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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央氣象局自 2001 年起逐年建置密集「臺灣 GPS 連續觀測網」，於 2005

年完成。部分測站設立迄今已逾十年，因周遭環境變化，影響觀測資料品質。本

計畫全面檢視各測站之運轉與環境現況，並提出改善建議。此外，將協助建立更

有效率的資料處理與分析流程，及快速而正確的成果展示。整合各機構營運之臺

灣 GPS 連續觀測資料，以 GAMIT/GLOBK 軟體解算 2007-2014 年各測站每天之

ITRF2008 座標。分析 GPS 連續觀測時間序列資料，探討臺灣地形變時空變化與地

震活動之關聯性，偵測可能之地形變地震前兆現象。2013 年 10 月 31 日瑞穗地震

(芮氏規模 6.4)之同震水平位移量達 37~47 mm，垂直位移量為 40~149 mm。在

瑞穗地震發生前約 5 年多期間，座標、面膨脹量與剪應變時間序列都大致呈線性

變化，但在地震前約半年期間震央東側兩子網之面膨脹量有 0.5-1.0 μstrain 的變

化。是否為地震前兆現象，仍待其他資料佐證。 

 

The “Taiwan Continuous GPS Array” was established by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 in 2001-2005. Part of stations has been operat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ir data quality became worse du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of 
surrounding area. This project checks the operation and sky visibility status of all 
CGPS sites and gives th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We also assist CWB to set up 
better and efficient procedures for GPS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The 
enormous continuous GPS data collected by CWB, Academia Sinica,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re processed by 
GAMIT/GLOBK software to obtain the ITRF2008 station coordinates. The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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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s for a time period are combined to form a position time series of each 
station. GPS position time series from 2007 to 2014 are analyzed to study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crustal strain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seismic 
activity and detect any possible earthquake precursors in Taiwan. A major 
earthquake (ML 6.4) occurred near Ruisui, Hualien County on 31 October 2013.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seismic displacements of continuous GPS stations 
near the epicenter are 37~47 mm and 40~149 mm, respectively. About 5 years 
prior to 2013 Ruisui earthquake, the position, areal strain, and shear strain time 
series are mostly quite linear. About half a year prior to 2013 Ruisui earthquake, 
two subnets to the east of epicenter show 0.5-1.0 μstrain change of areal strain. 
Whether this phenomenon is an earthquake precursor or not, more evidences 
from other observations are required. 

 

壹、前  言 

1999 年集集大地震後，在跨部會「地震及活斷層」計畫下，中央氣象局自

2001 年起逐年建置「臺灣 GPS 連續觀測網」，於 2005 年完成。該測網持續運轉

所蒐集的大量 GPS 連續觀測資料，可用於偵測微小地形變訊號，以掌握地殼應變

累積的時空變化及其與地震活動的相關性。當有大地震發生時，更可精確量測震

前、同震與震後變形，提供孕震與發震過程及斷層力學研究的重要素材。此外，

密集GPS連續資料亦能用於大氣可降水量的估計與電離層全電子含量變化之觀測，

故 GPS 亦已成為大氣與太空科學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由中央氣象局、中央

研究院、內政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及其他機構營運之臺灣 GPS 連續觀測網的測站

總數已超過 380 站（圖一）。 

然「臺灣 GPS 連續觀測網」部分測站設立迄今已逾十年，有些測站因周遭環

境變化，影響觀測資料品質。本計畫擬全面檢視各測站之運轉與環境現況，並提

出改善建議。此外，將協助建立更有效率的資料處理與分析流程，及快速而正確

的成果展示。 

本計畫將整合各機構營運之臺灣 GPS 連續觀測資料，以 GAMIT/GLOBK 資料

處理系統解算 2007-2014 年各測站每天之 ITRF2008 座標。可將一大型 GPS 觀測

網分成數個由不大於 40 個測站組成的子網，並分配於不同的伺服器同時計算，提

高資料處理效率。各子網未經約制之每日鬆弛解，經由 GLOBK 結合約制在

ITRF2008 座標架構下；整合一段期間的每日解而獲得各測站之 ITRF2008 座標時

間序列。 

GPS 連續觀測資料中隱含震前、震後、同震變形與其他如季節性變化、週期

性變化的相關訊息（圖二）。但在時間序列中與時間相關的雜訊，在過去常將其

視為一種隨機過程（white noise），誤以為經由大量資料的平均即可消除或減少

雜訊，因此往往低估參數誤差而高估地殼應變率的精度(Langbein and Johnson, 

1997; Zhang et al., 1997; Mao et al., 1999; Williams, 2003)。 

地表應變的計算和分析可提供地殼變形的訊息，並有助於觀測站址的選擇及

地震危害度分析。Hsu et al. (2009)改進前人的方法，考慮測站和內插點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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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速度的標準偏差及測站的分佈，給予不同的權重，由 GPS 速度場或座標時間

序列直接推求地殼應變率或應變之時間變化。本計畫將分析臺灣地區各測站之座

標時間序列資料，估算年週期及半年週期變化量、同震位移量、及震後變形，並

求得較可靠的地殼運動速度及其誤差值。再根據精確估算之臺灣地區速度場或座

標變化推求地殼應變時間變化。假設一 GPS 測網內之地殼應變在空間上是均勻分

布，可由坐標時間序列求得該測網之平均面膨脹量與剪應變時間變化；據此探討

臺灣地殼形變時空變化與地震活動之關聯性，偵測可能之地殼形變地震前兆現

象。 

 

圖一、臺灣 GPS 連續觀測網，紅色圓點為連續觀測站址，綠色線為活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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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GPS 資料處理 

     GAMIT/GLOBK 軟體的資料處理流程，大致上分為兩部份(Dong et al., 1998﹔

Feigl et al., 1993)︰ 

(一) GAMIT：利用加權最小二乘法(weighted least-square method)處理不同觀

測時段的所有資料，以決定各測站的坐標。 

(二) GLOBK：將各時段的解利用 GLOBK 軟體(Herring et al.,1990)中卡曼濾波

(Kalman filter)模組合併成一個解，再利用此解計算求得速度及應變等相

關參數。 

    GAMIT 軟體在資料處理的過程中，原始資料透過自動偵測錯誤及清除程式，

來剔除一些明顯的離群點(outliers)、跳週(cycle slip)、及標誌(flags)。清除後的觀

測資料再與 IGS 的精密軌道合併處理，進而獲得較精密的軌道參數及時間修正；經

過修正的資料再進一步做相位觀測二次差處理，利用加權最小二乘法求解坐標參

數及相位未定值(phase ambiquity)。並且在資料處理的過程中加入 IGS 天線相位中

心、地潮、地球自轉參數、章動、與太陽及月亮相關等修正，同時利用模式每小

時估算一個大氣層延遲參數加入計算。 

    經過 GAMIT 軟體解算後，可得到各時段的協變方矩陣(convariance matrix)，

再輸入 GLOBK 處理，此時多天的坐標參數可視為一連續的未知數，因此速度場可

得到一致性的估算。再此步驟中，待估算參數的先驗值及約制是影響解算品質的

重要因素；由於連續觀測站與 IGS 國際參考站有較穩定的速度，所以在坐標速度、

赤道參數、地球赤道及極軸旋轉等參數上，我們給予較大的約制。 

    GAMIT/GLOBK 軟體運算過程中，可以將其分成三個部分： 

Pre-proc 前處理，在這個步驟中必須先編輯數個輸入文件，以供程式執行使用。

這些檔案包含： 

一、整理外業資料：將原始資料轉成 Rinex 格式，並確認 Rinex 格式中的天線型式、

天線高、點位名稱、測量的起始及結束時間、檔名是否與觀測紀錄相符。 

二、編撰 station.info：將各測站的接收儀及天線型式，天線高，起始時間等與測

站相關的訊息編輯成 station.info。 

三、編撰 Option file：建立所有控制指令於 option file 中，以供批次化自動處理。

Option file中包含 itrf檔，ITRF檔內需建立各測站的先驗座標( a priori position)

及速度。 

四、Session table (sestbl)檔設定：設定處理流程及各種模型的參數值。 

五、Sittbl 檔設定：設定各站坐標的約束值(constraint)及天頂延遲等的修正值。 

六、編撰 Site list：將所有要加入計算的測站名編輯成 Site list，提供 GAMIT 計算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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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修正量：包括 UT1(世界時)、章動表(Nutation tables)、潤秒(leap.sec)、

太陽及月亮修正表(luntab、soltab)、大氣荷重修正表(at1.grid)、衛星天線幾何

位置表(svnav.dat)、問題衛星表(svs_exclude.dat)、相位中心修正表(antmod.dat)、

接收器及天線型式表(rcvant.dat)、地球自轉參數(EOP’S)等。這些修正表對於解

算結果影響很大，因此要時時更新，確保解算結果正確。  

準備好這些輸入文件，執行 GAMIT 後，GAMIT 內部模組就開始運作。首先

makexp 產生工作目錄後，根據 session.info 內的參數及流程產生控制文件。接下

來 makej 將輸入的廣播星曆轉成表格式檔案(G-file)，作為計算中時間參數；而

makex 則是將原始數據(Rinex)轉換成 GAMIT 所需的格式輸出(X-file & K-file)，最

後 fixdrv 生成許多批次檔，作為 main-proc 之用。 

Main-proc中間處理，為GAMIT解算資料的主要部分，又可細分成五個步驟： 

一、Arc：將精密星曆轉成 GAMIT 所需格式(G-fileT-file)。 

二、Model：計算出理論值，將理論值減去觀測值求出殘差。 

三、Autcln：偵測錯誤、去除不好的數據，並且修正週波脫落(cycle slip)。 

四、Cfmrg：將所有數據混合在一起，產生 M-file。 

五、Slove：求解方程式，使殘差最小化，並得到 H-file、O-file 及 Q-file。 

GAMIT 程式執行完畢後，可得到每日基線解(O-file)、協變方矩陣(H-file)及解

算過程與結果(Q-file)。如果想要知道解算結果的好壞，可以檢查 Q-file。Q-file 內

包含計算時衛星觀測使用量、測站各個參數的調整量、形式誤差(formal error)以

及解算結果的 nrms 值，透過這些數值，就可以知道解算結果的可信度及精度；如

果想要求得測站的速度，就需要利用 GLOBK、QOCA 或是 ST_fliter 做後續處理。 

    GLOBK 是利用卡曼濾波求解，內部主要由 globk、glred 及 glorg 三種模組組

成，可用來合併由各種不同的解算軟體所得結果。執行 GLOBK 前必須準備一些文

件，包括要合併的資料(Binary h-files)，測站的先驗坐標(apr_file)、地球旋轉參數

(pmu-file)、衛星參數、作為約束的國際站清單(glorg.cmd)、軌道及子網的約束

(constraint)等。接下來我們把由 GAMIT 解算得到的 H-file (Subnet ascii H)，利用

htoglb 轉成 GLOBK 可接受的格式(Binary H)，指令為 htoglb [dir] [ephemeris file] 

<input files ..... >，其中 dir 為輸出檔案路徑，ephemeris file 為輸出衛星星曆檔名，

input files 為輸入檔案清單。透過 htoglb 得到的 Binary H-file 再經過 globk、glred、

glorg 運算之後，就可以得到所有時段合併的結果。globk、glred、glorg 的作用分

別如下： 

globk：可做時間域及空間域的資料合併，意即可將數十年的資料合併成一個解，

或是將數個子網合併成一天解(daily solution)，可用來估計測站坐標及速度。同時

可輸出*.gcr (constraint, bias free solution)、*.gcx (constraint, bias fixed solution)、

*.glr 

(loose, bias free solution)、*.glx (loose, bias fixed solution)這四種 Binary H-file。 

glred：將各時段的資料視為獨立，可以突顯參數的可重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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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g：在合併兩個解時，允許坐標系旋轉(rotation)、平移(translation)、改變大

小(scale)以求得最佳坐標。最後輸出的*.GLX file 可再利用 htoglb 轉成 SINEX 檔，

即為我們所求結果。 

     QOCA (Quasi-Observation Combination Analysis)軟體，是由美國加州噴射推

進實驗室(JPL)董大南博士利用 Fortran 程式語言撰寫而成。QOCA 利用 mk_qob 將

GAMIT、GLOBK、BERNESE、GIPSY、FONDA 及 SINEX 格式轉成 QOCA 可認得的

qob 格式，再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它可同時解算測站位置、測站速度、測網參數、

應變率、及同震與震後變形等參數。 

在執行 QOCA 以前，我們必須準備幾個文件： 

1. 先驗坐標及速度檔：這個檔案可以從 GIPSY、GLOBK、BERNESE、Station.info

或 SINEX 檔得到。 

2. 極移(polar motion)及世界時(UT1)的修正表：pmu.usno 這個表可從 GAMIT 的

Table 中取得。 

3. 潤秒修正表：leap.sec 亦可從 GAMIT 的 Table 中取得。 

4. 驅動執行檔(driver file)：用來控制 QOCA 各個程序的驅動檔案，內容包含輸入

輸出檔的路徑及名稱、修正參數表、分析資料的時間等。 

5. 各參數修正表：包含同震位移、震後位移、季節項、offset 修正、天線相位中

心修正、海潮。 

6. 內部約制檔(internal constraint)：將數個國際參考站加入計算作為約制。 

 

準備好這些檔案後，就可利用 QOCA 從事時間序列分析的工作，步驟如下﹕ 

一、mk_net：把先驗坐標、速度檔轉成 QOCA 認可的格式(net file)。 

二、mk_qob：將 GIPSY、GLOBK、BERNESE、glf、SINEX、FONDA 各種不同軟體

產生的解，利用 mk_qob 轉成 QOCA 格式的擬觀測量檔(qob file)，為 ASCII 格

式，並做出 qob file list 以供下個步驟使用。 

三、mrg_dat：將要加入計算的測站名單以及資料表單合成一個 qoca_data.list，作

為 qoca_sepa mode 的輸入檔案。 

四、 qoca_sepa mode：此模式的功用相當於 glorg 的功用，可以將每天獨立解(daily 

solution)利用 internal constraint 的約制，計算出測站坐標。qoca_sepa mode

的輸出檔有 out file 及 map file，out file 是記錄所有運算的過程，map file 則

是計算結果，包含 time、E、N、Se、Sn、Ren、U、Su、Reu、Rnu、site。 

五、mk_pos_ps：這個模組可以將 sepa mode 計算結果繪成一時間序列圖，使用者

可利用原始資料的時間序列圖，檢查有無離群點或是地震訊號、offset 等需要

修正的訊號，將這些需要修正的參數加入修正表內，給予下一步的時間序列

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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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nalyze_tseri：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在這個步驟中，會根據使用者給予的修正

