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度臺灣海域地震與海嘯觀測之相關研究
子計畫一
氣象局海底觀測網地震與傾斜儀資料之整合分析
郭本垣 林慶仁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地球科學學會

摘要
本計畫在 2020 年旨在以傾斜儀資料來監測海纜附近地形變化。傾斜儀三軸
之加速度相對關係能提供海纜位態中之翻滾與俯仰角度。今年計畫將以 2018 年
二月之花蓮地震為例，推測地震誘發海床土石流而擾動海底地震儀附近的地貌。
藉此也將結合水壓、溫度，速度變化等傳統地震學信號，建立一套監測海底山崩
之流程。中央氣象局二期海纜於 2018/02/04 1717 起斷電約 13 小時，復電後發現
EOS4 產生 37 度的逆時針翻滾 (roll)，而 EOS2，EOS3 並無異狀。一種假說是
2018/02/04 1356 花蓮外海規模 5.8 與 5.5 的地震誘發海底山崩，大量土石滾入花
蓮峽谷造成的。山崩後的土石流初期可能向東傳播地非常快，但全程平均 5
m/s，一方面掩埋了 EOS4 處的海纜，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原在海纜下方的海床滑動
而導致海纜逆時針翻滾。另一個假說是 EOS4 南方斜坡之不穩定而產生土石下
滑，因而牽動海纜產生南北向運動，接著隨著地形擾動海纜進行一系列的翻滾。
最終效應是讓總水壓增加約 3 米。

Abstract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20 project is focused on testing how the tiltmeter data can be
used to monitor cable health and status, especially its geometry. The tiltmeter is composed
of 3 axes of acceleration, from which the roll and pitch can be calculated. By continuo us ly
monitoring the roll and pitch variations, one can gain an idea of whether the cable settles
on the seafloor steadily. The cable experienced a power shutdown for about 13 hours
between 2018/02/04 1717:48 to 2018/02/05 0644:00. We found a disturbance recorded at
EOS4 at 1715:12, not at EOS2 and EOS3. Two hypotheses may be invoked. In the first,
Hualien earthquake sequence induced landslide somewhere near the coast and propagate
eastward along the Hualien canyon to break down the slope south of the EOS4. The
second hypothesis involves a disturbance from the north, probably a result of slope
instability. After the power supply resumed, the roll of EOS4 has been increased
o
counterclockwise by 37 , while EOS2 and EOS3 remain unchanged. The total water
pressure is increased by equivalently 3 meters of sea water.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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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lian earthquake sequence and the cable stations are shown in Figure 1.

1. The roll at EOS4
The CWB in-line seismometer has a coordinate system with x along the cable
pointing to the land, y and z perpendicular to x. In the installation, z is hoped to be vertical,
but usually it does not stay the way when the cable arrives at the seafloor. The cable is
also subject to rotation due to land slide and turbulence. The azimuth of x is estimated
roughly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Axes of y and z are usually unknown. By CWB’s
convention, x is assigned to 3, y assigned to 2, and z assigned to 1. Thus (x,y,z) is
equivalent to (3,2,1) in the component naming.
The CWB staff has provided for each EOS station a set of roll, pitch, and yaw (張毓
軒, 2019; 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yaw, or the azimuth of the x-axis (the cable
orientation towards the land station), is determined from the NEC during cable
installation. The roll and pitch are determined from the tiltmeter data from daily average.
o
However, notably EOS4 suffers a 37 rotation in roll counterclockwise (for cable pointing
to the north) during 2018/02/04.

Name

roll ( )

pitch (p)

yaw (or az)

Since

EOS4

-82.03

-11.72

357

2016/08/13

EOS4

-119.91

-11.72

357

2018/02/05

The disturbances in roll and water pressure are shown in Figure 2. The power
shutdown was automatically executed on the land end (頭城) of the cable system at
1717:48 as a safety measure when the power feeding equipment (PFE) sensed the
anomalous increase in electrical voltage to system. The power blackout was applied to
the entire cable, making EOS2 and EOS3 blackout too. However, the cable near EOS2
and EOS3 were not disturbed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roll and water press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blackout. We thus focus on what was happening to the cable around EOS4.
What happened before the event is crucial to us to construct our hypothesis. Figure
3 shows the three events at 1356:40, an M5.8, at 1413:12, an M5.5, and at 1428:27, an
M4.0. Together these three events are potential trigger landslides near the eastern coast
of Taiwan. Figure 4 shows the typical record section in the middle between the 3 event
series and the cable rolling. There are many smaller events, including an M3.4 at 1500.
These are “normal” seismic activities but non-seismic signals may be buried in these data
that need more sophisticated technique to dig them out. Next we entertain two hypotheses
for the cause of the cable rolling and power shutdown.
Perhaps the critical evidence for a non-seismic external force that rattled the cable is
the record section in Figure 5. The 20-s time window sees a disturbance 147 s before
shutdown only recorded by EOS4. The magnitude of this disturbance is 100-1000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seismic events mentioned earlier. Its waveform is nowhere nea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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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seismic energy with P and S energy arrivals, especially on the vertical component.
Moreover,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seismic energy arriving simultaneously at the
adjacent EOS3.
Figure 6 shows the same section as Figure 4 but in a rotated N, E, Z component
along with that of EOS3 for comparison. Now we are clear about two phenomena: the
disturbance is not seismic, and it is larger in the N component than in other two. This
implies the influence of an external force dominated in north-south direction.

