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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震觀測作業演進

自西元 1897 年第一套格雷．米爾恩式（Gray Milne）地震儀安裝在臺北測候所起，中

央氣象局就被賦予觀測臺灣地區地震的使命，迄今已執行此使命超過百年。地震測

報中心於民國 78 年成立，開始擴建地震監測網，並自 81 年起即執行強地動觀測計

畫，逐步發展地震測報作業為現代化觀測；自 96 年起執行海纜觀測系統建置計畫，

加強臺灣東部海域之地震與海嘯監測能力，並於 101 年（2012）起啟用 24 位元地震

觀測系統，增進微小地震監測能力，平均每年可測得超過 3 萬筆地震事件。

強地動觀測計畫是一個完整、前瞻的連續性計畫：

第一期計畫 

1992-1997 

建置都會區強地動觀測網

地震監測

強地動資料收集

第一期計畫以建置都會區強地動觀測網為主，包含自由場強震站與結構物監測系

統，廣泛蒐集臺灣各地的強震資料，提供國內工程及防災研究相關單位，作為研訂

或修正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的依據。

第二期計畫 

1998-2003 

建置地震速報系統

地震速報作業

震度預估

第二期計畫以建置地震速報系統為主，除提升地震測報作業能力外，並縮短通報時

程，使相關單位能提高緊急應變時效。

第三期計畫 

2004-2009 

發展強震即時警報系統

強震即時警報

第三期計畫則以發展強震即時警報系統為主軸，任務重點在於研發強震即時警報系

統、設置地球科學資料管理系統（GDMS）、建立震災預估模式並強化地震地理資

訊系統以及發展地震預測技術。強震預警是強震即時警報系統發展的目的，預期能

在強烈震波尚未到達前發布警報，對震央距離超過 100 公里左右的都會區爭取一、

二十秒的預警時間，以減低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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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防災教育宣導

第四期計畫 

2010-2015 

建置新一代地震監測系統

加強地震海嘯監測

建置高品質深井地震觀測站

整合海陸地震觀測網

拓展強震即時警報資訊於防災利用

加強地震潛勢分析研究

中央氣象局在地震測報業務的主要任務為：

第四期計畫的重點在建置海底地震儀與高品質深井地震監測站，並整合海陸地震觀

測網、加強地震海嘯監測，以拓展強震即時警報資訊於防災應用，進一步提升防震

減災能力。

第五期計畫 

2016-2021 

強震即時警報於防災之應用

加強建制高品質深井地震觀測站

持續拓展強震即時警報資訊於防災利用

發展複合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

整合各項地球物理觀測資訊

建置高功能地震訊號之資料整合平台與資
訊傳輸能力

第五期計畫的重點計畫在提升地震觀測資料品質、增進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效能、強

化地球物理資料庫增進地球科學發展、協助推動地震防災科技發展及提高地震活動

前兆分析判斷能力。

為強化臺灣東部海域地震與海嘯之監測，地震測報中心執行「臺灣東部海域電纜式海

底地震儀及海洋物理觀測系統建置計畫」、「地震及海嘯防災海纜觀測系統擴建計畫」

及「海陸地震聯合觀測網計畫」，於 109 年 11 月底順利完成，海纜觀測系統總長 715

公里，總共設置 9 座即時觀測站，最深達 5,554 公尺。未來將以此為基礎，在「臺灣

南部海域地震與海嘯海底監測系統建置計畫」下持續推動海纜擴建，於臺灣東部至南

部海域建構一道由北而南的完整防線，以提供更全面且快速的地震海嘯預警資訊。



全臺海嘯警戒分區圖

小於1公尺

海嘯預估波高

1至3公尺
3至6公尺
大於6公尺

１

分級

２
３
４

海嘯波高分級表

北部沿海地區

東北沿海地區

海峽沿海地區

東部沿海地區

西南沿海地區

東南沿海地區

海嘯資訊發布流程
Tsunami Warning

遠地地震所引起海嘯

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

PTWC

遠地與近海地震之劃分
海嘯發布介面

近海

遠地

20

27
118 124

近海地震所引起海嘯

氣象局地震速報系統

CWB

通報 疏散

依據海嘯波預估到達時間差異發布

民防
單位

「海巡單位」與
「民防管制所」

警報 警訊 消息 報告

分析

研判

有感地震發布流程
Earthquake Rapid Reporting

使用對象 User 地震資訊傳播Media Official Report
(正式) 地震定位報告

電子郵件 手機簡訊官方網站

語音專線傳真專線

臉書社群 手機APP 公視跑馬燈

測得有感地震發生
Earthquake Detected

強震即時警報 (初步) 地震定位報告
Preliminary Report

(正式地震報告)

能源單位

交通單位 學術單位 工程單位

一般民眾 政府機關

防救災單位 新聞媒體

地震作業人員、救災決策人員

電子郵件 手機簡訊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另為了防範海嘯侵襲，中央氣象局與美國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連線，研判遠地海嘯