參數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因此修正表單的正確性將會影響時間序列結果的好

壞，使用者必須根據實際資料來擬定各項修正表。經由時間序列分析之後可

以得到 map、mod、out、resin 四個檔案，map 檔為結果，mod 檔為模型值，

out 檔記錄整個演算過程、各參數的修正量及各測站的坐標、速度；resi 為殘

差值，使用者可以利用 mk_pos_resi 程式畫出殘差值，用來檢查分析結果。 

七、PCA 修正：利用 analyze_tseri 的殘差做主頻分析，找出測站共有的誤差

(common mode error)，加入時間序列分析修正。 

八、最後再做一次 analyze_tseri 分析，就可以得到各測站在 itrf2008 參考框架下

修正過後的絕對坐標及速度。 

 

參、GPS 時間序列分析 

GPS 連續觀測資料的時間序列分析中，使用二次處理的方式，以測站資料分佈

區間的標準偏差（standard deviation）、四分位數範圍（Inter-quartile range）與

模型的後擬合均方根殘差（post-fit root-mean-square）為約制，配合視窗移動法

（moving-average method）與適當的時間序列模型假設，可有效的剔除時間序列

中的離群點（outlier）。GPS 時間序列可表示成下式（Nikolaidis, 2002）： 

      （3.1） 

此模型中，包含了線性變化（第一、二項，係數 a、b）、年週期（第三、四

項，係數 c、d）及半年週期（第五、六項，係數 e、f）、同震位移量（第七項，

係數為 gi）、震後線性速率改變量（第八項，係數為 hj），震後指數衰減的現象（第

九項，係數為 kj）等修正項，最後一項為量測誤差（vi），H 為階梯函數（Heaviside 

step function），j為鬆弛時間（relaxation time）。 

藉疊加資料較長之連續觀測站，可估計測站間區域相關的共同誤差（common 

error）且加以去除，獲得精度較佳的資料；而後重新建立時間序列模型，進一步

進行雜訊分析。由重新估計資料的協變方矩陣，配合權重的逆推方法，找出確定

的雜訊種類，去除與時間相關的雜訊後，方可求得較為正確的速度場值與其他相

關的模型參數。 

一般自然界中的訊號被視為一種「降冪過程」，可用下列「功率譜」表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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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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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 為頻率（temporal frequency）；P0 , f0 為歸一常數（normalizing constant）；

 為頻譜指數（spectral index）（Mandelbrot and Van Ness, 1968）。不同的頻譜

指數則表示不同種類的雜訊，在時間域與頻率域中呈現不同的特性： 

 = -0  全頻等幅雜波（white noise），表示每個頻率的強度相同。 

 = -1  閃變雜波（flicker noise），其強度和頻率倒數呈正比關係。 

     = -2  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其強度和頻率平方之倒數呈正比。 

雜訊可能為來自多種不同模式的組合，根據前人對加州 GPS 觀測網資料的研

究分析結果顯示，GPS時間序列中的值通常是介於0～-1之間（Zhang et al., 1997；

Mao et al., 1999；Nikolaidis, 2002; Williams, 2003），雜訊為「全頻等幅雜波＋閃

變雜波」的模式。 

 

肆、應變分析 

Hsu (2004)及 Hsu et al. (2009) 由 GPS 速度場直接推求應變並改進前人的方

法，考慮測站和內插點的距離、測站速度的標準偏差及測站的分佈，給予不同的

權重來計算合理的應變率，以了解應變率在空間之變化與斷層活動及板塊運動之

間的關係，並做為評估地震潛能的參考。 

由 GPS 觀測速度場直接計算地表連續變化應變場的方法大致可分為三類：（1）

由幾個鄰近測站所量測的速度來計算任一點的應變和旋轉率，各測點的貢獻則使

用距離的指數函數來計算，距離愈近，貢獻愈大，反之則愈小（e.g. Shen et al., 1996；

Ward, 1998）；（2）採用 spline function 或其它多項函數來內插速度場，並加入

適當的約制條件，最後再藉由速度的梯度計算應變率（e.g. Hanies and Holt, 1993；

Beavan and Haines, 2001）；（3）利用有限元素方法建立網格並將速度場分為連

續和不連續的部份，前者為應變累積造成的效應，後者則代表斷層在地表的滑移

（e.g. Spakman and Nist, 2002；Bos et al., 2003）。方法二、三由於必需先建立網

格，前罝作業繁瑣。Hsu (2004) 及 Hsu et al. (2009)採用第一種方法，並提出新模

式以修正其缺點。 

Shen et al.（1996）利用大地測量資料計算平面上每個格子點的應變速率，將

速度的梯度表示為一個應變率和旋轉率的和，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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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其中 ne vv , 為速度的東西和南北分量。經由適當的轉換可以寫為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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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ij yx  , 為觀測點 i 到內插點 j 的距離分量； j

nn

j

en

j

ee   ,, 為內插點 j 的應變率

張量； jw 為旋轉量； i

n

i

e ee , 為觀測點 i 速度分量之誤差。若有三點以上之觀測資

料就可以計算內插點之各個待求參數，式（4.2）又可寫為下式： 

WGmWd   （4.3） 

其中W 為每筆觀測資料之權重，與觀測誤差成反比， Ti

n

i

enene vvvvvvd ][ 2211  ， 











































ijijij

ijijij

jjj

jjj

jjj

jjj

xyx

yyx

xyx

yyx

xyx

yyx

G

010

001

010

001

010

001

222

222

111

111



 （4.4） 

Tjj

nn

j

en

j

ee

j

n

j

e wvvm ][    （4.5） 

式（4.5）之待求模型參數 m，可以由下式求得 

WdGWGGm TT 1][   （4.6） 

Ward（1998）對此方法做適當的修改，將它轉換至球面座標系，球面上任一

點之切面速度可以表示為旋轉向量 )(x 和位置向量 x的向量積，如下所示 

xxxv  )Ω()(  （4.7） 

其中 ),,( Rx  ；旋轉向量的三分量可寫成， ren)Ω( n
ˆˆˆ

rex   ， r ,e,n ˆˆˆ

為單位向量，分別代表二個切向分量及一個徑向分量，表示如下： 

)cos,sinsin,cossin(ˆ  n  

)0,cos,sin(ˆ e  

)sin,sincos,cos(cosˆ r  （4.8） 

觀測資料和內插點待求參數之關係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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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ˆ(11 jiG ne    )ˆˆ(12 jiG ee    )ˆˆ(13 jiG re    )ˆˆ)(ˆˆ(14 jijiG nnnr     

)ˆˆ)(ˆˆ()ˆˆ)(ˆˆ(15 jijijijiG ennrnner    )ˆˆ)(ˆˆ(16 jijiG ener   

)ˆˆ(21 jiG nn    )ˆˆ(22 jiG en    )ˆˆ(23 jiG rn    )ˆˆ)(ˆˆ(24 jijiG nenr   

)ˆˆ)(ˆˆ()ˆˆ)(ˆˆ(25 jijijijiG eenrneer    )ˆˆ)(ˆˆ(26 jijiG eeer   （4.10） 

i為觀測點， j 為內插點；W 為權重，表示為 ds WW , 正歸化後的乘積，其中 /1sW ，

σ 為觀測誤差； )/(exp 22 DdW id  ，其中d 為觀測點到內差點的距離，D則是控

制 Wa 隨距離衰減快慢的特性長度。式（4.9）之解可仿照先前方法，由式（4.6）

求得。 

距離為計算應變時最敏感的因子。Shen et al.（1996）採用固定的D值，所以

每一點所代表的空間尺度相同，但由於没有考慮測站密度，選取 D 時必須顧及全

部測站之平均間距，最後往往選取較大的值，而造成速度場變化過於平滑，對於

局部區域之變化没有解析能力。Ward（1998）則針對各區測站密度之不同採用不

同的D值，並將其訂為距內插點第四個最接近點之距離，雖然每個格點所包含的

空間訊息皆不同，但可針對測站密度不同的地區給予不同的權重。大體上這二種

方法容易受到測站分佈影響，當觀測點的密度不均勻時，即使改變特性長度（D）

的大小，應變還是會受到在特定地區的密集測站所左右。 

    利用平均應變率張量可計算平均主應變率的大小及方位，數學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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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nnen      （4.13） 

其中 1 最大主應變率； 2 最小主應變率；為 1 之方位角。 ee 和 nn 之和即為面膨

脹率 ，正值表示伸張、負值表示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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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 (2004) 及 Hsu et al. (2009)新模式的主體仍採用 Ward（1998）的方法內

插速度，並針對疏漏之處，做了下列幾點改進：（1）應變率由內插速度場之梯度

計算。（2）利用 Voronoi cell 劃分每個測站所代表的面積範圍，並依據面積大小

給予適當的權重（ aW ），考慮測點密度不均勻之影響。所謂 Voronoi cell 又稱泰

森多邊形，它是由連接兩鄰點直線的垂直平分線組成的連續多邊形，按照最鄰近

原則劃分平面。（3）每次運算改變 D 的大小，D 值的選擇恰巧使內插點得到良好

包圍並具有 4 個以上的觀測站，且包圍測站所組成的多邊形面積最小。此外必須

考慮當 D 增加至很大時，可能表示該點位於邊界，為了避免資訊不足強作內插，

可視情況設定其最大範圍。（4）為避免在沒有測站的地區，速度發生不合理之變

化，最後得到的速度場必須再平滑化。平滑化的原則為尋找距內插點第三個接近

之測點，以此距離（d3）劃一正方形，其中心為內插點，邊長為 d3，搜尋落在此

範圍內之所有格點，該內插點之速度即為所有格點速度之平均。同時，沿用 Shen et 

al.（1996）的方法，考慮資料的觀測誤差（ sW ）、觀測點和內差點之間的距離（ dW ）

給予不同的權重。 

 

伍、2013 年 10 月 31 日花蓮瑞穗地震前後之 GPS 坐標時間

序列、面膨脹量與剪應變時間變化 

2013年10月31日10時03分發生芮氏規模6.4之強震，震央位置為23.57°N，

121.35°E，位於花蓮縣萬榮鄉靠近瑞穗處；震源深度為 15.0 km。地震震源機制為

NNE 走向朝西傾斜之逆斷層。根據瑞穗地震前 4 天及震後 4 天 GPS 連續觀測之坐

標平均值估算同震位移(圖二)，發現在震央附近測站之最大同震水平位移量為

37~47 mm，位移方向大致呈南~西南南向，垂直位移量為 40~149 mm，水平及

垂直位移量的誤差分別為 3~5 mm 及 9~12 mm (圖三)。 

以 GAMIT/GLOBK GPS 資料處理系統解算 2007 年至 2014 年各測站每天之

ITRF2008 坐標；結合一段期間的每日解而獲得各測站之坐標時間序列，據此探討

2013 年瑞穗地震前震央區附近的地殼應變時空變化。各測站坐標時間序列都經修

正因同震或儀器更換引起的錯移量，並移除一年與半年之週期性運動及一些離群

點（outlier）等；始可用於偵測微小地形變訊息。 

將 2013 年瑞穗地震震央附近地區分為 A, B, C, D, E 等 5 個子網（圖四），假

設各子網內之地殼應變在空間上是均勻分布，可由坐標時間序列求得該測網之平

均面膨脹量與剪應變時間變化。以較近震央之 C 子網為例：圖五所示為用於求得

面膨脹量與剪應變時間序列的 5 個測站(DSIN, FENP, JPEI, HRGN)之坐標時間序列；

仔細分析其在東西向、南北向及垂直向各分量 ITRF2008 坐標時間序列，發現除了

DSIN 及 JPEI 之東西向及垂直向分量略呈不規則變化外，各測站在 2013 年瑞穗地

震發生前大致呈線性變化，地震後則有部分測站呈非線性變化。 

圖六為 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震央東側的 C 子網及 D 子網之面膨脹量

與剪應變時間序列，為避免因網形變化造成的差異，只在 5 個測站都有資料時才

計算當天的面膨脹量與剪應變。C 子網的平均面膨脹率為-1.68±0.18 μstrain/yr，D

子網的平均面膨脹率為-1.79±0.22 μstrain/yr，有顯著壓縮變形；綠色線表示 2013



143 

 

年 10 月 31 日瑞穗地震發生的時間。圖七所示為 C 子網及 D 子網面膨脹量與剪應

變去除線性變化量後之殘差值時間變化。C 子網及 D 子網面膨脹量與剪應變在

2013 年瑞穗地震發生前約 5 年多期間大致呈線性變化，但在地震前約半年期間面

膨脹量有 0.5-1.0 μstrain 的變化(圖七)。是否為地震前兆現象，仍待其他資料佐

證。 

依同樣方法求得其他 3個 GPS 子網(A, B, E)之面膨脹量與剪應變時間序列及面

膨脹率（圖八及圖四），涵蓋震央的 A子網有輕微伸張變形(0.07±0.10μstrain/yr)，

B, E 兩子網則都有顯著壓縮變形。各子網之面膨脹量與剪應變時間序列都大致呈相

當線性變化，亦無明顯地震前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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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a、 2013 年 10 月 31 日瑞穗地震前後震央附近 2 個 GPS 連續站(DSIN, HRGN) 

在東西向、南北向及垂直向各分量之坐標時間序列與同震位移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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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b、 2013年 10月 31日瑞穗地震前後震央附近 2個 GPS 連續站(JPEI, JSUI) 在

東西向、南北向及垂直向各分量之坐標時間序列與同震位移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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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三、2013 年 10 月 31 日瑞穗地震同震位移，（a）黑色箭頭代表由 GPS 觀測之