2. The hypotheses
Hypothesis 1.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disturbance experienced by EOS4 is a landslide from the
Hualien offshore where large earthquakes, or the 3 events series shown in Figure 3, shook
loose the slope creating a mass of sediment propagating along the steepest path towards
the cable. Submarine landslid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nd a potential hazard to human
safety and activity (Masson et al., 2006; Talling et al., 2014; Lovholt et al., 2017). If
assuming that the largest of the series, M5.8 at 1356 triggered a landslide that took 3 hours
and 19 minutes to reach EOS4 at 1715:12 (Figure 2). With the distance from the M5.8 to
the EOS4 of about 61 km, the average propagation speed of the landslide is 5 m/s.
Considering that the maximum speed near the source can be 20-30 m/s (Lovholt et al.,
2017), this average speed is not particularly unreasonable. The landslide could accelerate
rapidly to the maximum speed in the first hour and slow down to rest near the cable.
The M5.8 1356 earthquake can be regarded as a foreshock of the devastating M6.3
1550 main shock two days later. A M5.5 at 1413 can also be considered as the source
together with the M5.8 event. After this foreshock the earthquakes migrate to the south
(see mid-term report). An independent set of evidence for this scenario we entertained
above would be the presence of non-classical quakes or shaking induced by the landslide
generation or even propagation, something similar to, but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tremor activities. We are working on scanning the seismic records to find their existence
and the pattern they formed. It is not readily visible because small earthquakes prevail
between the foreshock and the main shock.
2.2 Hypothesis 2.
In a second hypothesis, whatever interrupted the cable was not derived from the west,
but from the north. This is supported by the large amplitude of disturbance on the rotated
3 components of EOS4. It suggests a jerk mainly in the north-south direction that may be
caused by the landslide on the south-facing slope beneath the station. Judging from the
counter-clockwise roll of the cable during the power shutdown, it might be that the
southern slop collapsed and flush away, somehow by a force from the west. This scenario
can be combined with that in hypothesis 1 to explain the motion of the cable during the
landslide event.

3. Upcoming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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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going and upcoming effort is still focused on whether we can find evidence
of landslide from the waveforms. To support the above two scenarios, one needs
something to connect the landslide in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to the rolls of the cable 60
km away. The Hualien canyon is one of the candidate to provide a transportation path,
but it is located south of EOS4, so some kind of slope breakdown is required beneath
EO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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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Figures

Figure 1. Seafloor topography map with Hualien earthquake “swarms” and the three cable
stations EOS2, EOS3, and EOS4. The cable connects the 3 stations running north-south
from the accretionary wedge, through the Hualien canyon, to the deep Huatung basin.
The stars are major events, with the easternmost one the M5.8 at 13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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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oll/pitch and water pressure at EOS4 before the power shutdown at
2018/02/04 1717 and after it was resumed at 2018/02/05 0644, for about 13 hours. After
o
the system resumed to normal operation, the roll of EOS4 decreases by 37 and water
pressure increases by equivalently 3 meter height of seawater. We hypothesize that this
disturbance is related a landslide from offshore Hualien triggered by the foreshock at
1356 as labelled. The main shock of Hualien earthquake is far behind this event.

Figure 3. A 3000-s record section to illustrate three events: the M5.8 at 1356:40, the
M5.5 at 1413:12, and the M4.0 at 1428:27. From top to bottom are 3 components of
EOS2 (top 3 traces), EOS3 (middle 3 traces), and EOS4 (bottom 3 t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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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same as Figure 3 but to illustrate the presence of many small events after
the M5.8 and M5.5. The M3.4 1500:39 event is marked as a reference of time.

