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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位於板塊交界帶，為一好發地震之區域，除了兩個板塊交界所形成的隱沒帶

傳真：(02) 6630-0858

分別位於臺灣島東部和南部近海之外，由於板塊的擠壓作用而在陸上造成了 33 條活

網址：https://www.ncree.narl.org.tw

動斷層（中央地質調查所，2012）。根據文獻記載（中央氣象局，1999），在上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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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中，發生在臺灣的重大災害地震多為陸上活動斷層錯動所造成，例如：1906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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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地震、1935 年的新竹-台中地震、1964 年白河地震、及 1999 年集集地震等（如
圖一右），因斷層錯動時鄰近區域的地振動會特別劇烈，令建築物倒塌進而造成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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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亡。而臺灣因地狹人稠，尤其在幾個主要大都市人口密度特別高，若發生大地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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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亡和經濟損失可能更加難以估計，圖一左為臺灣活動斷層和鄉鎮人口密度重疊
圖，圖中紅色的活動斷層主要分布在臺灣西部，且有數條斷層相當接近或直接通過由

近斷層地震動特性研究

北到南所有深色的人口密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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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八月正式啟用。本期簡訊將介紹近斷層強地動特性的相關研究成果，近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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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地動的時間歷時和頻率內涵特性皆和一般地震記錄有所不同，若要基於地震危害

國震中心與中央研究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簽訂合作備忘錄

10

國研院國震中心建築增建工程上梁典禮
紀要

11

私有建築耐震階段性補強社區宣導

11

分析和結構耐震需求對近斷層強地動特性進行研究，就必須找出其易致災的特徵，並
分析這些特徵的成因，分析結果才能有效地回饋到結構耐震設計上，提升結構物和非
結構物抗近斷層地動的能力。

一、近斷層效應
本報導所稱之近斷層效應為當場址和致震斷層在空間上接近時，由於斷層的幾何
分布、破裂特性和變形機制等因素相關的特殊效應之總稱。容易造成地震災害的近斷
層效應主要有三種，分別為：上盤效應（Hanging Wall Effect）、破裂方向性效應
（Rupture Directivity Effect）和永久位移（Permanent Displacement or Fling）等。
上盤效應顧名思義為，對於靠近低傾角致震斷層的測站而言，當其分別位於上盤
和下盤但有相同斷層距時，位於上盤的測站會承受較大的地動值。由示意簡圖（圖二）
可看出，在右側斷層上盤處，地動殘餘值（黑色圓點）明顯高於左側的下盤處，代表
上盤的地動觀測值高於下盤。過去幾個大規模逆斷層地震的記錄中都可觀測到上盤
效應，如：美國 1989 Loma Prieta 和 1994 Northridge、日本 2004 Nigata、義大利 2009
L'Aquila 以及臺灣 1999 集集地震等。根據相關研究（Donahue and Abrahamson, 2014）
指出，集集地震的上盤效應所造成的短週期震波加成效應要高於 Northridge 地震；而
Chang et al. (2004)指出，集集地震中，上盤效應對週期 4 秒以下的水平震
波及週期小於 1 秒的垂直向震波造成顯著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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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方向性效應（示意簡圖可參照圖三）意指在大規模地震
時，致震斷層的尺寸增加，斷層的破裂必須由震源開始向外逐漸

進行斷層位移危害度評估，對斷層錯動時可能產生的相對位移進
行分析，以供重要結構物設計或補強之依據。

破裂，當破裂特性為朝某一方向前進時（圖三之右側為震源破裂
前進方向），位於該方向上測站的視震源時間函數（Apparent
Source Time Function）因時間軸上的壓縮，造成時間域震波的能
量集中而提昇其振幅，加上震源破裂過程中的 S 波震波輻射效應
之影響，部份測站在垂直斷層走向（Fault Normal）的方向上可觀
測到長週期、高振幅的脈衝波形，稱之為近斷層速度脈衝（NearFault Velocity Pulse）。國震中心近年之研究重點即是分析近斷層
速度脈衝之特性及對結構物耐震需求的影響，台南實驗室的長衝
程振動臺也是設計來輸出此類型震波以進行試驗。近期結構試驗
和數值模擬研究結果指出（Liu et al., 2019; Weng et al., 2019; Ji et
al., 2019），此類型的震波因能量多集中於中長週期，較容易造成

圖三 破裂方向效應之示意圖（取自 Huang et al., 2017）

中高樓層建築物在低樓層的層間變位增加，若有軟弱層存在時其
層間變位增加幅度會更大，故特別容易在此處發生結構損壞。

圖四 地表永久變位之案例圖（取自 Huang et al., 2013）

二、近斷層地動對耐震設計之影響
圖一 臺灣活動斷層與人口密度分布（左），及 20 世紀十大災害

根據氣象局強震網近 30 年來的強震記錄（TSMIP, 1991～現

地震分布圖（右）（分別取自臺灣安全平台及十大災害地震圖

在）進行分析，除了 1999 年集集地震和 2018 年花蓮地震外，並沒

集）

有其他地震有明顯的地表斷層破裂，多數強震的破裂面頂端深度
也較大，因此缺乏足夠的資料來分析上盤效應，但相關研究指出集
集地震上盤效應對短週期震波所造成的放大效應相當顯著，國內
耐震設計規範也早已對第一類活動斷層兩側區域加上近斷層放大
因子，以提升對應上盤效應的耐震力。事實上，上盤效應影響的程
度與空間位置可由事先的調查和研究得知，因此在地震危害度評
估中考量上盤效應已是較成熟可行的技術；然而破裂方向性效應
則和震源位置和破裂方向等相關，對地動值分布的變異性較大，生
成速度脈衝與否則是另一個變數，而其影響主要是增加中長週期
結構物的耐震需求，種種原因造成破裂方向性在地震危害度評估
中仍難以適當地考量。過去幾年臺灣發生數個規模六以上地震，多