水平位移及其 95%信心區間誤差橢圓，紫色實線為地表主要活斷層，紫色星

號為瑞穗地震震央位置。（b）GPS 觀測之垂直位移，紅色圓圈代表抬升，藍

色圓圈代表下降，黃色圓圈代表一倍標準偏差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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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13 年 10 月 31 日瑞穗地震震央附近地區 A, B, C, D, E 等 5 個 GPS 子網及

其平均面膨脹率(單位為μstrain/yr或10-6/yr)，紫色星號代表地震震央位置，

紫色線為活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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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13 年 10 月 31 日瑞穗地震震央附近 C 子網 5 個 GPS 連續站(DSIN, FENP, 

JPEI, KNKO, HRGN) 在東西、南北及垂直向各分量之坐標時間序列；黃色曲

線為進行時間序列分析而得之模型值，各圖最右邊綠色線表示瑞穗地震發

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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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C 子網及 D 子網面膨脹量(Areal strain)與剪應變(Shear strain)之時間變化，綠

色線表示 2013 年 10 月 31 日瑞穗地震發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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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C 子網及 D 子網面膨脹量(Dilatation)與剪應變去除線性變化量後之殘差值

時間變化，綠色線表示 2013 年 10 月 31 日瑞穗地震發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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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臺灣東部 A、B、E 等 3 個子網之面膨脹量與剪應變時間序列(左側)及去除

線性變化量後之殘差值時間變化(右側)，綠色線表示 2013 年 10 月 31 日瑞穗

地震發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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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GPS 連續觀測網運轉及資料處理分析評估 

   1.檢視近三年（2012～2014）拍攝之各測站之環境照片，以了解測站周遭環

境變化及現況。 

    地震測報中心同仁已自 2014 年 2 月起開始進行全部 GPS 測站之透空度

及周遭環境狀況之清查分類，已獲得初步結果。針對須改善或清除透空度障

礙樹木及環境之測站，亦與土地所有權人或機構展開協調工作，期能於最短

期間內有改善績效。對於易有遮蔽之測站，建議每年定期巡視維護，避免樹

木生長過巨，難以處理。 

        在瞭解資料無法及時傳輸至局本部問題的 GPS 連續站內儀器設備及問題

所在後，根據地球所使用之網路通訊設備及維修經驗，提出資料傳輸之網路

連線問題的解決辦法，建議使用工規等級之 3G 路由器並搭配訊號低耗損之全

頻定向天線。初步已完成測試MOXA與DIGI數款 3G路由器及 RFS與 Remotek

之全頻定向天線，評估性價比後，建議使用 DIGI 3G 路由器搭配 RFS 全頻定

向天線，若赴測站現場測試後 3G 訊號仍不佳，則建議聯絡中華電信行動通訊

工程部門調整訊號強度及角度或裝設 3G 訊號強波器。 

    2.分析各測站歷年坐標時間序列，評估環境變化對觀測資料品質之影響。 

    由最近以 GAMIT/GLOBK 解算之 2007-2013 年各 GPS 測站之精確坐標時

間序列，可評估環境變化對觀測資料品質之影響。例如：合流坪(HLIU)及雙

崎(SUCH)兩測站隨著周遭樹葉茂密程度變化及花開花落而呈現顯著之週期性

變化（圖九）；風櫃斗(FKDO)及大溪(DASI)兩測站因週圍樹木之逐漸成長，

透空度變差，測站坐標之散布情形變大（圖十），已到非常嚴重程度，須立

即處理。 

        反之，透空度佳的測站坐標時間序列則能維持良好觀測資料品質，圖十

一及十二顯示義竹(ICHU) GPS 連續站之透空圖(sky plot)，在北、東、南、西

各方向之環境照片與該測站在東西(E)、南北(N)及垂直(U)向各分量之坐標時

間序列即為一例。 

    3.實地訪視觀測資料品質變差之測站，提出改善解決之具體方案。 

     地震測報中心已彙整出關於周邊環境無法改善的測站照片及說明，包括

鐵砧山(TEGS)、鹿港(LUKN)、坪林(PLIN)、二崙(ERLN)、斗南(DNAN)、寒

溪(HANS)、淡水(TANS)、廬山國小(LUSN)、風櫃斗(FKDO)、啟寶(PAOS)、

雙崎(SUCH)、小雪山(HSUE)、大溪(DASI)、及土場(TUCN)等 14 個測站。這

些測站均已聯絡溝通過，但因當地環境因素或土地所有人不同意等原因而無

法做修剪或砍除動作。其中環境透空度障礙嚴重無法處理之測站，包括坪林

(PLIN)、二崙(ERLN)、淡水(TANS)、風櫃斗(FKDO)、雙崎(SUCH)、大溪(DASI)、

及土場(TUCN)等 7 個測站，則建議優先另尋他處重新設站。 

        圖十三為 2014 年 10 月初半屏山 GPS 測站(BANP)周邊砍樹後的現地狀況

照片以及尚未整理前的照片對照，測站周邊環境已顯著改善，未來仍須用心

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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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與地震測報中心 GPS 資料處理分析的同仁定期討論，建立正確而有效率的

工作流程。 

    每個月與地震測報中心負責GPS資料處理分析的同仁們進行1～2次定期

討論。針對目前該中心使用的 sh_gamit 半自動及 RunGamit 自動化兩種處理

方式進行所須表格資料及各項約制條件的一致化，現已完成 2007-2013 年之

資料處理與分析工作，兩者解算之坐標時間序列及速度場皆相當吻合。另與

中研院地球所及國際著名之 GPS 資料分析中心 SIO的成果比較，亦差異甚小；

已將解算流程及相關成果投稿在 TAO 期刊發表，並公布於中央氣象局地球物

理資料管理系統,，供各界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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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GPS 連續站(HLIU, SUCH) 在東西、南北及垂直向各分量之坐標時間序列

與環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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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GPS 連續站(FKDO, DASI) 在東西、南北及垂直向各分量之坐標時間序列

與環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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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義竹(ICHU) GPS 連續站之(a)透空圖(sky plot)，(b)在北、東、南、西各

方向之環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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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義竹(ICHU) GPS 連續站在東西(E)、南北(N)及垂直(U)向各分量之坐標時

間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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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2014 年 10 月初半屏山 GPS 測站(BANP)周邊砍樹後的現地狀況照片以及

尚未整理前的照片對照。 

砍樹整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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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 

臺灣 GPS速度場的多重尺度分析 

 

張午龍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蔡俊雄  吳建文  周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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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殼變形會受到不同尺度的應力效應影響。以臺灣地區而言，可能包括了中

尺度（～100 km）的板塊碰撞和造山運動，小尺度（～10 km）的盆地沈降、以及

更小尺度（數公里）的斷層影響（如無震滑移）。空間中任何一點的地表運動應該

是這些不同尺度效應的組合。本研究利用球形小波（spherical wavelets）為主的多

重尺度分析方式，將臺灣地區的GPS觀測速度場分解成受不同空間地質尺度影響的

分量，藉以探討如隱沒系統或弧陸碰撞等穩態大尺度效應以及如斷層震前、震間、

或震後等較小尺度的暫態效應對每個GPS測站所影響的程度。利用這種方法，我們

也可以計算較有地體構造意義的地殼形變參數，並可以分辨由板塊邊界或斷層作

用所引起的膨縮率、應變率、以及旋轉率等。 

 

Deformation of Earth’s crust occurs at multiple length scales. For example, we 

might associate a scale of 100 km for a given plate boundary, a scale of 10 km might be 

appropriate for local deformation of a basin due to hydrological variations, and a scale 

of 1 km might distinguish the signature of a shallowly locked fault from an aseismically 

slipping fault.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present a wavelet-based 

multiscale representation of three-component surface velocities observed by the dense 

GPS network in Taiwan. Out multiscale approach employs spherical wavelets to 

decompose the velocity fields, and by this approach we can automatically compute 

maps of scalar quantities that are useful in interpreting crustal deformation, such as 

dilatation rate, strain rate, and rotation rate of the Taiwan area. 

 

壹、前言及研究目的 

地殼變形會受到不同尺度的應力效應影響。以臺灣地區而言，可能包括了中

尺度（～100 km）的板塊碰撞和造山運動，以及小尺度（～10 km）的盆地沈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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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構造影響（如火山或斷層滑移）。空間中任何一點的地表運動應該是這些不

同尺度效應的組合。 

目前對臺灣GPS速度場的研究（包括分析應變率，面膨率等），多是利用變化

空間格點尺度的方法來進行(e.g, Shen et al., 1996)。這些方法所得到到參數的解析

度會隨著觀測點（如GPS測站）在空間中分佈密度的不同而改變；例如在測站較少

的山區，就會對小尺度的斷層行為得到較差的解析度。而且這些方法無法將上列

的多尺度的效應分離出來，因此不易對不同板塊（或非板塊）行為所引發的地殼

變形進行個別分析。 

本研究將利用以小波（wavelet）為基底的多重尺度（multiscale）模式，對臺

灣連續GPS密集觀測網所得到的三維空間地表速度場進行分析，期望能解析不同尺

度的應力作用所造成的地殼形變。所用的方法除了參考Tape et al. (2009)發表的球

形wavelet演算外。本計畫之結果將會對研究地表運動的transient signals（如震後形

變）及斷層震間行為（如無震滑移或潛移）提供另外一種獨立的分析方法。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了 Tape et al. (2009)發表的球形 wavelet 演算法，對臺灣地區約 300

個連續 GPS 站所記錄到的地表平均水平運動場進行多尺度(multiscale)的運動學分

析(kinematic analysis)，主要包括面應變率(應變率張量的第一不變量，代表地表的

伸張或壓縮率)以及應變率強度(應變率張量的第二不變量，可正比於最大剪應力)

場的計算。與之前的地表運變率分析方法不同的是，多尺度分析可將空間中因測

站分布不均勻所造成的應變率解析度的不同納入考量；而許多傳統的計算方法(e.g., 

Shen et al., 1996)均使用相同網格點對應變率場進行內插估算。 

如 Fig. 1所示，各種不同尺度的球形 wavelet 代表了對某一模型參數的不同空

間解析度。例如對應變率計算而言，如果用 q=2 的 wavelet，可將空間變化大於約

2700 km 的應變率(即速度梯度)解析出來(見 Table 1)；但這樣的尺度卻遠大於整個

臺灣的大小，因此無法解析出臺灣內部的應變場。相對而言，如果使用 q=12的

wavelet，則可以解析到約 22 km 的速度場變化，對於臺灣地區近斷層的應變分析

就能提供較多的資訊。然而，如果觀測資料的密度(本研究為 GPS 測站的空間分佈)

不足以提供這麼細的解析尺度，多重尺度分析也會自動放棄這種小尺度的計算，

忠實反應出觀測資料應該擁有的真實解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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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球形小波函數(spherical wavelet functions)，摘自 Tape et al. (2009)。(A) 三角

球形格點，不同 q值代表不同的級數(尺度)，也對應不同的波長解析度(見 Table 1)；

(B) 中心點位於北極的三種不同的高斯差分(Difference of Gaussian)球形小波；(C) 

對應於(B)位於不同緯度的小波；(D) 對應於(B)的小波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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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球面小波的空間及頻譜尺度 

 

(Notes) 空間尺度定義為 Fig. 1C 中第一次通過零軸(zero crossing)的距離；頻譜尺度定

義為能量達到總能量 99%的球諧函數的級數。摘自 Tape et al. (2009)。 

 

舉例而言，Fig. 2是本研究所使用的臺灣 GPS 測站分布及所測量到的水平運動

場。Fig. 3則顯示利用 Fig.1 及 Table 1中的不同 wavelets 尺度對測站分布進行空間

解析度分析。結果顯示 q=6 (spatial support 約 174 km, Table 1)可能代表了臺灣地區

連續 GPS 測站所能提供對臺灣地區的最低解析度，其波長約為臺灣長度的一半。

另外，q=9 (spatial support 約 22 km, Table 1)可以幾乎將所有的 GPS 測站涵蓋住，

因此可視為連續 GPS 測站對臺灣地區能提供的最高解析度。 

 

參、研究成果 

由 Fig. 4可知，利用尺度 q=4-9的 spherical wavelets 可以有效的分析臺灣地區

的地表水平運動場，經過擬合後的速度殘差值多數在±2 mm/yr之間。東南外海的

蘭嶼站在 wavelets 的涵蓋範圍外(Fig. 3)，因此擬合較差。此外，殘差教大的站多

位於縱谷南段，可能因為該區的地表運動較為複雜(e.g., 地震或斷層潛移)，因此長

時間的平均速度場因這些暫態(transient)效應而變的較不一致。另外一些速度誤差

較大的測站也位於此區(Fig. 2)，在多重尺度分析時這些資料也會被 down-weighting

而造成較差的擬合。 

Fig. 5顯示由尺度 q=4-9所計算出的臺灣地區的地表面膨率(左上)、應變率強度

(右上)、旋轉率(左下)、以及最大主應變率(右下)。此圖顯示出臺灣一些重要的地

體構造與地表變形間的關係，如：(1)宜蘭平原的伸張較中央山脈南段為快，剪應

變率也較大；(2)花東縱谷及西部麓山帶的壓縮也明顯可見，且花東縱谷區也有臺

灣地區最大的剪應力與主應變率；除此之外，縱谷區各應變率皆顯示由南往北遞

減的趨勢，這與東臺灣地區的現今碰撞情形相吻合；(3)西部麓山帶的 areal 

contraction 雖然向北逐漸遞減，且在新竹地區卻有一條由東南轉東北的負壓縮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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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可對應到三義—埔里地震帶區域，顯示背景地震活動度對地表運動會有顯著

影響；(4)圖中的白色區塊代表了資料解析度不足的地方，可知臺灣山區的 GPS 測

站分布較為稀疏；雖然如此，跨雪山山脈與西部麓山帶的應變率仍可看出有顯著

的變化，顯示臺灣西部地區有快速的應變能累積；(5)嘉南地區有相對高的剪應變

率，與該區發育的走向滑移活動斷層(如梅山斷層)相吻合；(6)北部的大屯火山區也

顯示了約 2×10-7 1/yr的伸張應變區。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以 q=9的 spherical wavelet scale (空間解析度約在 22 km)，