Figure 5. A 20-s window before power shutdown. Data in m/s2 . On EOS2 and EOS3 the
acceleration scale is on the order of 10 -5 m/s2 and on EOS4 it is on the scale of 10 -3
m/s2 . The unknown signals in red box on EOS4 dominate so that the rest of the EOS4
were suppressed. Judging from the absence of disturbances at corresponding times on
EOS2 and EOS3, these are non-seismic signals, localized in the vicinity of EO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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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he same 20-s window as in Figure 5 but in a uniform vertical scale and for
N-, E-, and Z-components of EOS3 and EOS4. It shows that the disturbance in the Ncomponent dominates and the adjacent EOS3 is free of this disturbance, implying a
sudden north-south motion of the cable very close to EO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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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臺灣海域地震與海嘯觀測之相關研究
子計畫二
臺灣東部海纜觀測系統水下壓力計資料分析
杜文斌 許樹坤 王秀雅 黃尹聖
國立中央大學環境研究中心

摘要
固定站的壓力連續觀測資料可用於海嘯預警、隨時間變化的海洋物理特性及
地表變形研究。在臺灣地區，約有 70%的地震發生在臺灣-琉球隱沒帶區域，並且
其中有數個規模 7 以上的地震。為了加強對地震及海嘯的監測與預警工作，中央
氣象局於 2017 年完成海纜觀測系統的擴建，在海纜延伸段共設置三座即時觀測
站。每個觀測站有寬頻地震儀、加速度地震儀及海嘯壓力計。水下壓力計解析能
力在數百帕(約數公分)，資料每秒記錄一筆。本計畫處理及分析 108 年三個測站收
集水下壓力計資料。將潮汐(短週期)效應及儀器漂移量去除後，發現 EOS02 及
EOS03 測站壓力變化特徵很相似，而 EOS02 測站壓力變化振幅明顯較大。三個測
站壓力資料皆有週期性變化的特徵，小波分析結果顯示其主要週期約為 90 天左
右。EOS04 測站與其它二測站有明顯相位差，約 47 天。整合 106-108 年資料可確
認 EOS04 測站在 107 年 2/4-2/5 間發生的壓力差異是一永久性事件。目前推測其可
能原因是地震造成斜坡上沉積物的崩塌或滑移，使得壓力值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關鍵字:水下壓力計、地震、海嘯、海底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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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inuous monitoring at permanent observatories has provided much
fundamental information for tsunami early warning, numerous oceanographic studies,
and seafloor deformation. While the Taiwan-Ryukyu junction area comprises 70% of
the earthquakes around Taiwan which including several earthquakes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7. To monitor of large earthquakes and tsunamis, a cable-based ocean
bottom seismographic observatory named "Marine Cable Hosted Observatory"
(MACHO) was constructed off eastern Taiwan by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which
including 3 real-time observatory stations. Each observatory contains strong-motion
seismometer, broadband seismometer, and pressure gauge. Pressure gauge is capable of
measuring pressure to several mbar resolution and recording these measurements once
per second.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cess and analyze the data of bottom
pressure gauge (collected in 2019). After removal of oscillatory signals due to tidal
effect (short-period) and linear trends caused by sensor drift, we find that the variation
patterns of the ocean bottom pressure (OBP) records at stations EOS02 and EOS03 are
similar. The amplitude variation of station EOS02 is larger than EOS03. Pressure
variation pattern of the three stations reveal periodic phenomenon. According to the
wavelet analyzing results, this period is about 90 days. The phase shit between stations
EOS04 and EOS02 is about 47 days. Combining 106-108 OBP data, we find that an
obviously pressure offset occurred during Feb. 4 ~ Feb. 5 (2018) in station EOS04 is a