圖二 上盤效應之示意圖（取自 Donahue and Abrahamson, 2014）

是由未知的盲斷層錯動所引起，而造成不小的災情，甚至也大範圍

斷層的錯動常造成地表的永久性變位（示意圖可參照圖四）
，

地觀測到速度脈衝的存在，如 2010 年甲仙地震、2013 年南投地震

這類的地表錯動訊號在加速度歷時中雖不顯著，但會增加速度和

和瑞穗地震、2016 年美濃地震等。由盲斷層所導致的中長週期速

位移歷時的最大振幅和殘餘值。圖四為日本 311 大地震中之實際

度脈衝甚至已經是臺灣相當典型的近斷層地動特徵，要如何在危

案例，由上往下分別是加速度、速度和位移歷時，永久變位會造

害度分析上考量此影響並落實到耐震設計，則是後續的挑戰之一。

成位移歷時無法回到基線。另外，斷層線兩側的相對變位直接造
成建築物損壞的案例不多，但較容易造成長跨距橋梁或地下管線
的破壞，因此在活動斷層帶附近的重要結構物，除了要進行地震
危害度評估對可能產生的地動值進行適當的耐震設計外，也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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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斷層地震動特性研究之二》

近斷層脈衝歷時資料庫簡介
國震中心於 2019 年 9 月已正式公開「近斷層脈衝歷時資料

至 2018 年的強震記錄，並進行脈衝辨識、基線修正和波形檢視等

庫」，使用者可直接至網站（http://nfpv.ncree.org.tw/）找尋適當的

處理程序，彙整後全臺的近斷層脈衝記錄共有 198 筆，來自 22 個

歷時或反應譜記錄。建議使用該資料庫的同時，能夠參考已發表

地震事件。

的國震中心相關技術報告（郭俊翔等，2019），下載網址為：

太平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PEER）自數年前開始執行下一代

https://www.ncree.narl.org.tw/publication/technical/page/12051 ， 下

地震動衰減律（NGA）計畫，收集全球的強地動記錄並以此建立

載前需先註冊為國震之友。國震中心建置此「近斷層脈衝歷時資

適用於各種規模和距離下的強地動預估式，此計畫亦採用近斷層

料庫」主要原因有二，1、為了深入了解具有速度脈衝震波的發生

速度脈衝歷時識別的技術（Shahi and Baker, 2014），從該計畫的

機制及特性，需要將其與一般震波分類清楚，才能進行深入研究；

資料庫（Ancheta et al., 2014）中找出 103 個具有近斷層速度脈衝

2、提供國內外重要地震的脈衝歷時給國震中心台南實驗室的長衝

之加速度記錄（已扣除集集地震及其餘震之記錄），因 NGA 計畫

程振動臺或各種結構動態數值模擬作為輸入震波之用。相關研究

中所有歷時皆以濾波處理，故這些國外的時間歷時記錄皆無保留

成果可供結構耐震需求評估之用，可幫助提升國內結構物對近斷

永久位移。我們後續加入近年所發生的 2015 年尼泊爾地震、2016

層脈衝的耐震能力。

年熊本地震、2018 年紐西蘭地震之近斷層脈衝記錄共 9 筆，皆以

臺灣因位於板塊交界帶，每年以 8 公分的變形速率進行碰撞
和擠壓，因此每隔幾年就會發生災害性地震，且多是由於陸上活

保留永久位移之基線校正程序處理，使得本資料庫中所包含的國
外記錄共有 112 筆。

動斷層錯動所造成，根據地調所發布的最新結果，全臺灣共有 33
條活動斷層，其中數條通過西部和北部人口密集的都會區，可知
活動斷層對臺灣的威脅性。本研究收集國內外著名地震的近斷層
脈衝歷時，經過適當的處理後，可供地震學或地震工程相關研究
參考使用，速度脈衝的辨識方法是採用 Shahi and Baker 所提出之
基於小波轉換的辨識技術（Shahi and Baker, 2014）。本資料庫除
了包括加速度、速度、位移歷時及其振幅峰值外，也收集震源參
數、測站場址參數、脈衝週期、加速度反應譜等資訊。

一、國內外之近斷層脈衝記錄
斷層的破裂過程會造成地震動強度在空間分布上的差異，通

圖一 光正國小（TCU052）和嘉北國小（CHY047）之歷時比較

常斷層破裂延伸方向的地震動強度較高，而背向破裂延伸方向的
地震動強度較低，該現象被稱作斷層的破裂方向性（Rupture

二、結論

Directivity）。當斷層發生活動而引發地震時，鄰近斷層的工址因
受到破裂方向性和地表永久變形的影響，其地表運動之速度歷時
很可能伴隨具有高速度峰值且週期較長之的速度脈衝，我們稱該
具有速度脈衝的地表運動歷時為近斷層脈衝歷時（Near-Fault
Pulse-Liked Time History）。圖一為集集地震中一筆近斷層脈衝歷
時的地表運動（光正國小站，TCU052，東西向，以紅色標示）與
一筆非近斷層脈衝的地表運動（嘉北國小站，CHY047，南北向，
以藍色標示）的加速度（上）、速度（中）與位移（下）歷時的
比較。在光正國小東西向速度歷時中可以發現很明顯的脈衝波，
且其亦具有相當大的地表峰值位移與超過 4 公尺的地表永久位移，
這是非近斷層脈衝型的地表運動所沒有的強地動特徵。故本資料

相關研究指出近斷層脈衝歷時會增加基本振動週期與速度脈
衝週期相近之結構物的彈性耐震需求（Shahi and Baker, 2011;
Spudich et al., 2013），亦會增加不同週期結構物的非彈性耐震需
求（Gillie et al., 2010）
，也就是說在相同折減係數（Reduction Factor）
的情況之下，相較於非脈衝型的地震歷時，脈衝型的地震歷時會
造成較大的結構韌性與損壞。如前所述，台灣有許多人口密集的
都會區皆鄰近活動斷層，然而目前的國內耐震設計規範尚未對目
標工址可能承受到的近斷層脈衝歷時做特別的考量，因此未來有
需要針對近斷層脈衝歷時的強地動相關特徵進行更為深入的研究
與探討，而本資料庫將是相當重要的資料來源。