可對臺灣地區的 GPS 觀測資料有最佳的空間解析能力。應變率的計算顯示了花東

縱谷及西部麓山帶的壓縮應變帶，以及宜蘭平原、中央山脈南段、大屯火山區的

伸張應變帶。而臺灣地區最大的剪應變率則發生在花東縱谷及麓山帶南段的嘉南

地區。未來可加入 campaign GPS 的速度觀測值，以增加資料在空間上的密度，然

後可使用更小尺度(e.g., q=10)的 wavelet 來提供更高的應變空間解析度。另外，也

考慮分析短時間段(e.g., 1 年或更短)的平均速度場，以瞭解應變在空間與時間上的

暫態(transient)演變情形，或許可提供地震前兆分析上另一種的判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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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臺灣地區的平均 GPS 水平速度場(資料分析至 2013年底)。紅色線段為地調

所 2010年所公告的活動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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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臺灣地區GPS測站分布(符號+)與不同wavelet尺度所能提供的涵蓋度(以不

同顏色的點代表)。由圖可知，q=6-9可能代表了臺灣地區 GPS 所能提供的最佳

wavelet尺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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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多重尺度的 GPS 水平速度場擬合，q=4-9。結果顯示除了中南部及縱谷南段

幾個測站外，多數測站的地表運動均能利用此區間的 wavelets 解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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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利用多尺度分析方法，由 GPS 水平速度所計算的臺灣地區地表面膨率(左

上)、應變率強度(右上)、旋轉率(左下)、以及最大主應變率(右下)。所使用的 spherical 

wavelets範圍為 q=4-9 。最小尺度 q=9所代表的 spatial support約為 22 km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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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 

GPS及井下應變儀觀測資料與環境影響因子及 

斷層活動之關連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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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利用狀態空間模型評估各個環境因子對井下應變記錄所造成之影響，

發現井下應變和個別降雨事件中的累計降雨量大致呈現線性關係，而井下應變與

氣壓變化之相關係數僅 0.1，顯示二者關係微弱。另外，比較在移除降雨造成之應

變後，殘餘應變與累積雨量及最大降雨量之關係，發現相關係數普遍偏低 (r < 0.3)，

部份測站仍有過高的殘差值，隱含除了受到降雨影響，記錄中可能還有其它因子

影響應變量；亦或狀態空間模型無法完全去除降雨之影響。 

本研究試圖找尋 2013/10/31Mw 6.3瑞穗地震可能的前兆現象，比對花東縱谷中

段三個體應變井下應變儀及 SSNB 三分量測站在瑞穗地震前之記錄發現：HGSB

站之體應變在震前 4 個月和水位變化呈現正相關，不同於歷往所呈現之負相關。

SSNB 站在震前六個月之工程剪切應變閒始有快速之改變：γ1和 γ2在 2013 年四月

下旬至六月下旬二個月期間分別遞減及遞增 2.1 μstrain；體應變則下降 200 nε(壓縮

變形)，此變化在 2013六月慢慢回復，SSNB在震前 1個月並沒有特別異常之徵兆。

ZANB 和 CHMB 在瑞穗地震前幾個月並沒有特別異常之變化。瑞穗地震發生時，

在花東縱谷內的二個井下應變儀HGSB和 SSNB分別量測到-910 nε和-380 nε之同

震壓縮體應變，SSNB站量測之同震工程剪應變 γ1和 γ2分別為 450 nε和-700 nε；

在海岸山脈內之ZANB及CHMB站分別量測到-300 nε和-12 nε之同震壓縮體應變。

此外，GPS 測網 A及 B 記錄到 0.3~0.5 μstrain 之同震應變。本研究亦選取井下應變

儀周遭 GPS 連續觀測站計算地表面膨脹率及剪切率，近震央東側之測網 A求取之

工程剪切應變 γ1、γ2及面膨脹率在 2013年四月下旬井下體應變量開始產生變化之

時間至瑞穗地震前分別產生+1、+0.5及+0.5 μstrain 之變化；而測網 B(測站位置和

井下應變儀所在位置大致相同)量測之 γ1、γ2及面膨脹率在同時期分別產生-0.5、-0.5

及 +1 μstrain，不過此變化和井下應變儀同時段所記錄之 γ1、γ2及體應變(分別為-2.1、

+2.1 及-0.2 μstrain)並不一致。此外，井下應變儀沒有記錄到顯著之震後應變，由

GPS 資料求取之地表應變顯示主震過後之應變已大致恢復至震前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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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experiences high deformation rates, particularly along its eastern margin 

where a shortening rate of about 30 mm/yr is experienced in the Longitudinal Valley 

and the Coastal Range. Four Sacks-Evertson borehole strainmeters have been installed 

in this area since 2003. We us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train responses to 

precipitation as well as barometric pressure and the earth tides in order to isolate 

tectonic source effects. A larger strain response to rainfall compared to that to air 

pressure and water level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n additional strain from fluid pressure 

changes that take place due to infiltration of precipitation. Using a state-space model, 

we remove the strain response to rainfall, in addition to those due to air pressure 

changes and the earth tides and investigate whether corrected strain changes are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disturbances or tectonic-original motions. The majority of strain 

changes seem to be associated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However a few events show 

remaining strain changes after all corrections. 

We examine precursory strain prior to the October 2013 Ruisui Mw 6.3 earthquake 

in the network near Chimei and Ruisui. The strain response to ground water table at 

HGSB site in the wet season is opposite to the response observed from 2009 to 2011. 

Two engineering shear strain, γ1 and γ2 show rapidly changes of about 2.1 μstrain from 

late April to June in 2013; while no significant strain variation is observed prior to the 

Ruisui mainshock. Volumetric strain at SSNB also shows a contraction of about 200 n

ε between the same time period, but no precursory strain can be found before the 

mainshock. Areal and shear strain inferred from GPS data indicate some strain changes of 

about 0.5~1μstrain prior to the mainshock. However, amplitudes and signs are 

inconsistent with strainmeter measurements. Coseismic offsets larger than hundreds of 

nanostrain are seen by most of strainmeter sites. Inversions of source parameters using 

borehole strainmeter and GPS data are able to produce a fault model produce a 

satisfactory fit to the coseismic dilatational strain and GPS static displacements.  

 

（一）井下應變儀資料前處理 

Sacks-Evertson 井下應變儀主要是由 2 個應變感應空腔所組成(圖一)，其內部

填充聚矽氧油，並連通至相對應之風箱管。當應變儀承受應力時，空腔的體積產

生改變，其內的聚矽氧油會被擠壓進入上方之風箱管中，使得風箱管產生相對之

比例變化，藉由差動變壓器(DT)將其應變訊號輸出為類比訊號(伏特) (Sakata and 

Sato, 1986, Sacks et al., 2000)。自 2003以來，中研院地球所與美國卡內基研究院合

作，在臺灣東部之太魯閣、瑞穗 -奇美和成功 -池上地區 (圖二)，裝設 11 台

Sacks-Evertson型式之井下應變儀，由於瑞穗-奇美地區有較長時間之應變觀測，所

以本研究選擇分析猴子山站(HGSB)、樟原站(ZANB)、奇美站(CHMB) 3 台單分量

井下體應變儀及春日站(SSNB) 三分量應變儀之記錄。 

本研究之資料取樣頻率為小時，以二個指數遞減函數修正應變儀安裝時井孔

回復及水泥乾涸效應及一個線性項修正長期應變之效應，並利用 SPOTL 程式

(Agnew, 1996)推估各分潮之理論潮汐，與應變儀記錄到之潮汐變化進行校正(表一)，

以獲得真實的地殼應變。井下應變儀之體應變長期變化趨勢(-1.9~-3.2 μstrain/yr)和

鄰近 GPS 量測之地表面應變膨縮率(~1.5 μstrain/yr)大致相同(Hsu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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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儀器靈敏度極高，因此時常同時記錄到地表環境因子改變所造成之訊號，

本研究初步以線性函數修正大氣壓力在應變記錄所造成的影響。大氣壓力變動所

造成之影響量約為 1～4 nε/hPa，與理論值(1 nε/hPa=nanostrain/ hundred pascals)相

符。另外，研究地下水位變動和體應變之關係，發現水位上升時，多數單分量測

站之體應變呈現壓縮現象；當地下水位下降時，體應變紀錄則呈伸張現象。地下

水位每變化 1 m，體應變變化量約為 30~100 nε，雖大於理論估算之結果(～25 nε)，

若考慮岩石強度之差異，二者估算值相吻合。降雨造成的應變變化更為複雜，主

要是因為應變和土壤的含水量、先前該區的降雨狀況等因子有關。初步分析顯示

每 100 mm 降雨所造成的影響約為 50 nε。降雨對應變儀所造成的影響目前只能藉

由統計模型來計算。 

 

（二）狀態空間模型 

應變儀所記錄到的原始資料中，除了記錄應變變化，還包含了氣壓變化、潮

汐和降雨的影響。為了解這些效應個別的影響，本研究使用狀態空間模型

(state-space model)。此方法最初是用在分析地下水資料(Kitagawa and Matsumoto, 

1996, Matsumoto et al., 2003)。在此我們利用它來分析井下應變儀的時序資料，應

變記錄可表示為 

𝑆𝑛 
𝑜 = 𝑆𝑛  

𝑐 + 𝑃𝑛 + 𝐸𝑛 + 𝑅𝑛  + 𝜀𝑛 

 

𝜀𝑛~𝑁(0, 𝜎2),   𝑛 = 1, … , 𝑁 

 

在此𝑁為資料點個數，𝑆𝑛
𝑜及𝑆𝑛

𝑐分別為原始資料及修正過後的資料，𝑃𝑛、𝐸𝑛、𝑅𝑛和𝜀𝑛 

分別表示氣壓效應、潮汐效應、降雨影響及資料雜訊。其中 

 

                                                𝑷𝒏 = ∑ 𝒂𝒊𝑷𝒏−𝟏                

𝒎

𝒊=𝒐

 

                                                𝑬𝒏 = ∑ 𝒃𝒊𝒆𝒕𝒏−𝒊

𝒍

𝒊=𝒐

              

                                                𝑹𝒏 = ∑ 𝑪𝒊𝑹𝒏−𝒊 + ∑ 𝒅𝒊𝒓𝒏−𝒊

𝒌

𝒊=𝟏

𝒌

𝒊=𝟏

 

 

在此𝑃𝑛為觀測氣壓，𝑒𝑡𝑛為理論地潮，𝑟𝑛為觀測雨量紀錄，由於降雨的效應可能會

影響較長的時間，所以我們使用ARMAX的模型校正(Box and Jenkins, 1976)。此迴

歸係數𝑎𝑖和𝑏𝑖由卡爾曼濾波(Kalman Filter)估算得來，另外𝑐𝑖和𝑑𝑖則利用最大限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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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似函數(the maximum likelihood)估計得知。利用上述之狀態空間模型，將其影響

因子分離，求取和構造活動相關之岩石應變。此方式選擇出具有最小的AIC值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kaike, 1973)為最佳空間狀態模型。 

 

（三）颱風豪雨事件之體應變 

    分析過去十年資料顯示井下應變儀記錄之應變深受豪雨影響，由於降雨造成

的應變變化很複雜，本研究利用狀態空間模型評估各個環境因子造成之影響並扣

除因降雨造成之體應變及剪應變，比較殘差值和降雨期間之大氣壓力變化、累計

降雨量及最大降雨量之關係。降雨紀錄和氣壓資料是來自中央氣象局在瑞穗區域

的 C0Z070 和 C0T9M0 二測站(圖二)，其資料取樣頻率為小時。比較原始資料和累

計降雨量、最大降雨量和氣壓變化量之關係。發現應變和個別降雨事件中的累計

降雨量大致呈現一個線性關係，其相關係數介於 0.7~0.9之間；應變和最大降雨之

相關係數則介於 0.3~0.7 之間；而與氣壓變化之相關係數只有 0.1(圖三)。另外，比

較在移除降雨造成之應變變化後，殘餘應變與累積雨量及最大降雨量之關係。我

們發現相關係數普遍偏低 (r < 0.3，圖四)，殘差值大致在 0附近振盪，不過部份測

站仍有過高的殘差值，隱含除了受到降雨影響，記錄中可能還有其它因子影響應

變值；或狀態空間模型無法完全去除降雨的影響；亦或豪雨引發斷層淺層活動。 

 

（四）應變和地下水位之季節性及長期變化 

  為了分析地震可能之前兆現象，必須先了解地下水位之中長期變化對應變

之影響。分析與井下應變儀共站之地下水位計及經濟部水利署的水位站(RSU1，圖

二)，本研究評估長期地下水位變化對應變之影響。水利署水位站RSU1於瑞穗，距

離HGSB測站約7 km(圖二)。地下水位下降時多半處於乾季(十月至隔年四月)；而

水位上升時則位於雨季(五月至九月)，共站之地下水位計大致和RSU1之變化趨勢

相同，與SSNB共站之水位計年變化振幅可達8 m(圖五)；而ZANB站只有0.5 m左右

(圖六)，RSU1之年水位變化大約7-8 m(圖五)。研究發現當地下水位上升時，大部

份井下應變儀測站之體應變呈現壓縮現象，當地下水位下降時，體應變紀錄則呈

伸張現象(圖五)。這個結果顯示地下水位的上升，增加了應變儀周遭圍岩的負載，

地下水位每變化1 m，體應變變化量約為30~100 nε。但在CHMB站所觀測之體應變

則顯示較為複雜之行為(圖七)，例如在2007及2008年之乾季水位下降，但體應變卻

呈現壓縮現象。由於CHMB站位於東部海岸山脈，離RSU1站距離較遠，再加上沒

有共站之地下水位計，體應變和其它測站之差異也許是RSU1無法代表當地實際水

位變化或有其它原因影響。另外，HGSB站在2012及2013年在雨季時呈現伸張變形

和2012年之前在雨季呈現之壓縮變形剛好相反(圖八)，由於HGSB站離2013瑞穗地

震之震央僅 6 km，是否和地震前周遭之岩層應力改變有關，有待進一步釐清。 

SSNB站為三分量井下應變儀，除了量測體應變亦量測二個工程剪切應變γ1 

(exx-eyy)和γ2 (2exy)，γ1和地下水位大致呈現負相關(圖九)，不過在2013年前半年(瑞

穗地震前)之趨勢和地下水位呈現正相關。γ2和地下水位大致呈現負相關(圖十)，不

過在2009年12月、2012年1-2月、2013年5月至2014年7月則呈現正相關。γ1和γ2在2013

年四月下旬至六月初有明顯異於過去之大幅度應變改變(>2 μstrain)，此應變和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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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變化無關，後續章節會再討論此現象。 