permanent event. We speculated that this pressure offset may cause by sediments
slumping and/or sliding (due to earthquakes).
Keywords: pressure gauge, earthquake, tsunami, marine cable observ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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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菲律賓海板塊以每年 8 公分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動沿著琉球海溝隱沒至歐亞板
塊下(Seno et al., 1993; Yu et al., 1997)。臺灣東北部海域除受到琉球隱沒帶斜向隱沒
作用的影響外，更同時受到弧陸碰撞與沖繩海槽弧後盆地張裂作用，在這三種作
用力的綜合影響下，使得東北部外海的地震活動不僅頻繁，不同類型的地震皆可
在此區被觀察到(圖 1) (Kao et al. (1998))，也顯示臺灣東北部是個地體構造相當複
雜的一個區域。過去歷史紀錄(Theunissen et al., 2010)顯示琉球島弧最西北端多次發
生規模七以上的地震，且此區域地體構造亦被評估有相對高的機率發生災害型地
震並引發海嘯(Hsu et al., 2012; Hsu et al., 2013)。因此針對臺灣花東外海的地震活動
監測顯得格外重要。另一方面，臺灣東部及東北部外海有許多海底峽谷及陸棚斜
坡地形，而這些地形特徵容易因重力流或地震而引發海底山崩進而造成海嘯。另
外，從遠處來的海嘯也可能在臺灣近岸造成大的災害。
在我國海洋研究中，對於週圍海洋的研究較少有長期性的將儀器於水下持續
研究，往往是短期的採集樣本及儀器量測，此種資料得到的只是當時環境的一時
變化，無法反應長期環境的線性/非線性改變。海纜觀測系統的設置可縮短地震發
生當下的黃金秒數以及可能伴隨而來之海嘯規模與影響範圍，達到預警的功能，
也能提升外海地震定位精確度(Hsiao et al., 2014)，進而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東北海域
複雜的地體構造。另一方面，連續且長時間收集的資料有助於我們判斷週期性及
一些長時間性的變化。
氣象局於 106 年完成海纜觀測系統的擴建，自宜蘭頭城延伸至南澳海盆西北
端。延伸段纜線約 80 公里長，總共設置三座即時觀測站(圖 2)，透過光纖海纜即時
將觀測訊號連續傳回陸上站。每個觀測站設置有多種觀測儀器，其中包含水下壓
力計。108 年計畫開始分析三座即時觀測站水下壓力計資料(106-107 年資料)，本
年度計畫則繼續分析 108 年收集的資料並整合 106-107 年資料。水下壓力計資料可
用於海嘯預警(Eble and González, 1991)、海洋物理研究(Summerson, 1995; Meinen
and Watts, 1998; Watts et al., 2001)及地表變形(Chadwick et al., 2006; Stenvold et al.,
2006; Ballu et al., 2009; Suzuki et al., 2016; Sato et al., 2017; Muramoto et al., 2019)
等。本計畫希望透過分析臺灣東部外海水下壓力計資料提供我們觀於此區域的特
性及一些海洋物理特性長時間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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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灣東北地區震源機制解分布圖(引用自 Kao et al., 1998)。依據震源機制解
可為五個地震帶，分別為碰撞地震帶(黑色方形)、沖繩地震帶(白色方形)、板間地
震帶(黑色圓形)、側向擠壓地震帶(白色星形)與瓦班氏地震帶(黑色三角形與白色三
角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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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臺灣地區地震分佈圖與海纜觀測系統之測站位置圖。地震資料取自 BATS
1995 年至 2016 年資料，臺灣地區約有 70%的地震集中在東北部外海，其中規模大
於 6 的地震多集中於弧前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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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下壓力計資料處理分析
本計畫分析臺灣東部外海水下壓力計 EOS02、EOS03 及 EOS04 三個站(圖 2)，
三個觀測站所在水深分別為 946(EOS02)、1112(EOS03)及 2617(EOS04)公尺。儀器
紀錄時間從 106 年 1 月 26 日開始，本計畫處理 108 年資料，各測站偶有缺漏或中
斷紀錄情況如表一。與 106-107 年資料稍有不同，108 年各觀測站紀錄中斷的時間
大致上差不多，主要在第 312-331 天有較長時間計錄中斷。去除儀器放大倍率效應
後，三個測站 108 年水下壓力計資料如圖 4，與 106-107 年資料類似，EOS02 測站
紀錄資料振幅較大，EOS03 及 EOS04 相對較小。EOS02 測站壓力計變化幅度可達
4 x102 mb(圖 4)，這數值相當於 4 公尺海水厚度的變化(1 公分相當於 1 mb)。
表 1、觀測站水下壓力計資料記錄概況表。
EOS02
紀錄缺失

312-331、343

EOS03

EOS04

164、218、312-331、 164、190、218、
343
312-331、343

水下壓力計記錄海床以上壓力變化，潮汐效應是一個主要週期性影響海水面
高度變化而影響海床上壓力變化的因素，以目前而言此項因素不是本計畫探討的
重點。因此，本計畫使用 40 小時的低通濾波(low-pass filter)，將潮汐效應及一些較
短週期的訊號消除，得到三個觀測站隨時間壓力的變化(圖 5)。就 2017-2019 年的
資料，EOS02 與 EOS03 測站隨著時間變化壓力有變大的趨勢，EOS02 測站尤其明
顯(斜率較大)。EOS04 測站資料可概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 2017 年 232 天以
前，有很明顯壓力增加的趨勢(斜率很大);第二部分是 232 天至 2018/02/05，壓力大
致上沿著 2614.3 x102 mb 上下震盪;第三部分在 2018/02/06 之後壓力大致上沿著
2618.5 x102 mb 上下震盪。但就壓力變化趨勢而言，第二及三部分是極為相似的。
根據之前研究(Watts and Kontoyiannis, 1990; Fox, 1990; 1993; Hino et al.,
2014)， 進行 長時 間壓 力觀 測時 壓力 計觀 測值 會受 到儀器 效應 影響 (instrument
drift)。三個測站皆觀測到隨時間增加壓力增加的趨勢可能就是 instrument drift。使
用最小平方法，找出每個測站壓力變化的趨勢(linear drift)並將此效應去除。