庫中，針對可能具有較顯著地表永久位移的記錄，我們採用三線
段模型回歸分析法（Iwan, 1985），針對可能存在永久位移的強地
動歷時來進行基線校正，其處理結果就如圖一下圖的位移歷時，
得以將永久位移（紅色線段在主要振動歷時過後仍不會回到原點）
保存下來。我們使用國內氣象局全台強震網（TSMIP）自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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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斷層地震動特性研究之三》

近斷層脈衝歷時的地震動強度預估
近斷層脈衝型歷時主要由引發地震之斷層其破裂過程的方向

後的記錄殘差項；𝐼 為脈衝指標，如值為 1 代表其為脈衝型歷時，

性效應造成震波能量的累積所導致，該破裂方向性效應會造成的

如值為 0 則代表不為脈衝型歷時；𝑓 與𝑓 分別為本研究所建議的

地震動強度在空間分佈上的差異，尤其在破裂方向性顯著的地震

破裂方向性效應模型與脈衝效應模型，其中破裂方向性效應模型

事件中，在破裂方向上之工址其地震動強度將被明顯的放大。過

可表示如下式所示：

去有許多研究指出，近斷層脈衝型歷時將會同時提高結構的彈性
與非彈性的耐震需求，而在 2016 年的美濃地震以及 2018 年的花
蓮地震中，鄰近震源與斷層區域有需多都觀察到了脈衝型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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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且部分觀測到地震動歷時其長週期的加速度反應譜也已經超過了
耐震設計規範所訂定的加速度設計反應譜，而部分鄰近震源與斷
層區域的建築物也在地震中倒塌，由此可見近斷層脈衝型歷時已
經對鄰近斷層區域之建築物以及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威脅。有
鑒於此，我們需要先能夠精準的預估破裂方向性以及其所引致之
脈衝型歷時等所可能引致的地震動強度，接著才能夠進一步的評
估近斷層脈衝型歷時對結構所可能產生的衝擊，以擬定相關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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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𝑒
𝑟 cos 𝛼 𝛼

𝜙

𝑑𝛼

其中𝛼為工址連線至震央的方位角，𝛼 為破裂方向的方位角; 𝑟 為
破裂速度與剪力波速的比值，𝑒為描述單一破裂程度程度的係數，
𝜙 為主要破裂與次要破裂方向的夾角。這個式子修改自學者
Boatwright 於 2007 年所提出的模型，該模型也已被其他學者評估
地震動強度的破裂方向性。𝑓 為本研究所新增的項次，主要是為

應策略。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分析台灣的地震動歷時資料，評估破裂方
向性與脈衝型歷時對地震動強度的影響，以及提出相對應的預估
模型，以強化地震動預估結果的準確度。首先我們以國外學者

了將每個地震事件的紀錄殘差項平均值校正為 0，以符合當初地
震動預估式建置過程時，針對紀錄殘差項平均值的假定。當𝑟 值越
高，且𝑒值越接近 1 時，地震動強度的破裂方向性將會越顯著。

Shahi 與 Baker 於 2014 年所提出的脈衝型歷時指標，分析了台灣
近四萬筆的三軸向地震動紀錄，最終共計篩選出 200 筆左右的台
灣脈衝型歷時。接著我們針對台灣 300 個地震事，以國震中心於
2019 年所建置的台灣地震動預估式，排除掉震源、路徑與場址效
應對地震動強度的可能影響後，發現有許多地震事件都可以發現
顯著的破裂方向性效應，包括 1999 年的集集地震、2010 年的甲
仙地震、2013 年的南投地震與 2016 年的美濃地震等。不過與國
外地震動破裂方向性相關研究不同的地方是，我們發現破裂方向
性不只會影響長週期的譜加速度，也會影響短週期的譜加速度。
另外我們也發現高達 70%的脈衝型歷時都發生在破裂方向的±55

圖一 2016 美濃地震之破裂方向性效應模型的擬合結果

度方位角內，這項發現助於我們未來評估與擬訂脈衝歷時較為可
能發生的境況。
最終依據上述的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了破裂方向性效應模
型與脈衝效應模型，其可結合國震中心於 2019 年所建置的台灣地
震動預估式來共同使用，可以強化台灣脈衝型歷時之地震動強度
預估結果的準確度。本研究所建議之考量破裂方向性與脈衝效應
之台灣地震動預估式如下式所示：
𝑙𝑛 𝑆

𝑙𝑛𝑆

𝑆
𝑓

𝑆
𝑓𝐼

𝛿

𝑆
𝛿

𝛿

,

𝑆

,

,

其中𝑙𝑛 𝑆 為取自然對數的加速度反應譜值觀測值，單位為 g；
𝑙𝑛𝑆

為參考地震動境況時之加速度反應譜，單位為 g；𝑆

為

震源尺度效應，描述震源相關的參數對地震動強度的影響；𝑆
為路徑尺度效應，描述路徑相關的參數對地震動強度的影響；
𝑆

,

與𝑆

,

則為線性與非線性的場址效應，描述場址的參數

對地震動強度的影響；𝛿 與𝛿 與為與事件相關的殘差項及與測站
相關的殘差項，𝛿

,

為考慮破裂方向性效應模型與脈衝效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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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考量與未考量破裂方向性效應模型的標準差值比較
圖一 為 2016 美濃地震不同周期譜加速度的紀錄殘差項以及
破裂方向性效應模型的擬合結果，其中黑線為以地表速度峰值之
紀錄殘差項所得的擬合結果，紅線為以各自譜加速度值的紀錄殘

(b)

(a)

(c)

圖四 2016 年美濃地震 3 秒譜加速度值對應至氣象局舊制震度加速度分佈區間之震度值的分佈圖；(a) 觀測震度；(b) 未考量破
裂方向性與脈衝效應模式的預測震度；(c)考量破裂方向性與脈衝效應的預測震度
差項的擬合結果。由圖一可以發現雖然不同的譜加速度之紀錄殘

