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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 地震測報中心 

109年氣象防災資訊應用研討會 



簡報大綱 

▪ 臺灣的地震活動與海嘯威脅 

▪ 氣象局地震測報作業於防災之應用 

▪ 有感地震資訊速報作業 

▪ 海嘯警報發布作業 

▪ 我國新版地震震度分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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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地震活動與 
海嘯威脅 



臺灣的地震環境 

▪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每年
約以7至8公分的速度相聚合，由於
兩板塊持續擠壓之碰撞作用，導致
臺灣的地震頻繁發生。 

▪臺灣東部海域菲律賓海板塊向北隱
沒到歐亞大陸板塊之下，在臺灣南
部海域歐亞大陸板塊向東隱沒到菲
律賓海板塊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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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地震帶 

▪東部地震帶 
▪聚合板塊及守恆板塊交界處，包含了隱沒
帶與碰撞帶之地震。 

▪震源深度由淺到深都有，最深約300公里。 

▪東北部地震帶 
▪以淺層地震為主，與沖繩海槽擴張及火山
活動有關。 

▪西部地震帶 
▪以淺層地震為主，大部分與斷層活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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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活動斷層 

▪距今約十萬年以來曾經活動過，未
來很可能會再度活動的斷層。 

▪分為第一類活動斷層與第二類活動
斷層，其中第一類20條，第二類13
條，共33條。 

▪第一類活動斷層是指距今10,000年
前以來曾經發生錯移的斷層，第二
類活動斷層為距今約100,000年前
以來曾經活動過的斷層。 

6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站 



臺灣地震活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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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震活動分區統計 

 

8 1991~2018/6 地震活動分布 



臺灣嚴重災害地震紀錄 

根據歷史紀錄，臺灣曾經發生15次百
人以上死亡的災害地震，其中千人以
上有5次，分別為1848年彰化地震、
1862年臺南地震、1906年梅山地震、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與1999年集集
地震。平均間隔30至40年就有可能
發生一次大規模災害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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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造成的災害 

▪斷層錯動 

▪地盤震動 

▪建築物倒塌 

▪交通設施損壞 

▪土壤液化 

▪火災 

▪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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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集集地震 1935年新竹-臺中地震 2018年花蓮地震 

2010年甲仙地震 2016年美濃地震 1964年白河地震 

以上圖片摘自網路 



臺灣災害海嘯紀錄 

臺灣地區每年平均發生多起規模
6以上的地震，其中大部分發生
於海域，因此存在海嘯侵襲的威
脅。最近一次的災害性海嘯發生
於1867年12月18日臺灣北部的
基隆地區，曾經造成數百人傷亡。
由於臺灣四面環海，當環太平洋
區域發生大地震時，引發之海嘯
亦可能侵襲臺灣沿岸，造成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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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嘯的威脅 

臺灣東北部以及西南外海之海床坡度
平緩，較易受到海嘯的侵襲。附近的
琉球海溝與馬尼拉海溝可能發生規模
8以上地震，造成海嘯在十幾分鐘到
1小時內抵達，對於嘉義到屏東、基
隆到宜蘭海岸最可能受到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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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害的防治 

▪ 長期 － 土地利用規劃 

▪ 中期 － 耐震設計 

▪ 短期 － 地震預測 

▪ 地震發生 － 地震速報預警 

▪ 地震引發海嘯 －海嘯警報 

▪ 地震災害搶救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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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地震資訊速報作業 



有感地震資訊速報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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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資訊通報主要內容 

▪ 地震震源參數 

▪ 發震時間 

▪ 震央位置 

▪ 震源深度 

▪ 地震規模 

▪ 地震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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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即時警報推播 (地震預警) 

強震即時警報係指大地震發生後，快
速預估各地破壞性地震波(S波)可能
到達的時間及產生的影響(震度)，並
提出警告。如果警報發布的時間發生
在地震波到達前，將可爭取數秒至數
十秒的預警時間採取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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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即時警報第一時間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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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預警的極限與挑戰 

▪ 震央地區無法提早預警 (預警盲區) 

▪ 自動化作業可能發布錯誤警報 

▪ 預警時間僅有數秒至十數秒 (秒秒必爭) 

▪ 作業系統需24小時正常運轉 (備援機制) 

▪ 需要跨單位協調與合作 

▪ 需要持續宣導與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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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觀測震度資訊展示 