圖 3、水下壓力計 108 年紀錄狀況圖。
296

圖 4、108 年三個測站(EOS02-EOS04)水下壓力計壓力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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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6-108 年三個測站(EOS02-EOS04)水下壓力計經過 40-小時低通濾波後壓
力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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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頻譜分析
3.1 小波頻譜分析
為了分析這批時間序列資料的週期性紀錄，本研究使用趙丰等人(Chao and
Naito, 1995)所發展的小波頻譜(wavelet spectrum)分析方法，進行時間序列資料的頻
譜分析工作。時間序列 f(t)的小波轉換(wavelet transform)定義為：


1
t b
W ( f )(a, b) 
f (t ) (
)dt

a
a 
其中
為選定的基礎小波函數(basis wavelet function)，在本研究中使用 Morlet
wavelet (Morlet et al., 1982)。變數 a 是控制基礎小波函數的大小與脹縮，變數 b 則
可調整基礎小波函數在時間序列上的位置變化。小波頻譜分析即是利用一系列各
種不同大小與位置的基礎小波函數來擬合原始的時間序列訊號，再將各種波形的
頻率(週期)與其相對位置全部依序列出，即可得到小波頻譜。
小波頻譜 圖是水平 軸為時 間軸， 而垂直軸 為週期 (頻 率) 的時頻圖
(time-frequency domain)，因此相對於純粹頻率域的頻譜圖，時間序列資料的週期
性變化可以更加直觀的描繪在此時頻域之小波頻譜圖上，並且很容易即可與原始
的時間序列資料進行互相比對。這是小波頻譜應用於時間序列資料週期性分析中
很重要的特性。需注意的是由於頻譜分析方法通常是假設原始時序資料為連續且
無限，因此有限的實際觀測資料在小波頻譜中會存在邊際效應(edge effect)的問
題。造成的影響是在資料的開頭與結尾的部分，其頻譜結果之週期可能會稍微偏
差。關於此小波頻譜詳細的方法說明、測試與應用可參考相關文獻(Chao and Naito,
1995；Liu and Chao, 1998)。
進行頻譜分析工作的第一個步驟，是將原始資料重新取樣，以數據內插的方
式將觀測資料轉換成等間距且連續的時間序列。在初步的分析工作中，本研究是
以 1 天為取樣間距。而依此取樣方式的頻譜結果，可以觀察記錄在各個時間序列
中較長期的週期性變化。其次是進行去除長期趨勢(detrend)的資料處理，讓時序資
料是在同一參考值(通常設為 0)上下變動，以反應時序資料中週期變化的振幅大
小，亦即小波頻譜訊號的強與弱。換言之，在本研究中利用頻譜分析所探討的週
期性變化，其結果並不包含在這些時序資料中從頭至尾、最長期的趨勢變化。我
們使用 EOS02 的時序資料做為範例說明，如圖 6 所示，圖(6a)為原始數據資料，
圖(6b)為去除長期趨勢與平均值後，實際進行頻譜分析運算的數據。EOS03 和
EOS04 的原始數據也經過相同的資料處理之後，再進行後續的頻譜分析工作。

3.2 能量譜密度(Power spectral density)分析
根據傅立葉分析特性，任何物理信號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離散頻率或連續範圍
的頻譜。時間序列的功率譜描述了信號功率在頻域的分布狀況。對特定信號或特
定種類信號頻率內容的分析的統計平均，稱作其頻譜。當信號的能量集中在一個
有限時間區間的時候，就可以計算能量譜密度。常應用於在所有時間或很長一段
時間都存在的信號的功率譜密度。能量密度譜描述的是信號或時間序列的能量如
何隨頻率分佈。而一個時間序列 f(t)的密度譜和 f(t)的自相關組成一個傅立葉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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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因此通常使用傅立葉變換技術估計密度譜。
相較於小波頻譜分析方法，本研究也利用更為廣泛熟知並使用的快速傅立葉
轉換(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能量譜密度(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的方法進
行時序分析工作，兩種時頻分析方法的結果可互為驗證。同樣的，在進行 FFT 的
PSD 頻譜分析前，原始數據的前置處理工作與小波頻譜分析的處理方式相同：重
新取樣的內插間距設定為 1 天，而且同樣必須去除資料數據中的長期趨勢和平均
值，使資料都在同一參考值 0 上下擺動(如圖 6)。