圖四呈現了 2016 年美濃地震中，3 秒譜加速度值，對應至氣

差項來擬合的結果有些許差異，但大致上所得到的各別擬合結果

象局舊制震度加速度分佈區間之震度值的分佈圖，包括了觀測所

(紅線)與地表速度峰值的擬合結果(黑線)趨勢上不會有很大的差

得的震度值，以及以本研究建議的模型所預估全台各地的震度值。

異。圖二呈現了所有選用的台灣地震紀錄殘差項進行擬合前的標

由圖四可以發現考量破裂方向性與脈衝效應較能精準的反映出地

準差值，以及以兩種方式擬合後的標準差值。由該圖可以看出不

震動強度的空間分佈狀況，如未考慮則會低估部分區域的地震動

論採用何種方式進行擬合，在有考慮破裂方效性效應模型的情況

強度值。

下，不同週期譜加速度的標準差值都可以有效的降低，因此代表

本研究以台灣的觀測地震動資訊，發展適用於台灣的破裂方

台灣的地震動強度觀測值確實具有顯著的破裂方向性效應。本研

向性效應模型與脈衝效應模型，其可以與地震動預估式一起使用

究也統計了針對不同台灣地震事件擬合紀錄殘差項後所得的破裂

來進行地震動強度的預估，可以有效降低地震動強度預估結果的

方向性效應的模型參數，其中速度比𝑟 值大部分介於 0.4 至 0.7 之

標準差值，尤其是破裂方向性較強的地震事件，最終以 2016 年美

間，而參數 e 值與參數𝜙值則沒有特別的趨勢，參數 e 值均佈於 0

濃地震為案例，證明使用本研究所建立的模型可以精進地震動強

至 1 之間，而參數𝜙值則均佈於 0 至 90 度之間。這些參數的統計

度預估結果的準確度。

結果可以幫助我們針對未來的地震事件擬定合適之描述地震動強

2.5

度破裂方向性效應的模型參數。

2

本研究所建議的脈衝效應模型可以表示如下式：
𝑓

𝑎

𝑎 exp 𝑎 ln

𝑇
𝑇

1.5
1

𝑎

0.5

其中

0

ln 𝑇

6.7183

1.1382max 5.5, 𝑀

Residuals without Directivity Effect
Residuals with Directivity Effect
Pulse Model without Directivity Effect
Pulse Model with Directivity Model
Shahi and Baker (2014)

-0.5

其中𝑎 ，𝑎 ，𝑎 與𝑎 為模型係數；𝑀 為震矩規模；𝑇 為脈衝週期；

-1

𝑇為計算反應譜時的結構週期。這個模型修改自美國 NGA-West 2

-1.5
10-2

10-1

計畫中，四個破裂方向性研究團隊的其中一個研究團隊所提出之

100

101

T / Tp

模型，其中𝑎 項為本研究新增的項次，目的是為了反映脈衝效應

圖三 考慮與未考慮破裂方向性效應的脈衝效應模型擬合結果

對短週期譜加速度反應譜的影響。我們以上述之脈衝效應模型，

表一 考慮與未考慮破裂方向性效應的脈衝效應模型參數表

分別去擬合前述所篩選出約 200 筆之台灣脈衝地震動考慮前述破
裂方向性模型前與考慮該模型後後的紀錄殘差項，所得到的模型
係數可以參考表一。圖三呈現了考慮與未考慮破裂方向性效應的
脈衝效應模型擬合的結果，以及與 NGA-West 2 計畫中其中一個
研究團隊之研究結果的比較。由圖三可以發現如未考量破裂方向

a0
a1
a2
a3

未考量破裂方向性
的脈衝效應模型
0.1059
0.7612
-0.6443
0.1099

考量破裂方向性
的脈衝效應模型
0.0054
0.4478
-2.3584
-0.0816

性效應模型，則所得到的脈衝效應模型對地震動強度的影響較大，
且亦會影響短週期的譜加速度值，但若同時考量破裂方向性效應
模型，則所得到的脈衝效應模型對地震動強度的影響較小，且較
為侷限於週期與脈衝週期接近的譜加速度值。

副研究員
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黃信樺
佐理研究員

趙書賢
郭俊翔
詹智丞
許喬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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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斷層地震動特性研究之四》

台灣西南部斷層設定與地震動模擬
台灣西南部在歷年的地震記錄中屬於高地震潛勢區域，尤

進行資料收集與測站維護，所收集到的地震波形，利用 Antelope

其此區大部分為地質相對鬆軟的平原，經濟建設與人口密集，

資料庫系統進行 P、S 波形撿拾，使用 Hypo71(Lee and Lahr, 1972)

使得此區域具有較大的地震災害潛在危險。從 20 世紀台灣發生

定位，並對所觀測到的地震事件進行雙差分重新定位(Double-

的災害地震來看，大半發生在台灣西南部，如 1906 年的梅山地

differences method；Waldhauserand Ellsworth, 2000)；此方法利用

震、1941 年的中埔地震、1946 年的新化地震、1964 年的白河地

到時差進行比對，用以重新定位降低誤差。另外，地震資料也包

震、1998 年的瑞里地震。而 1999 年 921 地震之後的台灣西南部

含部分 NCREE 即時網與 NCREE 南科微震網等。

災害地震有 1999 年的嘉義地震、2010 年的甲仙地震及 2016 年

二、背景研究

的美濃地震等，詳圖一(a)台灣西南部災害性地震分布圖。然而
近期 20 年間，這區域已發生 3 次災害性地震事件；由簡易的統
計角度來看，平均約 7 年左右，此區域就有發生重大地震事件
的可能性，然而冀望藉由深入此區域的相關研究，提升國人、建
築物與地震共存的耐震能力。研究中一開始就持續進行地震資
料收集，利於之後進行相關研究，包含解算區域震源機制解、區
域應力分析、b 值分布圖、3D 速度構造、3D 衰減構造與致災性
地震再現周期等。最後利用譜元素法進行地震動模擬，其中包
含以 1022 嘉義地震(M6.4)模擬進行探討、嘉義地區致災性地震

