為例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104 年度計劃成果期末報告 



                                                                                              12                                                          http://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   

 

以上。整體而言理論轉換函數與單站頻譜比大致符合，主頻處之放大峰值皆有出現，唯單站頻譜

比低頻帶常出現高比值情形，這在理論轉換函數並無法重現。  

我們結合所完成之 1044 筆微地動基因赫式法計算結果，繪製工程基盤(600m/s)深度輪廓，如

圖二十六所示。其深度輪廓大致呈現西邊厚東邊淺的趨勢，東邊麓山帶附近約為 20 至 30 公尺深，

往西邊漸增至西部沿海岸一帶達到約 300 公尺左右，其深度輪廓形貌以及深度值皆與微地動陣列

逆推之結果趨勢一致。如果以 45 個微地動陣列之結果(圖二十七)為速度模型基準，我們可以發現

使用大量資料測點之基因赫式法計算結果，其模型可以正確反應速度介面的變化，並且具有更多

變化細節。然而，如 CHY059 附近區域，基因赫式法低估微地動陣列逆推結果； CHY007 及宜梧

國中外海，基因赫式法也低估了工程基盤深度。因此判斷計算出來之模型反應的是速度介面的側

向變化，還是基因赫式法計算上的誤差或極限，仍需要依賴數值模擬驗證。 

本研究完成之工作重點小結： 

(1)微地動陣列野外補點，增加 4 個微地動陣列逆推模型，提供基因赫式法較佳之初始參考模 

            型及縮短參考模型距離。 

(2)微地動基因赫式法，可適用於計算嘉南區域之淺層剪力波速度構造。部分異常測點，可經 

            由人工判斷及篩選，剔除異常測點，或進行重新補點施測等步驟，可以克服部分點位無法    

            計算收斂之情形。 

(3)高密度測點之微地動基因赫式法，提供資料間隔約 2 公里之速度模型；相較單純微地動 

         陣列結果之資料間隔約 10~12 公里，能提供速度側向變化之細節。 

圖二十六、基因赫式法1044測點結果所描繪之工程

基盤輪廓 

圖二十七、由45個微地動陣列逆推構造所描繪之工程基

盤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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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TEC)成立已經超過十年，在科技部的支持之下，中心持續推動現有研究

資源的整合和有效管理，尤其在儀器及資料的整體服務方面，著實已往前邁出大步，目前儀器

和資料的使用效能已不可同日而語；此外，TEC 團隊累積多年經驗，可以在行政和技術面建立

合作平台，協助學界執行主題式的大型研究計畫，並且對外推廣、展示台灣各項地震相關的科

研成果，為促進台灣地震科學的蓬勃發展盡一份心力；自從 TEC 成立教育推廣委員會(CEO)之

後，每當台灣地區或全球發生令人矚目的地震，委員們即刻根據 TEC 團隊自動收集的即時資訊，

在網路社群(Facebook)上討論地震的來龍去脈、科學涵義、地表災害和對社會的衝擊，並整理成

即時教材(PPT 和 PDF 檔案)供各界參考；許多與地震偵測和防災相關的即時網路科學平台，也

陸續交由 TEC 團隊維護與管理，這些網路平台對學界、教育界、媒體與一般大眾而言，不啻為

吸收新知與交換意見的最佳管道。 

往後 TEC 仍將秉持設立的宗旨，繼續落實各項任務，在地震科學教育推廣、階段性地震科

學任務、共用後援設備平台等三大主軸精益求精、永續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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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及地震防災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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