圖 6、頻譜分析工作前置數據處理範例。(a)圖為 EOS02 的原始數據資料。(b)圖為
經過去除長期趨勢與平均值處理之後的數據結果。原始時序資料中從頭至尾的趨
勢和平均值已經移除，數值在 0 的上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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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4.1 儀器穩定時間(equilibration period)及儀器效應(instrument drift)
過去研究(Fox, 1990; 1993)指出水下壓力計資料收集時儀器到達穩定狀態大約
要數週至一個月的時間。如 Fox(1990)在 Gulf of Alaska 看到的例子(圖 7a)，在將近
280 天的資料裡發現 2 個全然不同的 trend ，作者將 230-270 天這段時間當成是儀
器到達穩定的時間(equilibration period)。但在距離約 100 公里外的測站則沒發現儀
器需要穩定時間的特徵(圖 7b)，但發現相類似的 linear drift。在其他已發表的研究
中也很少提及壓力計儀器的穩定時間需修正，即使在壓力計紀錄裡有發現很不同
的 trend(圖 8(b))，壓力先減少後逐漸增加，Polster et al. (2009)把這現象當成是儀器
效應。EOS02-EOS04 三測站 106-108 年資料基本上呈現壓力隨著時間增加的趨勢。
以目前而言似乎我們也很難從資料中判定儀器穩定時間這效應存在與否。
儀器效應(instrument drift or senior drift)是水下壓力計資料處理普遍要面臨的
問題，如何消除儀器效應的影響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誠如 Fox(1990)分析在 Juan de
Fuca Ridge 的例子，在原始壓力紀錄中可發現明顯的 linear drift(圖 9a)，把此效應
去除後可發現在此段時間內發生 2 次海床高度下降(圖 9b)。假若能做好儀器效應的
消除可以很大幫助我們對於壓力變化的判斷。然而，Polster et al. (2009)分析了 118
個長期記錄海床壓力資料的測站，其中幾個測站資料如圖 7 所示，很明顯可發現
這 4 個測站的儀器效應有很大的差異，不單只是線性關係。如何正確判斷出哪一
部分屬於儀器效應是很大的課題。以 EOS04 測站為例，第一部分(2017 年 232 天
以前)的資料有很明顯隨時間壓力增加的趨勢，這趨勢與 232 天之後的資料走勢皆
不同，我們可推測此趨勢是來自 instrument drift;但這也可能是 instrument drift 伴隨
著此區域 構造活 動( 地形 沉降 )而造 成壓力 值變大 。假若 我們將 這趨 勢全當成
instrument drift 而將其消除，那我們將無法得到這段時間內地表變形的資訊(如果有
的話)。因此，Polster et al. (2009)認為目前無法完全區分出 instrument drift 與長時
間性(且連續)的地表變形(long-term continuous vertical movement of the seafloor)。在
無法明確知道各測站 instrument drift 為何的狀況下，想判別出如圖 9b 這種公分等
級的地表變形，目前看來仍有很大挑戰。EOS04 測站觀測到的壓力變化(發生於
2018 年 2/5-2/6)規模遠大於公分等級(圖 5c)，並且壓力變化前後 trend 基本上一致，
相對而言我們可以容易判斷出此事件是海床變形造成。

4.2 水下壓力計資料特徵
106-108 年觀測資料中 EOS02 與 EOS03 兩測站壓力變化趨勢較為相似(圖 5)，
這可能是因為 EOS02 與 EOS03 測站地理位置較相似，水深也較接近，受到的影響
較為一致。而 EOS04 位置水深明顯與其他 2 測站相差很多，並且儀器位於斜坡上，
推測可能是這些原因使得 EOS04 測站壓力變化特徵與 02 跟 03 測站都不同。三個
測站資料皆有週期性，而 EOS02 與 EOS03 測站趨勢也較為相似。
將三個測站可能的儀器效應去除後，各測站壓力變化如圖 10-12。其中 EOS04
測站 232 天以前資料我們先去除。原因在於 EOS04 測站資料一開始較為混亂，加
上這一段時間序列資料的趨勢與 232 天之後差異較大，我們很難區分出是儀器尚
未穩定、地體構造作用還是儀器效應所造成。圖 10 顯示 EOS02 測站 106-108 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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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壓力變化 大致在-2~1.5x102 mb 之間;EOS03 測站 則在-1~1x102 mb 之 間(圖
11);EOS04 測站不考慮永久性的海床變形(推測)，其壓力變化震幅也約在-1~1x102
mb 之間(圖 12)。EOS02 測站壓力變化幅度很明顯大於其他 2 測站。這些週期性的
壓力變化振幅很大幾乎掩蓋了其他可能的訊號，或者長期的地表變形(long-term
continuous vertical movement of the seafloor)訊號在儀器效應修正時被去除了。