圖二(a)為結合 NCREE、CCU 及 CWBSN 測站資料，聯合
定位之地震分布圖，圖中時間為 2014 年 10 月至 2015 年 6 月
間，總計收錄了 3817 筆地震，其中從區域地震網(NCREE+CCU)
定出的地震共 1234 筆，圖上圓點大小隨地震規模變化；濃淡隨
震源深度變化，此區地震多數發生在 5-20 公里內。於大尖山斷
層東側可見地震分布相對密集，而大尖山斷層隨地勢呈弧狀型
態，為一逆移斷層，總長約 25 公里。另外，大尖山斷層南端、
觸口斷層上盤處，可見地震分布相對稀疏。

(a)

(b)

(c)

(d)

模擬設定，最後對於所評估的地震高潛勢區進行地震動模擬等
(圖一(b)相關研究流程圖)。

(a)

(b)

圖一 (a)台灣西南部災害性地震分布圖 (b)相關研究流程圖
圖二 (a) NCREE 雲嘉南地震網、CCU 與 CWBSN 測站與地震

一、地質概況與資料處理
台灣西南部丘陵與平原交界帶為一系列變形前緣的逆衝斷

定位分布圖 (b)震源機制解 (c)嘉義地區之 b 值地震活動率
(d)嘉義地區 M≧6 地震再現周期分布圖

層，區域內主要包含濱海平原與西部麓山帶兩大地質分類，以

圖二(b)依地震定位資料圖二(a)進一步解算震源機制，共

第三紀沈積岩為主。西部麓山帶地質區主要由新第三紀碎屑岩

524 筆資料，其中以逆斷層與走向滑移斷層較多，可藉由震源機

所組成，有一部份為漸新世地層，多數為砂岩與頁岩互層，頁岩

制了解區域應力的分布。由於小地震的能量較小，傳播距離近，

與泥岩由北至南漸增厚。區域內的覆瓦狀斷層體系以低角度、

能收錄到同一筆小地震的測站數相對較少。另外，小地震訊噪

東南傾斜的逆斷層為主。而雲嘉南地區西側的地體構造為第四

比也較低，不容易明確分出 P 波上下動，所以當測站包覆性不

紀蓋層，表層為沖積層或紅土礫石層，層面分布較東側為平坦。

佳的情況下，能解算的震源機制數量便受到局限，所以研究中

地質狀況大體來說，由北至南、由東至西地層由麓山帶的堅硬

採用數個地震觀測網的資料來彌補測站包覆性不足的問題。

地質轉為鬆軟地質。

在早期地震研究中，由 Gutenberg 與 Richter 兩位學者所提

地震資料收集與處理，與國立中正大學(CCU)合作，考慮既

出，地震發生頻率與地震規模的經驗關係式：logN = a - bM，其

有中央氣象局地震觀測網(CWBSN)位置、斷層位置與歷史地震

中 a 值則代表某段時間內特定區域的地震活動，a 值愈大表示地

活動分布等，佈設雲嘉南地震活動聯合觀測網，定期對地震站

震活動度愈高；b 值則反映不同地震規模之間的比例關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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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根據不同的地體構造，全球的 b 值變化範圍為 0.5~2.5，

築物震損位置相為符合(如圖三(b)黑點所示)。圖三(c)為本研究

平均值則為 1，而對某些地震群集區域則可達到 2。b 值隨著研

所用 1022 地震事件的震波比較圖，圖中黑色線段表示為觀測資

究區域內的不同地質特性、地體構造、地溫與應力形式等條件

料，紅色線段表示為合成波形，於波形左邊為測站名稱，觀測與

不同而有所變化。另外，對於地震監測網可偵測到的最小完整

合成波形之間的相似度，顯示地下速度構造的可靠性。然而在

規模 MC(completeness of magnitude)，台灣於 1974 年進入現代

某些測站上，合成波形並不十分吻合，這些波形上的差異可能

化觀測與連續式記錄的地震觀測，能偵測到的地震數量較之前

導因於體波效應或更細微變化的速度構造亦或是場址效應所造

大幅增加，然而能觀測到的地震最小完整規模更可平均降低至

成。從本測試結果可看出波傳於三維速度構造除了顯示複雜的

1.6。對於特定區域背景地震活動分析，必須濾除過去地震重大

波相外，淺層構造對於震波所產生之諸多響應亦多所呈現。

事件及其可能影響的範圍。大地震發生之後，往往伴隨大量的

考量圖二等結果，包含評估地震分布、地下構造、區域應力、

餘震活動，若不將其餘震序列自背景地震活動中抽離(decluster)，

地震高潛勢區分析等結果，並選用較具代表性的震源機制解及

而以全部觀測到的地震活動進行分析，則所得的結果將偏於整

設定相關參數等，透過譜元素法進行嘉義地區致災性地震動模

體平均效應，難以作為地震活動度異常研究的判斷標準。

擬，結果如圖三(d)與圖三(e)。可觀察到情境地震一(圖三(d))，

為了評估嘉義地區近年的 b 值變化，研究中利用

M6.4 設定發生於嘉義地震密集帶上，所求得之 PGA 高值分布

1990~2015 中央氣象局所收錄到的地震資料，以網格化分析技術，

於人口密度較高區域，鄰近嘉義市區南端。圖三(e)則為本研究

選取適當的網格展距大小，即可依序計算各子網格的背景地震

所測試的另一個案例，為情境地震二，設定 M6.4 發生於觸口斷

活動參數，這些參數即為各子網格本身的背景活動特性，其中

層上盤，PGA 高值區則大都分布於山區，比對圖二(a)地震分布

須移除較大地震序列，即為該區域平時的地震活動表現。分析

圖位置所發生的地震相對較少，為地震空白帶，位置主要涵蓋

地震活動的子網格大小為 4 x 4 公里，外加周圍半徑 15 公里

瀨頭斷層與部分的馬頭山斷層、茶山斷層等。

內分析地震樣本數至少 100 個地震以上，以及回歸分析時擬合

(a)

(b)

(c)