對臺灣地區的影響後，迅速將海嘯資訊提供給公眾與防救災單位；近海海域地震所

引起海嘯之警報作業則與地震速報系統結合，綜整資訊後適時發布海嘯警報。

此外，為有效進行火山災害防救，中央氣象局將於 109 年訂定完成我國「火山活動

等級與預警發布機制」與「火山噴發訊息發布作業要點」、並建置完成運用災防告警

細胞廣播系統發布火山預警資訊相關機制，以強化預警資訊迅速有效傳遞。

監測臺灣地區地震活動

利用數據專線將各測站的速度型及加速度型地動信號即時傳輸至地震測報中心進行

分析處理及錄存，達到即時監測地震活動的功能，除了可以用做地震學的研究與應

用外，也是災害應變單位在地震救災上重要的依據。為能充分掌握不同大小的地

震，依照地震儀種類不同，共建置完成 3 種不同類型的地震測報系統，包括短週期

地震儀觀測系統、地震速報系統以及寬頻地震觀測系統。自 99 年起執行「強地動觀

測第 4 期計畫－建置新一代地震觀測系統」，全面更新即時站的儀器及傳輸方式。一

方面提升測站訊號的取樣率至每秒 100 點及 24 位元動態記錄範圍，並建立井下地震

觀測網，以降低地表雜訊干擾，提升訊號品質；另一方面發展資料整合作業，結合

短週期、地震速報、寬頻、井下地震觀測網及 IRIS 資料交換中心提供的全球即時地

震觀測資料，增加地震觀測站的密度並擴大偵測範圍，此一新的地震觀測系統稱為

24 位元地震觀測系統，並自 101 年起開始啟用。透過資料整合，使得地震測報不再

是各個觀測網獨立觀測，而是進入聯合觀測的時代。

自 80 年起，已蒐錄超過 77 萬次的地震資料。對於監測斷層活動或大地震前的異常

活動以及諸如地體構造、地震活動度、震源特性、場址效應等相關研究均極具應用

價值。

發布地震預警資訊、有感地震報告與海嘯警報

為提供有感地震資訊給公眾與防救災單位，中央氣象局持續研發精進原有強震速報

系統，有效縮短地震分析研判自動化作業時間。對於發生在臺灣島內的中大型地

震，可於 14 秒左右完成解算，透過地震速報軟體、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PWS）

與電視臺推播等方式對外提供預警資訊，後於 5 至 10 分鐘透過各式管道迅速對外發

布地震消息，同時於「臺灣地區縣市行政區震度顯示系統」提供縣市各行政區觀測

震度資訊。



研究各種地震前兆現象

為防範大地震對人民生命財產之威脅，中央氣象局在 921 集集大地震後便積極建置、

維護各種地球物理觀測站，統整後稱之為臺灣地球物理觀測網（Taiwan Geophysical 

Network for Seismology, TGNS）包含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地震地下水觀測系統與地磁觀測系統、大地電場觀測系統，目前共

計有近 200 座測站，目標是建立完整地震前兆相關之地球物理觀測系統資料庫，穩

定且長期的蒐集各項地球物理觀測資料，作為地震前兆分析的基礎。惟目前世界各

國政府機關與學術單位對於地震預測工作皆處於研究階段，尚未成熟足供地震預報

作業運用，中央氣象局作為我國業務職掌單位，持續與學術界密切合作，著手研究

與發展各種地震前兆現象分析工作，包含全球導航衛星系統之地殼形變、電離層全

電子濃度變化、地球磁場變化、地下水水位異常變化、大地電場變化與地震活動異

常等，整合各式研究方法後，期能對特定時間、地點與一定規模以上之地震進行發

生機率之評估，以早日達到地震預測之目標。

提供地震資訊服務、地震防護宣導

與防災教育宣導

由於民眾、學術界及產業對於地震觀測

資料及資訊應用之需求日益強烈，中央

氣象局發展多樣化線上資料供應服務，

如地震進階查詢、資料申購、開放資料

平台及地球物理資料管理系統等，讓使

用者得快速獲其所需資訊。另為將地震

資訊速報服務效益最大化，必須具有

「快速且大量傳遞」及「多元化開發與應

用」，此目標無法單靠中央氣象局獨力完

成，為此地震測報中心自 102 年起，陸續

與民間單位進行合作洽談，其中包含私

人公司、學術單位、財團法人、國營企

業等，無償開放地震速報資訊作開發應

用，期望民眾能在生活中，透過多元管

道即時獲得地震速報資訊，其開發範圍

除警報資訊轉發外，亦包括各項產品應

用，有助推動國內防救災產業之發展。

氣象局對於防災教育宣導不遺餘力，除

規劃地震宣導走廊、古地震儀展示及 VR

虛擬實境體驗，每年亦配合 119 防災宣

導、921 國家防災日及氣象局局慶舉辦防

災教育宣導活動；官網並設置地震及科

普知識專區，同時在社群網站開闢報地

震粉絲頁，快速提供地震海嘯情報；另

外，亦自製地震海嘯相關主題之短知識

影片，以輕鬆易懂的內容讓民眾由影音

快速理解專業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