 

（五）2013年瑞穗地震震前及同震應變 

比對花東縱谷中段三個體應變井下應變儀及SSNB三分量測站在瑞穗地震前

之記錄發現HGSB站之體應變在震前4個月和水位變化呈現正相關(圖八)，不同於歷

往所呈現之負相關。SSNB站在震前五個月之工程剪切應變開始有快速之改變：γ1

和γ2在2013年四月下旬至六月下旬二個月期間分別遞減及遞增2.1 μstrain(圖十一)；

體應變則下降200 nε(壓縮變形)，初步排除此變化為地下水位波動所引起(圖九、十)，

因為歷年地下水位變化時並沒有發生類似之現象，此變化在2013六月慢慢回復，

SSNB在震前1個月並沒有特別異常之徵兆(圖十二)。ZANB和CHMB在瑞穗地震前

幾個月並沒有特別異常之變化(圖十一)。瑞穗地震發生時在花東縱谷內的二個測站

HGSB和SSNB分別量測到-910 nε和-380 nε之同震壓縮體應變；在海岸山脈內之

ZANB及CHMB站分別量測到-300 nε和-12 nε之同震壓縮體應變(圖十二)，研究發現

不論利用井下應變儀觀測之同震體應變逆推斷層滑移模型，或聯合GPS同震位移進

行逆推，最佳模型差異不大，模型預測值和觀測結果大致吻合。 

本研究亦選取井下應變儀周遭GPS連續觀測站DSIN、FENP、HRGN、JPEI、

KNKO、CHUN、JSUI、NHSI計算地表面膨脹率及剪切率，測網A及B分別由前面5

個及後面5個GPS測站組成。近震央東側之測網A求取之工程剪切應變γ1、γ2及面膨

脹率在2013年四月下旬井下體應變量開始產生變化之時間至瑞穗地震前分別產生

+1、+0.5及+0.5 μstrain之變化(圖十三)；而測網B(測站位置和井下應變儀所在位置

大致相同)量測之γ1、γ2及面膨脹率在同時期分別產生-0.5、-0.5及 +1 μstrain(圖十三)，

不過此變化和井下應變儀同時段所記錄之γ1、γ2及體應變(分別為-2.1、+2.1及-0.2 

μstrain, 圖十一)並不一致。二種不同儀器量測到之訊號是否為同一機制造成尚有待

釐清，初步使用一個簡單斷層模型，模擬斷層滑移隨著時空變化遷移，並無法同

時滿足GPS及井下應變儀觀測結果。此外，井下應變儀及GPS資料並沒有記錄到顯

著之震後應變(圖十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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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分潮之理論潮汐與應變儀記錄轉換為真實應變之修正因子 

 

 

 

 

 

 

 

  

Site M2_amp M2/O1 M2 phase O1 phase M2 admittance O1 admittance 

  (nε, SPOTL) (SPOTL) (SPOTL) (SPOTL) (strain/count) (strain/count) 

CHMB 12.1 3.3 9.6 18.0 4.4E-12±1.3E-14 5.0E-12±7.5E-14 

HGSB 12.9 3.3 9.1 15.8 8.5E-12±7.3E-14 1.1E-11±6.2E-13 

ZANB 11.9 3.3 9.3 19.0 7.2E-12±4.8E-14 7.0E-12±1.7E-13 

SSNB 13.1 3.3 8.7 15.5 9.2E-13±1.9E-15 1.4E-12±3.8E-14 

SSNB-γ1 18.0 9.3 30.6 -32.5 1.6E-12±2.6E-14 1.0E-12±1.3E-14 

SSNB-γ2 12.6 2.0 -143.1 71.8 4.0E-12±2.0E-14 3.8E-11±1.2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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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Sacks-Evertson 井下應變儀內部構造示意圖。左圖為體應變儀，右圖為三

分量應變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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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井下應變儀測站(紫色三角形)、氣象站(紅色圓點)、地下水觀測站(藍色菱形)

及鄰近 GPS 點位(白點)分布圖。圖中右下角臺灣全圖中的紅色方框為研究區域。

縱谷斷層在圖中以褐色實線表示。本研究分析奇美站（CHMB）、猴子山站（HGSB）

與樟原站（ZANB），及春日站（SSNB）之資料。 

 



178 

 

 

 

圖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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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b) 

圖三(a)(b)、井下應變儀體應變及剪應變 (SSNBγ1, SSNBγ2)在降雨期間之變化和累

計降雨量、最大降雨量及大氣壓力變化之關係。負值代表壓縮應變，正值表伸張

應變。應變和個別降雨事件中的累計降雨量大致呈現一個線性關係，其相關係數(r)

介於 0.7~0.9之間；應變和最大降雨之相關係數(r)則介於 0.3~0.7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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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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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b) 

圖四 (a)(b)、利用狀態空間模型扣除因降雨造成之體應變及剪應變  (SSNBγ1, 

SSNBγ2)，比較殘差值和降雨期間之大氣壓力變化、累計降雨量及最大降雨量之關

係。負值代表壓縮應變，正值表伸張應變。移除降雨造成之應變變化後，應變與

累積雨量及最大降雨量及之相關係數普遍偏低 (r < 0.3)。殘差值在 0 附近振盪，部

份測站仍有過高的殘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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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SSNB站體應變變化和鄰近地下水觀測站RSU1及降雨之關係。黑線為體應

變，負斜率代表壓縮應變，正斜率代表伸張應變；RSU1及共站水位計水位變化分

別為灰線及黑色虛線，由於水位和體應變呈負相關(水位上升造成壓縮應變)，所以

將水位變化乘上-1以利比較。藍線為時雨量(mm/hr)，紅線標示瑞穗地震之時間，

同震應變已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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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ZANB站體應變變化和鄰近地下水觀測站RSU1及降雨之關係。黑線為體應

變，負斜率代表壓縮應變，正斜率代表伸張應變；RSU1及共站水位計水位變化分

別為灰線及黑色虛線，藍線為時雨量(mm/hr)，紅線標示瑞穗地震之時間，同震應

變已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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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CHMB站體應變變化和鄰近地下水觀測站RSU1及降雨之關係。黑線為體應

變，負斜率代表壓縮應變，正斜率代表伸張應變；RSU1水位變化為灰線，藍線為

時雨量(mm/hr)，紅線標示瑞穗地震之時間，同震應變已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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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HGSB站體應變變化和鄰近地下水觀測站 RSU1 及降雨之關係。黑線為體應

變，負斜率代表壓縮應變，正斜率代表伸張應變；RSU1 水位變化為灰線，藍線為

時雨量(mm/hr)，紅線標示瑞穗地震之時間，同震應變已移除。 



186 

 

圖九、SSNB站剪切應變γ1和共站及鄰近地下水觀測站RSU1及降雨之關係。黑線為

剪切應變γ1，共站及地下水位變化分別為灰線及黑色虛線，藍線為時雨量(m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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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SSNB站剪切應變γ2和共站及鄰近地下水觀測站RSU1及降雨之關係。黑線為

剪切應變γ1，共站及地下水位變化分別為灰線及黑色虛線，藍線為時雨量(m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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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2013年瑞穗地震前十個月之井下應變變化(1 小時取樣率)和降雨、氣壓及

地下水位變化之關係，井孔回復及長期線性應變已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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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2013年瑞穗地震前及震後 1個月之井下應變變化(1 秒取樣率)和降雨、氣

壓及地下水位變化之關係，應變未移除井孔回復及長期線性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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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左圖為由測網 A 及 B 求取之面膨脹率及二個工程剪切應變 γ1(exx-eyy)和

γ2(2exy)；右圖為移除長周期線性應變之後的面膨脹率及二個工程剪切應變。紫色

及綠色線分別標示 SSNB開始產生快速應變及瑞穗地震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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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 

地震電磁前兆現象之研究 

 

陳建志  陳宏嘉  徐漢倫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蕭文啟  趙曉玲  陳昭瑜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摘要 

    從許多岩石破裂實驗顯示，破裂過程中伴隨著電磁輻射是一個普遍的物理現

象。而在一些野外觀測也指出大地震發生之前可能有電磁場訊號異常的產生。在

地震較頻發的臺灣，透過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陳建志教授團隊所建立的全島電場

觀測網，可以紀錄到許多震前、震中、震後的地下自然電位變化的案例，進而瞭

解斷層帶是否有條件在大地震之前產生巨大的極化電荷與電場變化。本研究從非

線性物理與統計物理的角度出發，定義出地電場系統即將發生臨界轉換前的異常

訊號，進一步探討地電場異常訊號與地震之間的關聯性，並以訊號檢測方法量化。

本研究企圖定義出良好的地震地電預測模型，而其通過二元分類模型(如 ROC)的

檢測。因為良好的預測模型之存在，使吾人可得知地電訊號與地震之間有一定程

度的聯繫。 

Abstract 

    It is reported that changes in geoelectric potential and anomalous radiations of 

geoelectromagnetic fields may be produced prior to major earthquakes. From 

compression tests on rocks, it is also a common physical phenomenon that the 

emissions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are accompanied by crack growth. The continuous 

time series of geoelectrical potential can be recorded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larger 

earthquakes through the GeoElectric Monitoring System (GEMS) deployed by the team 

of Professor Chien-Chih Chen. Analyzing both the geoelectric and seismic data, we may 

know whether it could produce electric dipoles and changes of electric potential near 

seismogenic zones. Based on nonlinear and statistical physics, this study defined 

anomalous signals leading to critical transition of geoelectric systems. We discussed the 

relation between anomalous geoelectric signals and earthquake occurrence, and 

attempted to quantify the relationship by utilizing signal detection theory, such as binary 

classification (e.g. ROC).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a good predictive model of 

geoelectric potential to earthquakes, and if this model exists, we would know there are 

connections between geoelectric potential and earthquakes to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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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美國、日本、義大利、希臘、加拿大以及中國大陸等地區，都曾建立電磁場

觀測研究網，並且觀察到可能與地震活動相關的異常訊號。但這些觀測研究存在

著兩個關鍵致命傷，其一是大地震的罕發性，其二是儀器的覆蓋密度低，因此其

研究結果的可信度亦相對較低。而臺灣因位於聚合型板塊交接帶，板塊聚合的相

對速度約為 8 cm yr-1，因此形成複雜的地質構造，更在此地區產生每年上萬次大小

規模不等的地震，根據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的資料顯示，臺灣每年平均會發生 20

起規模 5 的地震與 2 起規模 6 的大地震。在這樣的先天條件下，過去幾年國科會

積極支持、推動臺灣建置均勻的大地電場觀測網(如圖一所示)。很多地震電磁現象，

不論是震前、震中或震後現象，乃極有可能因此在臺灣被徹底觀測，以至於最終

推向預測之可能性。 

 

貳、 研究目的及意義 

本計畫旨在利用前述的全島電場觀測網(圖一)，從觀測角度上，探討斷層帶是

否有條件在大地震之前產生巨大的極化電荷與電場。我們希望從全島連續的大地

電場監測網中，接收天然電磁波擾動之寬頻帶電磁資料，以瞭解伴隨震源介質孕

育過程的電磁變化，期待能釐清地震電磁現象在預測上的可行性。從國際固體地

球科學的角度看臺灣在地震學的地位與重要性，乃在於臺灣有極好的地震資料。

之所以具備這些國際同儕渴求的優質資料，主要原因則是因臺灣有密度屬全球第

一、極佳的地震觀測網。現在定位精密度大幅改善，可測地震規模下限降低，頻

震復加地小，透過全島大地電場觀測網的緊密監測，我們期望有機會為臺灣再造

一個全球地震預測研究的獨特角色，提升臺灣在國際地震預報、預測之地位。 

 

參、 研究方法 

Scheffer 等人(2009)提到非線性的動力學系統，其系統狀態在做臨界轉換時，

其表徵的訊號常伴有相關係數(autocorrelation)、變異數(variance)、偏度(skewness)、

峰度(kurtosis)等統計指標的異常變化。因此吾人從非線性物理與統計物理的觀點出

發，複雜動力學的地電系統即將在做臨界轉換時，也應有統計指標的異常變化。

吾人將定義的地電系統臨界轉換時間與發震時間作對比，再以二元分類模型中的

模型表現指標檢視地電系統與地震系統的關聯性。因此，吾人將分析臺灣地區 2012

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7月 31日期間，規模大於等於 5之地震與地電場訊號的統

計行為。 

具體進行的研究步驟如下： 

1. 從中央氣象局的地震目錄選出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7月 31日期間，規

模M ≥ 5.0的地震(如圖一中的星號所示)。 

2. 計算各個地電測站之自然電位訊號每日的統計指標，如偏度(Skewness)、峰度

(Kurtosis)，其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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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w =
𝐸(𝑥−𝜇)3

𝜎3
                                  (1) 

kurt =
𝐸(𝑥−𝜇)4

𝜎4
                                   (2) 

結果如圖二、圖三、圖四、圖五所示，圖二顯示各個地電測站從其設站時間

以來到 2014/7/31每日的南北分量偏度值；圖三顯示各個地電測站從其設站時

間以來到 2014/7/31每日的東西分量偏度值；圖四顯示各個地電測站從其設站

時間以來到 2014/7/31每日的南北分量峰度值；圖五顯示各個地電測站從其設

站時間以來到 2014/7/31每日的東西分量峰度值。 

3. 畫出各個測站的統計指標時間序列，並定義其異常門檻值的上下界，以判定

訊號異常時間。訊號異常門檻值上界(Upper)與訊號異常門檻值下界(Lower)的

定義如下。 

IQR = 𝑄3 − 𝑄1                                  (3) 
Upper = 𝑄3 + 3 × 𝐼𝑄𝑅                           (4) 
Lower = 𝑄1 − 3 × 𝐼𝑄𝑅                           (5) 