4.3 頻譜分析結果
在 EOS02 原始時序資料中可以觀察到有週期性的變化(圖 13a)，而由小波頻譜
的結果可得知在 EOS02 的時序紀錄中，訊號最強且完整持續出現的週期約為 90
天(圖 13b)。此外，在頻譜圖中亦可發現另一較長週期約為 270 天的訊號，但其訊
號強度相對較弱。至於較短週期的訊號都不太連續，亦即並非在 2016 至 2019 的
所有時間段，其週期性變動都完整出現。原因可能是訊號相對較弱或該時間段真
的未發生週期變化，也因此在時間序列的週期性分析中，非完整持續出現的週期
較難以描述與討論。
相對於 EOS02，在 EOS03 的原始數據中，其週期性變化紀錄似乎更加完整且
明顯(圖 14a)。而在小波頻譜結果中，此 90 天左右的週期訊號也確實最為明顯且完
整記錄於整個時序資料中。另外大致上還可觀察到一個完整持續的較短的週期(約
為 40 天)，不過並未發現 270 天左右的長週期變化。
由於 EOS04 的資料在 2017 年數值變動非常劇烈，因此在資料處理的過程中，
我們先將 210 天以前資料變動較為劇烈且初步觀察明顯不具週期變化的資料移
除，再將第 210 至 400 天的資料數值往上調整(該段資料加上數值 300)，以方便進
行頻譜分析工作。換言之，前 400 天的頻譜分析結果可能相對較為不可信。調整
後的時間序列如圖 15a 所示。而其小波頻譜的結果可觀察到訊號最強的同樣為 90
天左右的週期(圖 15b)。另外亦可發現較長的，約為 220 天左右的週期。而其他短
週期的訊號相對較弱且同樣不太連續。傅立葉頻譜分析結果(圖 16)也顯示三個測站主
要訊號週期約 90 幾天，其他還有一些較短週期(10 幾到 20 幾天)的訊號。但小波分析可知
90 天左右週期訊號是連續發生的。

使用一個連續的正弦波來擬合三個測站壓力訊號，我們發現週期 93 天的正弦
波可以 fit 三個測站的訊號(圖 13-15)。把臺灣地區約略四季的時間加入比對，似乎
在每個季中會出現一個壓力峰值(EOS02 及 EOS03)，而 EOS04 測站似乎呈現反相
結果。計算三個測站資料的相位結果顯示:EOS02 與 EOS03 約有 4 天的相位差;而
EOS04 與 EOS02 的相位差則有 47 天(圖 17)。此結果說明 EOS04 與 EOS02 及 EOS03
測站時間序列資料幾乎是反相的。EOS02 與 EOS03 測站資料性特徵皆很相似，訊
號相位基本上也一致。而 EOS04 與 EOS03 測站的距離不遠(約 20 公里)，為何在
這麼短的距離內會出現反相訊號尚需要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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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佈放在 Axial Seamount 附近水下壓力計壓力變化圖(取自 Fox, 1990)。

圖 8、水下壓力計資料圖。(a) 水下壓力計資料 DART (northern Pacific); (b) 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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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計資料 CORK (western Atlantic); (c) 水下壓力計資料 IFM-GEOMAR (off
Sumatra); (d) 水下壓力計資料 LOLEM (central Mid-Atlantic Ridge)取自 Polster et al.
(2009).