度須達 90%以上等條件進行計算，所得 b 值分布圖與地震規模
大於 6 之地震再現週期圖結果如圖二(c)與圖二 (d)所示。
就背景地震活動度來說，b 值偏低的位置主要有兩大區
域(b 值小於 0.7)，一在觸口斷層上盤，主要涵蓋了瀨頭斷層與
部分的馬頭山斷層、茶山斷層，東至小林斷層右側中央山脈之
間，另外一區在白河、新營一帶；木屐寮斷層與六甲斷層周邊。

(d)

(e)

由圖二(d)來看，呈現兩區再現周期較短，約小於 300 年(藍色
區塊)，比對圖二(c)來看，藍色區塊相對縮小。圖二(c)右側藍
色區塊主要涵蓋瀨頭斷層，此區域依觀測所得之震源機制解多
為走向滑移形態；另一再現周期較短的區域主要位在木屐寮斷
層西側，區域內所得之震源機制解亦多為走向滑移形態。

三、地震動模擬
研究中地震波傳模擬，先以發生在區域內的 1022 嘉義地震
作為探討與驗證，並依地震破裂面滑移分布配合三維地下速度

圖三 (a)2008 年 Wen et al. 所求得 1022 嘉義地震(M6.4)之有限
斷層模型 (b)最大地動加速度分布圖，以 1022 嘉義地震模擬
探討 (c)1022 嘉義地震的震波比較圖 (d)致災性地震動模擬設
定，情境一之地動分布圖 (e)致災性地震動模擬設定，情境二之
地動分布圖

變化。3D 速度構造與 3D 衰減構造除了可解析地下構造外，在
應用於地震動模擬也是相對重要的材料，先建立準確的速度構
造與衰減構造，才利於進行西南部災害地震的強地動的預估。

四、結語
常有人問，我們這會不會發生地震?我想身處台灣的我們很

震波傳遞時，介質的速度分布對波場變化有重大的影響，因

難與地震脫離關係，地震的發生只是時間早與晚的問題，既然

此求取可靠的地下速度構造，經由高解析度之震波模擬為不可

無法擺脫地震威脅，何不與之和協共存。然而研究中對於地震

或缺的步驟。就波傳模擬部分，共使用了 96 x 96 x 23 個元素於

高潛勢區域的探討，可提供我們對於地震災害整備進一步的方

三維模型裡，可模擬之頻率可達 1 Hz。由於近震效應的影響，

向，以期降低致災性地震對於人身與建築物的損害。

使用前人研究所得 1022 嘉義地震之有限斷層模型(見圖三(a))加
以模擬。所得之結果如圖(b)，可觀察到近震源區之地動情形較
點震源所模擬的結果更加複雜，且所求得的 PGA Map 峰值與建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張議仁、黃有志、林哲民
國立中正大學 溫士忠、葉玉蓮、溫怡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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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斷層地震動特性研究之五》

斷層破裂方向性效應之地震動特徵探討
斷層破裂方向性效應係指當斷層的某一處發生破裂，能量以

方向性效應與斷層破裂參數間的相關性，如距離、方向角、斷層

地殼介質的剪力波速開始傳播，破裂沿著方向行進的同時，波能

走向等，後續將提出方向性效應模型，以期未來地震發生時，有

量持續沿著方向傳播，過程中遭遇具相同頻率的震波時，則能量

效評估近斷層區域之地震動。

會疊加而反映在地震紀錄上。方向性效應可被表示為斷層破裂後
幾乎所有震波輻射的累積效應(Somerville et al., 1997; Abrahamson,
2000)。由過去歷史地震相關研究指出，在斷層破裂傳遞的方向上，
會感受到較大的地震動，且其所引致的地震動大小會受到測站相
對於斷層走向的方位角而影響。Somerville et al. (1997)發現位於斷
層走向上的測站，將水平向的地震紀錄旋轉至垂直斷層走向的方
位時，在週期大於 0.6 秒部分會有較大的反應譜值，主要受到地
震規模、震源距離、測站與斷層走向之夾角所影響，而週期越大
其破裂方向性效應更為顯著。隨著地震動資料庫的擴充，Chao et
al. (2019) 以 2016 美濃地震等地震紀錄評估破裂方向性效應，顯
示其不單反映於長週期，由短週期反應譜亦能觀察到其特性存在。
由於破裂方向性效應影響近斷層區域之地震動的長週期特性，
且與震源破裂型態相關。本研究以台灣歷史地震地震動紀錄探討

(a) 1999 集集地震殘差值之分布

(c) 2013 年 6 月南投地震殘差值之分布

一、方向性效應殘差計算
與斷層破裂面之距離、斷層走向與震央方位角間的夾角是為
方向性效應的主要參數(Somerville et al., 1997)，因此，本研究挑
選測站紀錄相對於震央有較佳包覆度的地震事件(Chao et al.,
2019)，包括 921 集集地震及其餘震、2013 南投地震與 2016 美濃
地震等，並取距離小於 50 公里之測站紀錄作為分析資料庫。為能
反映地震動紀錄裡的方向性效應，本研究選用 SSHAC 計畫
(http://sshac.ncree.org.tw/)所產出之本土化地震動評估模型
(ASK14-adj2)，計算實測紀錄與評估值間的殘差值，並移除整體事
件項、場址項以及上盤效應後，用以探討各地震事件震源破裂引
致之方向性效應。

(b) 2016 美濃地震殘差值之分布

(d) 2000 年 6 月集集地震之餘震殘差值分布

圖一 不同地震事件於 PGA、1 秒與 3 秒週期譜加速度值之方向性效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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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等。二為 2013 年 6 月南投地震(MW6.3，深度為 7.2 公里)，

二、斷層破裂引致之方向性效應分布

其斷層面走向為近正北的 2˚，但其殘差分布卻呈現西南要
較東北為大，顯示方向性效應除與斷層走向相關外，斷層的

圖一為本研究各地震事件之方向性效應(殘差)分布圖，分別
為 PGA、結構週期 1.0 秒與 3.0 秒之結果，圖上亦標示出斷層破
裂面與震央位置。各地震事件中，上圖為測站殘差值之空間分布，
下圖為測站殘差值與其相對於震央方位角之分布，圖中紅色虛線
為 Chao et al. (2019)所提出之斷層破裂方向性模型，黑色虛線則指
出斷層走向。由這些地震事件殘差分布結果，方向性效應與斷層
破裂參數間相關性可概分為：