20 

資訊： 
▪有感地震後及時顯示各縣市行政區
觀測震度，含本島全部349個行政區，
離島7個。 



行政區震度快速評估強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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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細緻化行政區震度，提升地震
應變效能 

▪實際觀測地動參數，提高災損
評估準確性 

http://intensity.cwb.gov.tw 



有感地震報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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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序號 

地震發生時間 

震央位置 
1.經緯度座標 
2.相對縣市政府方位與距離 
3.所在行政區或海域 

震源深度 

地震規模 

表示此報告為地震發生後依據氣象局
速報系統快速演算產製之報告 

各地最大震度 
氣象局地震站觀測到的地表震度，各縣市
僅列舉縣市政府所在地與區域內震度最大
的一個測站震度 



地震報告震災應變動員 

▪ 提供救災單位災情研判資訊，迅速派遣可用資源至災害最
嚴重的地區。 

▪ 提供交通系統巡檢路段範圍，避免汽車、火車駛入受損變
形的路段。 

▪ 重要設施如水利、電力及通訊系統能立即檢測、重整或調
配系統提供服務。 

▪ 透過公共媒體迅速提供社會大眾可靠正確地震資訊，減少
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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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地震速報資訊通報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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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 

PWS 

電視台 

App 
Facebook 震源機制 

強震警報 震度速報 

地震報告 



提供救災單位地震影響情資製作 

25 (NCDR提供) 



強震即時警報在學校防災應變 

26 

全國約4,000所 
高中小學 



結合社會資源開發防災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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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家合作結盟單位，開發App 
、地震警報器、廣播設備、住宅對講機 

 



速報資訊結合地震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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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206花蓮地震速報預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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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警報發布作業 



海嘯警報發布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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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資訊通報主要內容 

▪ 海嘯資訊 

▪ 預估海嘯波到達時間 

▪ 預估海嘯波波高分級 

▪ 潮位站觀測海嘯波到達時間 

▪ 潮位站觀測海嘯波高 

▪ 地震震源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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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波走時圖 

沿岸波高等級圖 

日本311地震海嘯觀波高 



海嘯警報緊急撤離應變 

▪ 沿海民眾迅速疏散至避難場所，或至較高處避難。 

▪ 港外作業中船隻視海嘯到達時間長短，儘速航向外

海安全海域。 

▪ 防災單位及時開設災害應變中心，協調聯絡各級任

務編組單位人員進駐，參與應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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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警報發布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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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經中央氣象局研判海

嘯之威脅解除時，即
解除海嘯警報或警訊。 

2.警報內容有異動時，
陸續發布最新的警報。 

依循「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嘯資訊發布作業要點」 



臺灣海嘯警戒分區劃分與預估波高分級 

根據海嘯威脅可能性與周圍海底地形等因素，
並輔以行政區域考量，劃分6個海嘯警戒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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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國際海嘯預警作業，以及
臺灣海嘯觀測經驗，制訂4級
海嘯預估波高分級 



海嘯警報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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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序號 
警報報序 

發布警報時間 

說明海嘯地震資訊與提醒
沿岸地區提高警戒 

臺灣6個海嘯警戒分區 
1.預估海嘯波到達時間 
2.預估海嘯波波高分級 

海嘯地震資訊 
1.發震時間 
2.震央位置 
3.震源深度 
4.地震規模 
5.資料來源 



海嘯警報通報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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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防告警細胞廣播系統 (PWS)  
▪ 民管所防空警報系統 
▪ 網路軟體推播 
▪ 其他管道 
▪ 官方網站 
▪ 社群網站 
▪ 電話傳真 
▪ 手機簡訊 
▪ App 

網路推播 

PWS 

民管所防空警報系統 



提供救災單位實施人員緊急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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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海嘯警報與 
海嘯災害潛勢資訊 

資料來源：基隆市災害防救深耕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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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地震震度分級制度 



調整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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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7月28日宜蘭縣大同鄉規模4.7地震報告                       南山地震站記錄該地震的地震波形 

動機1 - 小規模地震近震央測站觀測到高震度 



調整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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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2月6日規模6.2花蓮地震報告                    高震度分布跟災害發生位置對照圖 

動機2 - 災害地震高震度範圍與災害位置關聯性需提升 



調整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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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之前進行大規模地震模擬情境研究將震度5級以上再做細分 

動機3 - 高震度階的地動值範圍過大 

摘自科技部大規模地震模擬情境研究(山腳斷層) 