Q1為四分之一位距，Q3為四分之三位距。結果如圖二、圖三、圖四、圖五的

水平線所示，上水平線為異常門檻值上界，下水平線為異常門檻值下界，超

過此兩界線則為異常。 

4. 將距離測站周圍 R 公里內的目標地震標示在地電統計指標的時間序列上，觀

察地電訊號異常時間與發震時間的關聯性。如圖二、圖三、圖四、圖五的鉛

直線所表示，綠鉛直線是M5-6發震時間，粉紅鉛直線是M6以上的發震時間，

圖二、圖三、圖四、圖五是 R=55km的例子。 

5. 建立 Time of Increased Probability (TIP)預測模型，並利用信號檢測方法(如二元

分類模型)判斷模型表現的優劣。若存在良好的預測模型，可以說明地電訊號

與地震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 

TIP的定義(示意圖為圖三)： 

    在 t2的時間窗內，有 t1個時間點的異常指標個數大於等於 N個，則判斷

未來 t3 時間窗是 TIP，也就是預測地震會發生的時段。每一個測站的最大異

常指標數(N)為 4，其原因是每個測站有兩個分量(南北與東西)，而每個分量有

兩個統計指標值(偏度與峰度)。 

TIP模型有 5個參數，分別為 R，N，t1，t2，t3。R是指距離測站 R公里的地

震，N是異常指標的數量，t1是超過 N數量的天數，t2是計算異常的時間窗，

t3 是預測未來有地震的時間窗。假設資料設定格式[x1:dx:x2]代表[初值:間隔:

終值]。在這研究中，R設定為[25:5:70]，N為[1:1:4]，t1為[1:1:t2/2]，t2為[5:5:30]，

t3為[5:5:60]。因此模型總數量為 32640種。 

6. 用二元分類模型評估各種 TIP模型預測行為的表現。 

ACC =
𝑇𝑃+𝑇𝑁

𝑇𝑃+𝐹𝑃+𝐹𝑁+𝑇𝑁
                              (6) 

F1 =
2𝑇𝑃

2𝑇𝑃+𝐹𝑃+𝐹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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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 代表預測有地震，而且也觀測到地震。TN 代表預測沒地震，而且事實上

也沒有地震。FP代表預測有地震，但沒觀測到地震。FN代表預測沒地震，但

事實上有觀測到地震。 

ACC=[0,1]且 F1=[0,1]，接近 0都表示模型的預測行為愈差，接近 1表示預測

行為愈佳。其中在地震測預的例子，ACC值主要由 TN所主導；而 F1值可單

純觀察 TP的表現。 

 

肆、 研究成果與討論 

在地震預測與前兆研究中，大地震前後地電訊號之變化是一項值得注意之觀

測重點。其原由是根據在岩石破壞實驗中(Bordes, 2006)，有發現電磁異常擾動早

於岩石破裂之前，這些可能是大型破裂之前所產生的微破裂，其激發出之電磁異

常，或是整體岩石組態的改變所造成電場的觀測量改變。 

    本研究已擇定臺灣地區 2012/1/1 至 2014/7/31 期間、規模 5 以上之地震(如圖

一所示)，做為地電訊號統計分析的主要目標事件。從非線性物理與統計物理的角

度出發，複雜動力學的地電系統，其系統狀態在做臨界轉換時，應歷經了相變過

程，也就是在訊號分析上，其偏度或峰度應該有超過異常門檻值上下異(Upper and 

Lower)的異常變化。圖二、圖三、圖四、圖五分別顯示了各個測站南北、東西分

量的偏度與峰度的時間序列。以 DABA 為例，吾人可以發現，其測站周圍 55km

內有 1 個規模 6 以上的地震(2013/06/02 南投地震)，而震前兩個月(2014/04 左右)

電訊號的偏度(圖二、圖三)與峰度(圖四、圖五)皆有明顯變化。再以 PULI 為例，

吾人亦可以發現，其測站周圍 55km內有 3個規模 6以上的地震(2013/03/27南投地

震、2013/06/02 南投地震、2013/10/31 瑞穗地震)，而 2013/03/27 南投地震與

2013/06/02 南投地震的震前數天，電訊號的偏度(圖二、圖三)與峰度(圖四、圖五)

亦有明顯變化。還有一些測站(如 SHRL、DAHU、CHCH、FENG 等)，其電訊號

平靜，也幾乎沒有地震的紀錄。 

而其他的測站(如 ENAN、FENL、SHCH 等)因涵蓋的地震多，資料雜亂，較

難以「直接觀察法」目測出電訊號異常與地震時間的關聯性。因此，吾人建立 Time 

of Increased Probability (TIP)模型(如圖六所示)，將這地電系統相變的時間與發震時

間相互比對，並以二元分類模型作檢測，在此研究是以 ACC 與 F1 參數來定義預

測模型表現的優劣。圖七闡釋了的二元分類模型中 TP、TN、FP、FN會因為不同

的模型參數而有不同的競爭力(圖七 a)。以 DABA 為例(圖七 b)，第一象限中

(ACC≥0.5，F1≥0.5)的 TIP 模型，說明了 TP 與 TN 整體上都占了很大的比例，平

均而言，TP=55，TN=456。根據公式(6)和公式(7)，其第一象限模型中的平均

ACC=0.92，F1=0.69。而在第三象限(ACC<0.5，F1<0.5)中，平均而言，TP=0，TN=177，

正確預報的比重下降了很多，其 ACC=0.31，F1=0。 

從圖七得知 TP、TN、FP、FN、ACC和 F1的意義後，吾人將測站的所有 TIP

模型表現指標的 ACC 與 F1 畫在 X-Y 圖上(如圖八所示)，吾人可以從中發現所有

測站的 TIP模型表現可以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ACC, F1)只在第三、第四象限

分布，如 CHCH，DAHU，FENG，HERM，HUAL，KAOH，KUOL，LIOQ，SH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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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HU，TOCH，WANL。第二類是除了 TIP模型大部分在第三、第四象限分布之外，

還有少數 TIP 模型可以在第一象限出現，如 REUY，SHCH。第三類是(ACC, F1)

有多數 TIP模型可以在第一象限分布的，如 DABA，ENAN，FENL，LISH，PULI，

YULI。第三類的行為表現出良好的預測模型，尤其是 DABA，ENAN 和 PULI，

它們的(ACC, F1)不但在第一象限分布，而且還有往(1, 1)方向收斂的趨勢。此二種

現象都一再說明地電訊號的偏度與峰度異常與發震時間有關，若從非線性物理與

統計物理的角度討論，就是地電系統在相變之後不久，即發生大地震。這可以很

好地闡釋大地震前，地殼的狀態確實有異常的改變，使得電訊號有大部分的時間

偏離背景值，而造成偏度的正異常或負異常，以及峰度異常。若吾人將第二類、

第三類的測站標示出來，如圖九所示，則可以發現有良好預測模型的測站大多集

中在中臺灣及東臺灣。尤其是中臺灣的 DABA和 PULI兩個測站，更是有(ACC, F1)

在第一象限的分布與(ACC, F1)往(1, 1)收斂的趨勢。這是否暗示著地震前兆預測的

行為有區域性，值得我們未來研究。 

    最後，根據許雅儒的個人通訊研究(2014)指出在 2013/10/31Mw6.3瑞穗地震發

生之前，發現 HGSB 站的體應變在震前 4 個月有異常行為，其體應變行為與水位

變化呈正相關，不同於以往的負相關。SSNB站則在震前 5個月之工程剪應變開始

有快速的改變。圖十是許雅儒(2014)所使用測站的空間分佈圖，吾人將瑞穗地震附

近的地電測站(FENL、YULI)以粉色實心方框標示上去。在此兩地電測站中，也發

現震前有偏度與峰度的異常現象(如圖十一所示)。特別是在 07/14 到 09/27 之間，

FENL的南北分量偏度值與南北分量峰度值出現在數天異常，而 YULI則是東西分

量偏度值與東西分量峰度值出現數天異常，也就是有很多天的偏度與峰度數值都

超出其異常門檻值的上下界。這地電異常的時間段對應著 SSNBw、SSNBr1、SSNBr2、

CHMB、HGSB等應變的異常，這些應變的異常行為與地電統計指標值的異常行為，

似乎暗示著地體動力與地電系統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值得我們未來深入探討。 

 

伍、 結論 

根據二元分類模型檢測，吾人得知DABA、ENAN、FENL、LISH、PULI、YULI

有好的預測模型。特別是DABA、ENAN和PULI，從它們的ACC-F1圖中，可以觀

察到隨著TIP模型參數的調整，TIP模型表現指標(ACC, F1)有往(1, 1)的方向收斂。

這意味著地電的臨界轉換與發震現象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震前地電訊號的「統

計行為轉變」可能是一種有效的地震前兆指標。未來將收集更多主要地震發震過

程前後的電場訊號，分析地震前後電場訊號的統計分布行為變化，以堅定此觀察

現象的正確性。另外，與許雅儒個人通訊的研究(2014)作對比，發現地電異常時間

段與應變異常的時間段有很好的吻合，這很好地說明地體動力系統與地電系統有

一定程度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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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圖表 

 

圖一、臺灣地電監測系統的測站空間分布與目標地震的空間分布圖。紅色實心方

框為地電測站，粉紅色實心星號為 M≥6 的地震，淺粉紅色空心星號為 5≤M<6 的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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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各個地電測站南北分量的每日偏度值(藍點)，水平藍線為異常門檻值的上下

界。綠色鉛直線為測站周圍 55km內的 5≤M<6地震，粉紅色鉛直線為測站周圍 55km

內的M≥6地震。測站排列方向為由北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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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續)、各個地電測站南北分量的每日偏度值(藍點)，水平藍線為異常門檻值的

上下界。綠色鉛直線為測站周圍 55km內的 5≤M<6地震，粉紅色鉛直線為測站周

圍 55km內的M≥6地震。測站排列方向為由北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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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各個地電測站東西分量的每日偏度值(藍點)，水平藍線為異常門檻值的上下

界。綠色鉛直線為測站周圍 55km內的 5≤M<6地震，粉紅色鉛直線為測站周圍 55km

內的M≥6地震。測站排列方向為由北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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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續)、各個地電測站東西分量的每日偏度值(藍點)，水平藍線為異常門檻值的

上下界。綠色鉛直線為測站周圍 55km內的 5≤M<6地震，粉紅色鉛直線為測站周

圍 55km內的M≥6地震。測站排列方向為由北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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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各個地電測站南北分量的每日峰度值(藍點)，水平藍線為異常門檻值的上下

界。綠色鉛直線為測站周圍 55km內的 5≤M<6地震，粉紅色鉛直線為測站周圍 55km

內的M≥6地震。測站排列方向為由北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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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續)、各個地電測站南北分量的每日峰度值(藍點)，水平藍線為異常門檻值的

上下界。綠色鉛直線為測站周圍 55km內的 5≤M<6地震，粉紅色鉛直線為測站周

圍 55km內的M≥6地震。測站排列方向為由北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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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各個地電測站東西分量的每日峰度值(藍點)，水平藍線為異常門檻值的上下

界。綠色鉛直線為測站周圍 55km內的 5≤M<6地震，粉紅色鉛直線為測站周圍 55km

內的M≥6地震。測站排列方向為由北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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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續)、各個地電測站東西分量的每日峰度值(藍點)，水平藍線為異常門檻值的

上下界。綠色鉛直線為測站周圍 55km內的 5≤M<6地震，粉紅色鉛直線為測站周

圍 55km內的M≥6地震。測站排列方向為由北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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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Time of Increased Probability (TIP)預測模型示意圖。黑色圓圈代表各測站每

天的異常指標數量。因為在 t2的時間窗內，有 t1個時間點的異常指標個數大於等

於 N個，則判斷未來 t3時間窗是 TIP，也就是預測地震會發生的時段。每一個測

站的最大異常指標數(N)為 4，其原因是每個測站有兩個分量，而每個分量有兩個

統計指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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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七、(a)取自Wikipedia，說明 TP，FP，TN，FN之間分布的競爭關係，會隨著模

型閾值的改變而變化。(b)以 DABA為例，說明 ACC-F1圖中不同象限裡，模型預

測行為的平均表現。例如，以第一象限為例，TP=55 代表第一象限裡所有模型的

TP的平均值；FP=39代表第一象限裡所有模型的 FP的平均值，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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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ACC-F1圖。藍點 TIP模型。小米字號較差 1000個 TIP模型，大米字號最

差 TIP模型。小星號較佳 1000個 TIP模型，大星號最佳 TIP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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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續)、ACC-F1圖。藍點 TIP模型。小米字號較差 1000個 TIP模型，大米字號

最差 TIP模型。小星號較佳 1000個 TIP模型，大星號最佳 TIP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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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續)、各測站 ACC與 F1的 XY圖。藍點代表所有 TIP模型的表現。小米字號

是較差 1000個的 TIP 模型，大米字號為最差的 TIP 模型。小星號為較佳 1000個

的 TIP模型，大星號為最佳的 TIP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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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TIP模型之預測行為分類中的第二類與第三類測站的標示圖。粉色虛圈代表

第二類模式，黃色圈代表第三類模式。半透明褐色的區域指出可能是地震可測預

的偏好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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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2013/10/31Mw6.3 瑞穗地震的空間分布(紅色星號)及其臨近二個的地電站的

位置(粉紅色正方形)。原圖取自許雅儒的個人通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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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2013/10/31Mw6.3 瑞穗地震臨近二個的地電站(FENL、YULI)統計指標與

其它地球物理觀測(取自許雅儒的個人通訊，2014)。地電站有南北(藍圈)和東西(紅

點)兩個分量。粉紅色鉛直線是 M6 以上地震的發震時間，綠色鉛直線是 M5-6 地

震的發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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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 

重力、地磁變化與地震活動相關性研究 

 

顏宏元  羅祐宗 

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 

 

陳界宏 

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蔡俊雄  陳燕玲  許軒瑞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摘  要 