斷層線明確之破裂震源：如 921 集集地震(MW 7.65，震源深

傾角與滑移角也是主要判斷影響範圍的參數。


與震源深度之關聯性：2000 年 6 月的南投地震，此地震為
集集地震之餘震，MW6.5，深度 17.4.公里。震源型態屬於走
向滑移，方向性效應出現破裂面左右兩側，且在集中於 PGA，
長週期則不顯著，顯示震源深度可能亦為影響參數之一。

三、結語

度 8 公里)。由於破裂方向由南往北，殘差分布顯示往北遞

本研究歸類台灣的地震事件中具有斷層破裂方向性之特性，不

增，反破裂方向則呈現負殘差分布。不論在 PGA 或長週期

局限在長週期的反應譜值受影響，短週期的反應譜也同樣可以反

的反應譜，與斷層面夾角約 30˚內均顯示較大的正殘差值，

應出此一效應。而協助判斷破裂方向性效應影響範圍之震源參數

顯示方向性效應與斷層走向絕對相關。

應包括斷層面之走向、傾角與滑移角或震源深度。

與斷層走向(Strike)、傾角(Dip)、滑移角(Rake)具關聯性：

五 個 依 據 NGA-WEST2 資 料 庫 所 提 出 的 方 向 性 效 應 模 型

一為 2016 年美濃地震(MW6.4，深度 10.9 公里)，此地震發

(Spudich et al., 2014)，均在參考的地震動評估模型下發展，以協助

生時，因場址效應與方向性效應造成遠離震源之測站紀錄

評估方向性效應的影響。本研究未來將更進一步探討方向性效應

有明顯的長週期效應。圖 1(b)中的殘差分布顯示與斷層面的

模型於台灣地震動評估模型應用的可能性。

走向有關，分布呈現西北-東南向，方向性效應反映在與斷
層走向夾角約 60˚範圍內。Lee et al. (2016)利用理論數值模
擬結果指出，此地震造成台南平地較大震度值的主要原因

助理技術師 張志偉
副研究員 張毓文、趙書賢

為：1. 斷層破裂之方向性；2. 震源的輻射效應；3. 場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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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國震中心與中央研究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簽訂合作備忘錄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稱國震中心）致力於台灣地震工
程技術之研究、推廣及應用，透過工程手段達到地震防災及減

（COVID-19）疫情因素而取消；但儀式後雙方也短暫交流討論並
共同合影留念（圖二），待疫情過後再另行規劃。

災的目的。然而在台灣這個地震頻繁且地體構造複雜的環境下，

透過與中研院地球所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規劃未來將在

對於地震的孕震構造、震源破裂特性、震波傳遞行為及區域地

地震資料應用、近斷層地動效應、地動場址效應與土壤非線性

質構造的更多瞭解，有助於解釋與推估地震動對建築結構破壞

研究、地震預警、結構監測及地震危害度研究等議題有各密切

的影響，台灣地震學界的研究成果一直是國震中心地震工程研

的合作與交流。冀望未來雙方能有更頻繁的研究交流，導入最

究的堅實基礎與重要參考。此外，近年因環境變遷所導致的各

先進的地震科學觀測資料、分析技術及研究成果於國內耐震設

種複合性天然災害所可能導致之巨災風險已成為不可忽略的研

計的實務應用上。

究課題，防災研究之跨領域合作與交流更顯重要。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是台灣最高學術研究單位，
其下地球科學研究所（Institite of Earth Science，簡稱中
研院地球所）自 1982 年成立以來，領導台灣地球科學領域之研
究，專精於觀測與理論地震學、地質與板塊構造學、地球與宇宙
化學、活動大地構造學、地球動力學、高溫高壓晶體學、地表作
用過程等主題。其研究範圍亦逐步拓展到東南亞以及歐亞各國，
研究的領域也延伸到地球核心，甚至地球以外的星際成因主題。
此外，台灣地震科學界結合眾多學者的努力，獲得科技部的支
持 在 中 研 院 地 球 所 內 成 立 台 灣 地 震 科 學 中 心 （ 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 TEC），其目標在整合國內地震
相關研究，發揮團隊合作力量，深入探討台灣地震之孕震、發

圖一 雙方長官簽訂合作備忘錄儀式

震、震裂之科學過程，進而推動積極前瞻之研究，落實有效的研
究及提出防震減災之道，也提供多元的資料與儀器使用的服務
平台，致力於台灣地震科學教育的推廣及普及。
基於中研院地球所在地球科學及地震學界之領導地位及卓
越成就，國震中心過去就與該所有不少直接或間接之合作。而
為拓展及深化雙方之合作與交流層面，並促成更多可能之合作
面向，國震中心與中央地球所議定簽署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並於今年 3 月 17 日在位於中研院
內的台灣地震科學中心辦公室舉辦合作備忘錄簽訂儀式。當天
國震中心由黃世建主任及鍾立來副主任帶領之一行六人代表，
中研院地球所則有鍾孫霖所長、林正洪副所長、詹瑜璋副所長、
馬國鳳特聘研究員及台灣地震科學中心主任饒瑞鈞教授等多位

圖二 參與合作備忘錄簽訂儀式的全體人員合影

學者參與。儀式在雙方長官致詞後，正式由國震中心黃主任與
中研院地球所鍾所長代表簽署備忘錄（圖一），互贈紀念品。遺
憾的是，原訂於儀式當天同時舉辦的聯合研討會因新冠肺炎