調整思維與方式 

▪ 震度計算使用公式與流程不宜太過繁瑣複雜，方便相關應
變單位快速獲得。 

▪ 考量民眾對於現行震度分級熟悉度，以及調整不宜造成國
內法規修改工程太大，延續採用0級至7級。 

▪ 強化震度與地震災害關聯性，震度計算同時將最大地表速
度列入評估。 

▪ 高震度階級適度細分，將5級細分為5弱、5強，6級細分為
6弱、6強，以利相關單位應變時可以更加彈性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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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震震度分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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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度分級 人的感受 屋內情形 屋外情形 

0級 無感 人無感覺。 

1級 微震 人靜止或位於高樓層時可感覺微小搖晃。 

2級 輕震 
大多數的人可感到搖晃，睡眠中的人有部分
會醒來。 

電燈等懸掛物有小搖晃。 靜止的汽車輕輕搖晃，類似卡車經過，但歷時很短。 

3級 弱震 
幾乎所有的人都感覺搖晃，有的人會有恐懼
感。 

房屋震動，碗盤門窗發出聲音，懸掛物搖擺。 靜止的汽車明顯搖動，電線略有搖晃。 

4級 中震 
有相當程度的恐懼感，部分的人會尋求躲避
的地方，睡眠中的人幾乎都會驚醒。 

房屋搖動甚烈，少數未固定物品可能傾倒掉落，少數傢俱移動，
可能有輕微災害。 

電線明顯搖晃，少數建築物牆磚可能剝落，小範圍山區可能發
生落石，極少數地區電力或自來水可能中斷。 

5弱 

強震 

大多數人會感到驚嚇恐慌，難以走動。 部分未固定物品傾倒掉落，少數傢俱可能移動或翻倒，少數門
窗可能變形，部分牆壁產生裂痕。 

部分建築物牆磚剝落，部分山區可能發生落石，少數地區電力、
自來水、瓦斯或通訊可能中斷。 

5強 
幾乎所有的人會感到驚嚇恐慌，難以走動。 大量未固定物品傾倒掉落，傢俱移動或翻倒，部分門窗變形，

部分牆壁產生裂痕，極少數耐震較差房屋可能損壞或崩塌。 
部分建築物牆磚剝落，部分山區發生落石，鬆軟土層可能出現
噴沙噴泥現象，部分地區電力、自來水、瓦斯或通訊中斷，少
數耐震較差磚牆可能損壞或崩塌。 

6弱 
烈震 

搖晃劇烈以致站立困難。 部分耐震能力較差房屋可能損壞或倒塌，大量傢俱大幅移動或
翻倒，門窗扭曲變形。 

部分地面出現裂痕，部分山區可能發生山崩，鬆軟土層出現噴
沙噴泥現象，部分地區電力、自來水、瓦斯或通訊中斷。 

6強 
搖晃劇烈以致無法站穩。 部分耐震能力較差房屋可能損壞或倒塌，耐震能力較強房屋亦

可能受損，大量傢俱大幅移動或翻倒，門窗扭曲變形。 
部分地面出現裂痕，山區可能發生山崩，鬆軟土層出現噴沙噴
泥現象，可能大範圍地區電力、自來水、瓦斯或通訊中斷。 

7級 劇震 
搖晃劇烈以致無法依意志行動。 部分耐震較強建築物可能損壞或倒塌，幾乎所有傢俱都大幅移

動或翻倒。 
山崩地裂，地形地貌亦可能改變，多處鬆軟土層出現噴沙噴泥
現象，大範圍地區電力、自來水、瓦斯或通訊中斷，鐵軌彎曲。 



新地震震度分級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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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震度分級5級以上地震與災害地震高度吻合 

原制 新制 



新地震震度分級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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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0206花蓮地震災害位置與震度分布關聯性 

原制 新制 



推動實施 

▪ 氣象局於擬定新震度分級草案並完成分析估評後，積極拜會相關單位

報告調整案的規劃。 

▪ 辦理多場的說明會，邀請中央與地方防災、交通運輸、工程等單位，

以及防災產業、保險業者與新聞媒體，說明新的地震震度分級方案與

計算流程，並依據參與單位寶貴建議適度調整。 

▪ 提供因應新震度分級，相關單位調整法規辦法或系統作業所需的諮詢

與協助，另外亦透過多元化管道進行宣導。 

▪ 氣象局已於108年底完成整個新分級制度的推動程序，今(109)年1月起

開始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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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中央氣象局 地震測報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