許多大地震發生之前，都可以偵測到地磁與重力的改變。當岩層受到應力作

用，因岩石脹容(rock dilatancy)現象會造成地表變形；另外，應力作用也可能使岩

層有質量轉移(mass transfer)的現象，會造成地表重力值的改變。九二一大地震後，

經檢視全省磁力連續觀測資料發現，位於車籠埔斷層兩端的磁力站—鯉魚潭站及

灣丘站，都觀測到磁力異常訊號，這些異常訊號與地震的發生有時間上的巧合。

一般認為，當岩層受到應力作用而產生裂隙，地層內所含的帶磁礦物會散發在空

間中，造成地磁場的變化。本計畫將分重力及磁力兩部份進行。重力方面，繼續

在橫跨斷層和地殼應力累積的地區，選擇是當的重力基點進行重複觀測，以監測

斷層活動所衍生的重力變化及可能的機制。磁力方面，將藉由全省地磁連續觀測

網和三分量磁力觀測站資料，分析磁力變化與地震發生的關聯性。 

關鍵詞：重力、磁力 

Local changes in gravity field can be expected from changes in elevation, the rock 

dilatancy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mass of earth’s crust due to the tectonic stresses. The 

repeated microgravity measurement along profile across known active fault is also one 

of the items included in the earthquake prediction research program. After Chi-Chi 

earthquake, numerous magnetic anomaly signals were observed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arts of the Chelungpu fault, and it is coincided with the time of Chi-Chi 

earthquake occurred. This project includes not only the main research of analyzing 

geomagnetic observations for earthquakes, but also the repeated gravity along profile 

across known active faults. The goals of this project will investigate the temporal 

variations of geomagnetic and gravity, as well as their associated with earthquake 

occurrences and changes in tectonic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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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及研究目的 

當地殼受應力作用會有變形的情形，一旦變形程度達到極限時，岩層即突然

斷裂而造成地震。地殼變形會因岩石脹容或斷層錯位而引起地盤的升降，地表的

重力因此而有所改變。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曾在花蓮地區，選擇橫跨縱谷

斷層的重力測線進行重複的重力測量，觀測到重力變化與 1986 年 5 月 20 日花蓮

地震有關，很可惜的是當時該條測線沒有水準測量資料，無法做進一步的分析研

究(Yen et al. ,1986)。1975年海城地震前後，在遼寧省瀋陽西南的一條水準和重力

測線，於其測線較南端之測點重力值約有 300 微伽的變化，但高程沒有改變；反

而在震央西邊的測點有 30公分的下陷。為解釋重力與高程變化的不一致性，有學

者提出質量轉移(mass transfer)的假設，認為大地震會使地下質量重新分配而影響

地表的重力值。比較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前後，沿烏溪南岸測量基點的高程和重力

變化，在車籠埔斷層上盤也發現重力的改變量，無法完全反應高程的改變（圖一）。 

在 1999年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後，我們發現距車籠埔斷層北端 8公里的鯉魚潭

磁力站，地磁總強度在地震發生前一個多月就紀錄到擾動的訊號，振幅達到 180 nT，

這些擾動訊號的振幅逐漸變小且在同年 10 月 22 日嘉義大地震發生的同時，這些

擾動訊號就沒有被偵測到，這些巧合讓我們認為地磁場強度異常應該和大地震的

發生有關；另外，位於臺南曾文水庫旁的灣丘地磁觀測站，似乎也紀錄到一些擾

動的訊號，研判與嘉義大地震有關(Yen et al., 2004)。中央氣象局全省地磁場連續觀

測網共有 11 個觀測站（圖二），選定金門的磁力站為本觀測網的參考基準站，其

他 10個站分別建在地震活動度較高或應力累積的地區，各觀測站安裝的精度為 0.1 

nT 的全磁場強度磁力儀，取樣率為每秒一個觀測值，所有的觀測值即時傳回中央

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並彙整在地磁資料庫中。 

本計畫將分重力及磁力兩部份進行。重力方面，繼續在橫跨斷層和地殼應力

累積的地區，選擇是當的重力基點進行重複觀測，以監測斷層活動所衍生的重力

變化及可能的機制。磁力方面，將藉由全省地磁連續觀測網和中正大學三分量磁

力觀測站資料，分析磁力變化與地震發生的關聯性。 

貳、研究方法  

重力觀測作業  

重力觀測作業所使用的儀器為 LaCoste-Romberg D 型微重力儀（準確度為

±0.005 毫伽）。這是一種高靈敏度的重力儀，其感應系統是由一條傾斜之零長彈簧 

(zero-length spring) 拉持著一端繫有重物的水準桿所組成。這種零長彈簧是一種長

週期且具高靈敏度的彈簧。為了消除樞軸間的摩擦阻力，所有內部的浮動軸都有

消除震動彈簧的裝置。密封設計使儀器不受外界大氣壓力及溫度變化的影響。此

型重力儀有電容測讀系統 (CPI 電子測讀)， CPI 電子測讀的電容板可測出連接在

重物上的可振動金屬板是否達到平衡位置，當振動金屬板未達平衡時，所產生的

電壓經由放大器放大，使儀器表面檢流計(galvanometer) 指針產生偏移，此時旋轉

調整度盤 (measuring screw dial)，使檢流計指針維持在中央位置，便可由度盤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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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數值。利用 LaCoste-Romberg微重力儀從事重力重複觀測作業，以迴路的方式

測得兩基點間的相對重力值，每一個迴路都要求在一小時內完成，以去除儀器偏

移和潮汐的效應。每兩相鄰基點的相對重力值都測兩次，若兩次相對值的差值小

於 0.015毫伽，這兩個相對值的平均值即為這相鄰基點的相對重力值。為確保觀測

品質，在野外作業前必須從事重力儀穩定測試及歸零校正的工作。 

    橫跨觸口斷層的重力測線是沿著阿里山公路埋設水準點從事重力重複觀測

（圖三）。自 1999年 3 月底完成首次重力測量後，每隔 4至 6個月前往觀測一次。

選擇中研院地球所埋設在蕃路鄉民和國小內的水準點，作為本研究的參考重力基

點。根據過去 15年的資料顯示，在觸口斷層上盤的重力變化相對下盤的重力變化

明顯，應該與觸口斷層上盤內的應力累積及釋放有關。該測線兩個重力測點（仁

愛橋和黎明國小）被破壞，加上沒有水準資料可供比對，自今年度起每年前往沒

有被破壞的測點觀測一次。 

    2013年 8月份開始，玉里重複觀測改成沿著台 30公路之中研院精密水準測量

點進行重複觀測（圖四），這條公路從臺東長濱，橫跨海岸山脈，經過玉里大橋到

達花蓮縣卓溪，最終延伸至中央山脈側之八通關古道入口。我們選擇沿公路適當

的水準點進行第一次重力測量，每隔 4至 6個月前往觀測一次。 

今（2014）年度新增花蓮瑞穗鄉瑞港公路之重力測線(圖五)，該測線同樣沿著

中研院精密水準測量點進行觀測，其結果將與同樣橫跨海岸山脈之玉里測線一併

討論。 

    在池上地區選擇適當的 GPS 連續觀測點（圖六），在這些 GPS 測點進行重力

重複測量，利用 GPS 的垂直變化來扣除淺層短波長的重力效應，分析長波長重力

變化與地震活動的相關性。 

磁力觀測作業  

臺灣連續地磁觀測網，共有 11 個觀測站(圖二)。觀測網所使用的儀器為加拿

大 GEM 公司所生產之 GSM90F型磁力儀。儀器量測範圍 20000 ~ 120000nT，取樣

率為每秒 1 次，於記錄系統連接 GPS 以取得磁力記錄準確之時間。此地磁連續觀

測網在地震中心同仁辛勤維護和用心規劃，已建置臺灣地區地磁資料庫，提供使

用者正確且完善的地磁資料。 

另本校與中正大學合作，在中正大學後山建置三分量地磁觀測站。Chen et al. 

(2013)提出地震發生前，因岩石受應力作用造成短暫的高電導率物質存在於震央或

震源附近的假設。換言之，高電導率物質確實生成於震央或震源附近，不同觀測

站所求得之扣除海岸效應與地下非均質構造影響的 Parkinson 矢量，理應能分別指

向震央或震源的區域。本計畫將分析中正大學磁力觀測站資料，探討電導性變化

與地震活動的關聯性。 

    

参、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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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部分  

沿著阿里山公路的重力重複測線，至 2014 年 9 月共進行 38 次重力測量，以

各重力點第一次相對民和國小的重力值為準，重力變化情形如圖七所示。在觀測

的前 5年（1999－2004），位在觸口斷層兩側重力測點的重力值改變不明顯；不過

從 2005年起至今，位在觸口斷層上盤測站之重力變化較明顯，應該和地層內應力

累積和釋放有關；而位於下盤的黎明國小、工程處及欣欣餐廳等重力測站，這 15

年間都沒有明顯的重力變化，說明觸口斷層下盤相對的穩定。不過，值得注意的

是位於上盤的三個觀測點(仁愛橋、石鼓盤以及和平橋)，從 2007年至 2009 年約有

300 μgal 的重力變化，但自 2010之後重力的改變量變小，推測可能是觸口斷層兩

側的的應力累積趨緩。在 2012 年 11 月的測量時，位於仁愛橋測點被土石崩塌所

覆蓋，我們在距原測點約 10公尺處進行測量，結果該點的重力改變量達到 150μgal，

此變化顯然是因測點周圍環境改變所導致。 

2013年分別在 3 月及 8月進行重力測量作業。2013年的觀測結果仍然跟過去

一樣，位於斷層下盤測站的重力變化平緩，位於上盤測點的重力值變化較大。位

於觸口斷層上盤的仁愛橋、石鼓盤和和平橋三個測站，3 至 8 月的觀測值呈現

25-50μgal 的下降情形。這個地區經常有小規模的地震發生，區域性的應力累積和

釋放頻仍，應該是造成位於斷層上盤觀測點重力改變的原因。2013 年 3 月的觀測

顯示，重力剖面的六個測點之重力變化皆呈現上揚的趨勢；8月的觀測結果，各測

點的重力變化皆呈現下降的趨勢。近三年下盤測站的觀測結果類似，變化仍不顯

著，於前年度的 11 月至下年度的 3 月呈現穩定回升，於 3 至 7 月重力值降低

25-100μgal，而在 8至 11月則回升，而位於斷層上盤重力值變化較大，這說明上

盤持續受到斷層活動影響。該測線兩個重力測點（仁愛橋和黎明國小）已分別在

2012和 2014年被破壞，惟考慮到觸口斷層在嘉南地區被認為要加強監測的斷層，

且有 15年的長期觀測資料，若不繼續觀測是相當可惜的，加上沒有水準資料可供

比對，所以自今年度(103)改為每年前往沒有被破壞的測點觀測一次。仁愛橋的重

力測點改在距原測點約 10公尺平坦處進行測量；而黎明國小的重力測點改在原測

點旁 5 公尺平坦處進行測量。2014 年在 9 月前往進行觀測，位在觸口斷層上盤在

的和平橋重力點(測線最東邊測點)，這一年間相對重力值下降達 50μgal，其他各測

點的重力改變則相對較小，甚至沒有變化。根據過去 15 年的資料整體看來顯示，

在觸口斷層上盤的重力變化相對下盤的重力變化明顯，應該與觸口斷層上盤內的

應力累積及釋放有關。 

玉里重力重複觀測是選擇中研院在玉里水準測量的水準點進行重力重複觀測。

這條測線西起花蓮縣卓溪八通關古道入口處，測線沿著台 30線公路，過玉里大橋

轉接玉長公路，橫過海岸山脈到達臺東長濱。我們選擇位在入口處水準點(編號：

1197)為這條重力重複觀測的參考點。該重力測線於 2013年 9月初進行第一次的重

力測量工作，至 2014年 9月已進行 3次的重複觀測工作，其結果呈現如圖八所示。

這 3 次的觀測結果看來，在中央山脈、縱谷及海岸山脈西側的重力值沒有明顯的

改變，既使在玉里大橋兩側的重力值也沒有觀測到顯著的變化。不過原在在編號

T106至 T109水準點(即位在玉長隧道西邊)的重力變化顯著，振幅達 80 μgal 的變

化在這次觀測縮小至 30 μgal。過了玉長隧道各測點的相對重力值在這次的觀測都

有變大的情形，於 T113 測點的重力值增加近 40 μgal 為最大。整條玉里重力剖面

相較於第一次觀測值的差異不大，較明顯的改變似乎侷限在小範圍被觀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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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港公路重複觀測為今年新增加的測線，同樣選擇中研院水準測量的水準點

進行重力重複觀測。測線西起內紅葉溫泉，過瑞穗大橋後沿著瑞港公路到大港口。

我們選擇位在內紅葉溫泉水準點(編號：GA35)為這條重力重複觀測的參考點。該

重力測線於 2014年 4 月初進行第一次的重力測量，2014年 9月進行第 2 次的重力

觀測工作，其結果呈現如圖九所示。整條重力測點的相對重力值都變小，越往東

邊測點的重力下降量越大，位於海岸山脈中間 GA16測點(奇美村附近)下降幅度最

大，可達 120μgal。過了 GA16測點後的重力測點，其重力變化量，在測線最東邊

之大港口水準點，其變化量為 -60μgal。這條重力重複觀測剖面的重力變化，與

南邊之玉里測線呈現不同的重力變化。假設這 5 個月約 100μgal 的重力改變量完

全是由高程改變所造成，則表示海岸山脈相對中央山脈上升了約 30公分，這與水

準測量及 GPS 觀測結果，海岸山脈相對中央山脈每年上升約 2 公分(Liu and Yu, 

1990)有極大的不同。至於什麼原因造成這麼的重力變化，是值得探討和持續進行

監測。 

重力場的時間變化包含潮汐變化和非潮汐變化。非潮汐變化之重力場時間變

化，認為是由地面位移和地球質量分布變化所引起的。一般而言，深部因素所造

成的重力變化在空間會產生長波長之重力異常，在時間上為長周期的變化；而淺

部因素所造成的重力變化則相反。張伯宏等人(1997)根據前述理論，在河西－祁連

山地區曾進行重複重力測量的地震前兆研究，得到幾個初步結果： 

    (1) 重力場隨時間的長波長變化是由地殼深部物質遷移所引起。 

    (2) 無論是長波長或短波長結果圖，其等值線走向大多數與區域構造的走向相

一致而重力短波長項的變化與地震活動有比較直接的關係。 

    (3) 1989～1996年，該區域內幾次中強地震均發生於重力短波長項變化的高梯

度帶上，並且於地震前的一個時段在震央區就出現高梯度帶。這說明地震與重力

短波長變化的高梯度帶之間存在密切連繫，而震前出現的高梯度帶有可能是地震

前兆的現象。 

    (4) 幾次中強地震皆發生在重力散度場的正向區內，震源區的物理意義能確切

的解釋重力變化的原因，說明地震孕育過程中存在地殼介質膨脹、密度減小的現

象。 

    由傅立葉級數理論可知，若一個雙變量函數 f(x,y)，在一個矩形區域(-L < x < L, 

-H < y < H)上，那麼就可以展開為傅立葉級數 

   f(x, y) ≈ ∑ ∑ (amncmxcny + bmnsmxcny + cmncmxsny +∞
n=0

∞
m=0

dmncmxsny)    (1)， 

 