10／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114 期

研究員 郭俊翔、林哲民

國研院國震中心建築增建工程上梁典禮紀要
為擴充本院國震中心與台大土木之合作研究與教學空間，潤泰
集團尹衍樑總裁捐贈「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建築增建工程」，國
研院也在王永和院長支持下投入既有建築耐震補強與空間重整。
在工程施工期間雖面臨 COVID-19 疫情，潤泰營造能兼顧防疫應變
及工程效率與品質，迅速完成此一難度相當高的建築結構，並於
109 年 5 月 27 日舉行上梁典禮。典禮由台大羅清華副校長主典，
潤泰尹總裁及本院王院長等 11 位等貴賓陪典，並有 30 多位嘉賓
共同見證此建築工程達到重要里程碑。
此建築融合新舊接合的建築元素與結構設計，再加入本院國震
中心多元的耐震補強及制震新創技術、地震預警與安全監測、高
階數值模擬分析及 5D 智慧建築技術，未來更是國際罕見的研究實
驗試體，完工啟用後將對土木與地震工程領域有莫大貢獻。在我
們三方共同合作下，這棟大樓融合了新舊結合的建築設計，多元
的耐震補強及制震新創技術，再結合地震預警與安全監測、高階
數值分析及 5D 智慧建築技術。
未來更可作為國際罕有的研究實驗試體，向世界展示我國抗震
技術之精、結構力學之美；監控結構健康、地震預警之善；研究高
階實驗技術、分析模擬方法之真。也更提升此建築的整體價值與
效益，預期對土木與地震工程領域將有莫大貢獻。

圖一 國震中心建築增建工程於 109.05.27 舉行上梁典禮

行政組組長 楊鶴雄

私有建築耐震階段性補強社區宣導
台灣地理環境特殊，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島嶼受菲律賓海
板塊和歐亞大陸板塊撞擊而形成，板塊錯動的能量釋放導致地震
活動頻繁，當地震規模較大、震源深度較淺又或震央接近陸地時，
很有可能造成建築物的毀損和人民的傷亡。自 1999 年 921 大地震
後，政府積極推動「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針對
公有建築物全面提升其耐震能力。以高中職及國中小老舊校舍耐
震評估與補強為例，目前解除列管率已達 95%以上，補強過的校舍
通過 2010 年甲仙地震、2016 美濃地震、2018 年花蓮地震驗證，補

然而，對私有建築物推動拆除重建或實施耐震補強卻困難重
重，其因乃由於多重私人產權、擔心工程經費過高、施工期間居
民安置問題等，因此不易達成共識等。但是，大地震何時會來無
法預測，防災整備刻不容緩。為此，行政院於 2018 年 12 月 4 日
核定「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規劃推動補
助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措施，協助建物所有權人在等待整
合全數區分所有權人意見進行全面性補強或拆除重建之前，提供
短期緊急性之處理措施。

強成效斐然。

NCREE | 機密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114 期／11

一、深入鄰里社區辦理宣導說明會

說明會 A 以 109 年 3 月 20 日至屏東縣林森路社區說明會為
例，現場照片如圖三所示，課程內容包含耐震階段性補強計畫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受營建署委託，執行「私有建築物階
段性補強專案辦公室」委託技術服務案(以下簡稱本案)，成立耐震
階段性補強專案辦公室(以下簡稱專案辦公室)，協助辦理耐震階
段性補強之宣導推動。為宣傳與推動階段性補強計畫，專案辦公
室邀集專業技師、建築師、防災深耕團隊等專家學者，成立輔導
團隊 A 與 B 散布至全臺各縣市，深入鄰里與住宅社區辦理民眾說
明會，以宣導推動耐震階段性補強計畫。輔導團隊 A 主要針對符
合申請階段性補強之標的，至社區召開說明會 A，提供階段性補

介、申請補助流程、案例分享與標的物補強經費概估，本次活動
有 31 人次參與，參與成員為社區住戶、屏東縣政府都市計畫科、
長榮大學土地與環境發展研究中心與協助施作詳評之專業團隊，
此案係與都更整維團隊合作之標的，住戶於說明會後了解階段性
補強 A 方案相較於完整補強費用較為便宜，故社區施作補強意願
較先前提高許多，社區預計於 6 月中開住戶大會向住戶蒐集階段
性補強同意書。

強設計、補強工程、補助法規與申請流程解說等宣導事宜，說明
會後專案辦公室會定期向輔導團隊 A 追蹤各社區辦理階段性補強
作業之進度；另外，輔導團隊 B 主要是至各區公所與鄰里，宣傳
辦理說明會 B，課程內容為階段性補強設計施工、補助法規、申
請流程解說與地震保險等內容，同時於會後，針對有必要讓其住
戶進一步瞭解階段性補強政策之個別住宅社區居民，將於會後填
寫意願表，再經由專案辦公室派遣各縣市輔導團隊 A 深入住宅社
區辦理說明會 A，藉由輔導團隊之運作，以加速補強之宣導。

二、宣導說明會辦理概況
自 108 年 6 月辦理宣導說明會至今，說明會 A 於各縣市辦理

圖三 109 年 3 月 20 日至屏東縣社區舉辦說明會 A
說明會 B 以 109 年 1 月 16 日於桃園辦理之說明會為例，現

場次數量統計，如圖一所示，已累計辦理共計 51 場；說明會 B 各

場照片如圖四所示，係由本中心之簡文郁博士擔任授課講師，說

縣市辦理場次數量統計如圖二所示，已累計辦理共計 33 場。

明會中使用親切的臺語與民眾溝通並說明宣導地震防災知能與計
畫簡介，得到民眾熱烈的迴響，會後亦蒐集有意願民眾之聯絡資
訊，將再派輔導團隊深入社區舉辦說明會 A。

圖一 說明會 A 於各縣市執行場次數量統計

圖二 109 年 1 月 16 日至桃園市舉辦說明會 B

三、結語
專案辦公室經過這 1 年深入鄰里社區推廣宣導，已成功輔導
3 案取得地方政府核定補助資格，分別為臺北市 2 案與臺南市 1
案，並且另於花蓮縣有 2 棟已竣工、花蓮縣與臺南市各 1 棟施工
中，未來將持續積極推廣辦理說明會，加速階段性補強計畫之推
動，以提升國民居住安全。

圖二 說明會 B 於各縣市執行場次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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