式(1)中 

          cmx = cos
mπx

L
, cny = cos

nπy

H
, smx = sin

mπx

L
, sny = sin

nπy

H
    (2)， 

其中，m,n 為零至無窮大的整數，L為研究區域東西長度的一半，H為研究區域南

北寬度的一半。實際上僅有有限個觀測點，m 和 n 都只能取有限項M 和 N，用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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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葉級數來逼近函數 f(x,y)， 

f(x, y) ≈ ∑ ∑(amncmxcny + bmnsmxcny + cmncmxsny + dmncmxsny)

N

n=0

M

m=0

    (3)， 

有限項傅氏級數逼近原函數 f(x,y)的程度可由採樣點的逼近殘差 V來判別。若在研

究區域 K個點上有重力變化觀測值Gi(i = 1,2,3, . . , K)，則可得到 K 個觀測方程 

Gi + Vi = ∑ ∑(amncmxcny + bmnsmxcny + cmncmxsny + dmncmxsny)

N

n=0

M

m=0

    (4)。 

    根據重力測量與地震關係的研究得出：中強地震前重力有一定的趨勢性傾斜。

故在式(4)中增加兩個線性項 

Gi + Vi = a0xi + b0yi + ∑ ∑ (amncmxcny + bmnsmxcny + cmncmxsny +N
n=0

M
m=0

                   dmncmxsny)                                                                                                 (5)。 

    當採樣點足夠多且分佈均勻，可在各點偏差平方和最小的條件下，用最小平

方法求得一組傅氏系數及線性係數 amn, bmn, cmn, dmn。不同的 m, n值所求的係

數對應著不同波長和頻率的重力非潮汐變化速度面，a0,  b0則代表了整個區域的趨

勢性傾斜。 

    根據梯度的定義，重力變化速度場的梯度是該速度對位置的一階導數，則 f(x,y)

在兩個座標分量方向上的導數，即為重力變化速度在兩個方向上的梯度，  

Gx =
∂f(x,y)

∂x
= a0 + ∑ ∑

mπ

L
(−amnsmxi

cnyi
+ bmncmxi

cnyi
− cmnsmxi

snyi
+N

n=0
M
m=0

                          dmncmxi
snyi

)                                                                                       (6)， 

Gy =
∂f(x,y)

∂y
= b0 + ∑ ∑

nπ

H
(−amncmxi

snyi
− bmnsmxi

cnyi
+ cmncmxi

cnyi
+N

n=0
M
m=0

                          dmnsmxi
cnyi

)                                                                                       (7)， 

地表重力場任意一點的重力變化梯度向量為 

G = GxI + GyJ                                                                                                       (8)。 

   由散度的定義，向量場 A(M)中的一點M，在某個區域內作一個包含 M 點在內

的任意封閉面∆S，其包圍的空間為∆Q，以∆V表示體積，∆∅表示從其內穿出∆S曲面

的通量。若當∆Q以任意方向縮向 M 點時極限存在，則稱此極限為向量場 A(M)在

點M 之散度，寫成div A。在直角座標系中的表示式為 

div A =
∂P

∂x
+

∂Q

∂y
+

∂R

∂z
                                                                                                     (9)。 

    依據散度的基本定義，可推導出重力場所產生的散度計算公式為 

div G =
∂Gx

∂x
+

∂G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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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mπ

L
)2 + (

nπ

H
)2] ∗ (amncmxi

cnyi
+ bmnsmxi

cnyi
+ cmncmxi

snyi

N

n=0

M

m=0

+ dmnsmxi
snyi

)                                                                                   (10)， 

式(10)和式(5)的不同在於式(10)比式(5)少了線性項，而其餘各項又比式(5)多了一個

係數− [(
mπ

L
)2 + (

nπ

H
)2]。對於同一區域，L和 H為一常數，所以當 m 和 n 較小時，

此係數更小；反之，則更大。此說明了式(10)對地殼深部因素形成的重力非潮汐變

化長波長項有過濾作用，對地殼淺部因素形成的重力非潮汐變化短波長項則有放

大作用，這有利於研究淺部因素與地震的相關性。 

    以上的計算結果做為重力非潮汐變化面上的採樣點，用傅氏分析法分離長波

長項(0至 2階)和短波長項(3至 8階)，計算了重力非潮汐變化所產生的散度場，並

使用繪圖軟體繪製出重力非潮汐變化長波與短波長項及散度等值線圖。 

    本計畫選擇臺東池上地區適當的 GPS 觀測站進行重力重複觀測，以傅立葉分

析法分離池上地區重力場非潮汐變化的長波長和短波長項，利用重力場產生的散

度場計算公式，求出各時段的散度值，並分別繪製出低頻項、高頻項及散度等值

線圖，再結合該地區的地震活動和地殼深部構造資料進行綜合分析研究。目前挑

選七個 GPS 連續觀測站（圖六）作為重力重複測量的觀測站，每年進行 2 次重複

測量作業，並與 GPS 連續觀測資料進行比對，對於長波長和短波長項及重力梯度、

散度場，探討其可能的地震前兆訊息及物理機制。 

    我們選擇靠近中央山脈邊的初來國小(CHUL)為此重複觀測網參考基準點，所

有測站重力觀測值都相對初來國小。2014年 4月的測量結果(圖十)，位於中央山脈

這一側的測點皆與第一次觀測(2012 年 11 月)的重力值接近，但位於海岸山脈及其

以東之測點呈現 100-120μgal 的上升量。今年 9 月在觀測一次，位於中央山脈和

縱谷的測點，重力值呈現上升趨勢，最大的重力改變在池上的 GPS 觀測站，重力

值變大近 100μgal；而位於海岸山脈及其以東之測點的重力改變量並不大。不過

與 2013 年 12 月的觀測結果比較，整體的重力變化趨勢為增大，變化的幅度由

50-100μgal 不等，其中又以海岸山脈東側之重力測點的重力值改變幅度較大（圖

十）。我們參考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所提供，此重力網之各測站這一年之 GPS

高程解算結果（圖十一）看來，在這一年間所有測點相對初來國小(CHUL)的高程

皆為上升。理論上地殼上升應對應重力值的下降，推斷和該地區的地震活動或地

殼深部應力累積有關，造成觀測結果與實際形變有差異，監測作業值得持續的進

行。 

    本計畫分別在臺灣東部瑞穗、玉里及池上地區，選擇水準點或 GPS 連續站進

行重力重複觀測。今(2014)年度觀測結果顯示，在瑞穗、玉里及池上地區重力變化

的情形都不盡相同，是無法單純用海岸山脈相對中央山脈上升來解釋重力的變化，

推測還是與局部應力作用造成地下岩層物性改變有關，值得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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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部分  

地球磁場的變化（微脈動）是和地震活動、洋流及電離層潮汐等有關，臺灣

是研究地磁場微脈動的最佳地區。中央氣象局的 11個地磁場連續觀測站分佈於臺

灣本島及金門島，這些地磁場連續觀測站資料，提供臺灣地區地磁場變化的基礎

研究。 

利用全省地磁連續觀測系統所記錄到的地磁場資料，分析地磁場變化與地震

活動的相關性。Chen et al. (2009)利用臺灣地區 2004至 2006年規模 4以上的地震，

透過地震資料所計算的機制訂定新的座標系統，發現地磁場異常的中心並非位於

地震震央，而是透過震源與斷層所延伸到地表的異常中心點。地震引發的磁場於

異常點為 N 極產生噴射的地震電磁異常波動並藉此向外傳遞，因此透過波動理論

的分析，可以於地震前回推地表電磁異常中心點的位置。2011 年 3月 11 日日本東

北外海發生規模 9.0的大地震後，我們發現地磁連續觀測網所有的測站都記錄到地

磁場受擾動的現象(Yen et al., 2014)。全台磁力站在地震發生後約第 18分觀測到低

頻與高頻的磁場變動訊號，低頻振幅約 2nT。同時在日本與中國大陸也記錄到相同

週期及振幅的磁力異常訊號。將測站與磁力資料依照與震央距離排序可以發現，

低頻的擾動與震央距離有一定的相關性。越接近震央的磁力觀測站越早記錄到擾

動的訊號，簡單的將測站距離及到時做計算，其速度大約為 3.8 km/s，此速度與表

面波速度相近。此一磁力擾動訊號是日本東北外海地震表面波傳遞到臺灣，引起

空氣重力波震動所造成的。在距該地震震央五千以外的地磁站，就沒有記錄到此

磁力擾動訊號(圖十二)。 

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曾於 2010年夏天進行「磁力觀測系統儀器設備校驗」計

劃，透過該次校驗工作來確保地磁資料品質。根據檢測報告，全省地磁連續觀測

系統相當穩定，所記錄到的地磁場資料品質也都不錯。為扣除外部磁場對地球磁

場強度的效應，通常會將各個地磁觀測站的觀測資料與參考基準地磁站的觀測資

料相減。在結案報告中看到，白天因受太陽風吹襲，對不同測站所造成的影響不

完全一致，地磁觀測網中的屏東恆春站所受到的影響最大；夜間地球磁場沒有明

顯的變化。很有趣的現象是屏東恆春站，磁場強度在白天所受的影響振幅大於其

他地磁觀測站(圖十三)，實在值得探討其原因。另今(2014)年度根據 Chen et al. (2013)

提出地震發生前，因岩石受應力作用造成短暫的高電導率物質存在於震央或震源

附近的假設，分析架設在中正大學的磁力觀測站資料，探討電導性變化與地震活

動的關聯性。利用磁轉換函數(magnetic transfer function)每隔 15分鐘計算對地下電

導率敏感之 Parkinson 向量。分析過程時發現，Parkinson 向量會受到海岸效應 

(magnetic coast effect) 與地下非均質構造的影響。顯然，海岸效應對地磁場的影響

程度是有必要先探討的議題。 

為了探討海岸效應的議題，除了臺灣地磁連續觀測網 11個地磁觀測站外，我

們還在恆春半島選了 8 個臨時地磁觀測站。另為考慮地磁場的緯度效應，選擇同

磁緯度的廣州和雲南兩個地磁站進行比對(圖十四)。結果顯示，除了位在恆春半島

的恆春地磁站和 8個臨時站，它們的地磁紀錄都會受到海岸效應影響，其他 10個

地磁連續觀測站似乎都沒有受到海岸效應影響；而恆春磁力站所受影響程度是正

常站的 3倍(圖十五)。經過這些分析研究，終於了解屏東恆春站，磁場強度在白天

所受的影響振幅大於其他地磁觀測站的原因，對於後續利用地磁資料進行地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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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研究有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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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九二一大地震前後，沿烏溪南岸測量基點之高程和重力變化的

情形。在車籠埔斷層上盤抬升 4 公尺，而重力值卻只減少 0.8 毫

伽，顯然還有其他因素影響重力的改變。  

 

 

 



224 

 

圖二、中央氣象局地磁連續觀測網之測站位置圖 (不含新設的池上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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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沿阿里山公路共埋設七個重力點，分別為和平橋、石鼓盤、仁

愛橋、黎明國小、工程處、欣欣餐廳及民和國小。  

 

 

圖四、沿玉長公路之重力重複觀測點位置圖(背景引用 Google 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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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沿瑞港公路之重力重複觀測點 (紅色標點 )位置圖 (背景引用

Google 網站 )  

 

 

圖六、重複重力觀測站分佈，這些重力觀測站分別為中研院 GPS 連續

觀測站和中央氣象局 GPS 連續觀測站。紅線標註池上斷層位置。

(背景引用 Google 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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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橫跨觸口斷層各測站重力變化情形：以各測站第一次相對民和

國小重力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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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玉里重力重複測線各測站重力變化情形，以各測站第一次相對

八通關入口水準點 (編號： 1197)重力值標準。  

 

 

圖九、瑞穗重力重複測線各測站重力變化情形，以各測站第一次相對

內紅葉溫泉水準點 (編號：GA35)重力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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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池上重複重力觀測結果。以初來國小（CHUL）為參考基準點，與 2013年

12月的觀測結果比較，這一年整體的重力改變趨勢都是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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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重力網之各測站這一年之 GPS 高程解算結果。在這一年間所

有測點相對初來國小 (CHUL)的高程皆為上升。(中央氣象局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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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2011 年日本東北外海地震表面波傳遞到臺灣，引起空氣重力

波震動所造成的。在距該地震震央五千以外的地磁站，就沒有記

錄到此磁力擾動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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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臺灣地磁連續觀測網 11 個地磁觀測站的資料。數值是各地磁觀測站每

天日變化的量，恆春觀測站的日變化量的振幅最大。 

  



233 

 

圖十四、研究海岸效應之地磁觀測站位置圖。臺灣地磁連續觀測網 11 個地磁觀

測站外，我們還在恆春半島選了 8 個臨時地磁觀測站。另為考慮地磁場的

緯度效應，選擇同磁緯度的廣州和雲南兩個地磁站進行比對。 

 

 

圖十五、位在恆春半島的恆春地磁站和 8個臨時站，它們的地磁紀錄都會受到海

岸效應影響，其他 10 個地磁連續觀測站似乎都沒有受到海岸效應影響；而

恆春磁力站所受影響程度是正常站的 3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