圖 9、佈放在 Axial Seamount 附近海底壓力計資料圖(取自 Fox,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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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EOS02 測站完成各項修正後壓力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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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EOS03 測站完成各項修正後壓力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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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EOS04 測站完成各項修正後壓力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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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EOS02 測站水下壓力計資料小波頻譜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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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EOS03 測站水下壓力計資料小波頻譜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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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EOS04 測站水下壓力計資料小波頻譜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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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三測站壓力資料傅立葉頻譜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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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EOS02-EOS04 測站壓力資料相位分析結果圖。

五、結論
延續前期計畫(處理 106-107 年資料)，本計畫處理並分析 108 年臺灣東部外海
海纜觀測系統三座即時觀測站水下壓力計資料。106-108 年資料可確認 EOS04 測
站記錄到的壓力差異(發生於 107 年 2/4-2/5 間)是個永久性事件。就其地理位置特
性及鄰近區域地震紀錄，本研究推測是地震引起的海底山崩堆積在 EOS04 測站附
近造成的壓力增加。
在完成資料處理及修正後，水下壓力計資料結果顯示三個測站都有週期性變
化的特徵，使用週期 93 天的正弦波可以達到很好的擬合。EOS02 及 EOS03 兩測
站壓力變化趨勢較一致，推測此二測站所處位置的水深及背景條件較為類似，所
以會有較相近的反應。整體而言 EOS02 測站壓力變化幅度明顯較其他測站大，其
振幅可達 3.5×102 mbar。EOS04 測站資料特徵則與其他二測站不同，小波分析結果
顯示 EOS04 測站週期性壓力變化與 EOS02 有約 47 天的相位差。在如此相近的位
置會有這麼明顯的相位差，其原因需進一步探討。此外，三測站觀測到的壓力變
化振幅遠大於其他地方觀測值，此壓力週期性變化也需進一步深究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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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臺灣海域地震與海嘯觀測之相關研究
子計畫三
臺灣西南外海 T 波特性研究
林靜怡 許鈞傑 林義欽 黃安婕 宋冠毅
國立中央大學環境研究中心

中文摘要
水聽器主要用於海洋環境中的聲傳播、噪聲和聲學特性的探測，常被用來建立
被動聲學數據，並應用在海洋石油勘探、生態、物理運動和地質調查等工作。而
地震測站通常會收到 P 波及 S 波這兩個體波， T 波則是第三個到達的體波，由於
T 波是藉由水下傳聲道傳播，在水聽器上也有明顯紀錄。早在 1940 年左右就有 T
波相關研究，其形貌會因地區差異而不太一樣。但在過去，由於欠缺相關觀測手
段，對於臺灣西南外海的 T 波型貌和水下聲景並未有任何相關研究。本計畫藉由
位於臺灣西南外海三個位於不同地理位置的地震測站網(OR3-1756、OR3-1847 和
OR3-1878) 水聽器資料，分析臺灣西南外海所能收到的地震 T 波形貌和水下聲景
特性。
在分析三個地震網的資料後，發現不論是哪個地震網，記錄到有產生 T 波事件
只集中在臺灣西南至東南部海域，即馬尼拉隱沒系統相關地震活動，其他區域地
震，不論規模大小，皆沒有在臺灣西南海域測站上產生 T 波相關活動紀錄。因此
在 ISC 的 資 料 庫 中 ， 2014/04/18-2014/05/11 、 2015/05/04-2015/05/27 、
2015/08/20-2015/09/02 期間，100°E-180°E、20°S-60°N 範圍，規模 3 以上的地震當
中，只有 11 筆資料是明確有產生 T 波並被臺灣西南外海海底地震儀陣列記錄到
的，其中有 5 筆是 3.0≤規模<4.0，4 筆是 4.0≤規模<5.0，剩下 3 筆是≥5.0 規模。由
上述分析我們發現，臺灣西南外海海底地震儀接收到 T 波的能力似乎只侷限在馬
尼拉隱沒系統相關地震，其可能是因為此研究區域位於南海內，而此區域唯一能
產生地震並產生聲波在南海傳聲帶中傳遞的只有馬尼拉隱沒帶相關地震。其他隱
沒帶雖然也有地震產生，推測因為其產生聲波無法穿過地形障礙，進入南海，所
以才無法產生 T 波，被此區域海底地震儀收到。測站分布區域地地形分布似乎也
對 T波的接收能力有很大的影響，OR3-1878 地震網完全沒有辨識到 T 波，OR3-1746
地震網也未收到呂宋島北邊和臺灣東部地震所產生 T 波，皆有可能是因為地形屏
蔽效應所影響。另外，我們從分析結果中也發現就算是規模 3 左右的地震，也能
產生 T 波，這樣的結果顯示，西南外海所收到 T 波資訊也許可以用來定位一些馬
尼拉隱沒系統所產生的較小規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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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第二部份工作集中在海底地震儀水聽器和地動儀資料的時頻特性分
析。較淺水深的地震儀資料分析顯示，主要噪訊來源通常集中在較高頻(20 Hz 以
上)，多為漁船、科學研究和軍事演練等人為活動所造成。頻率較過去計劃所分析
臺灣東部海底電纜所記錄到的人為活動訊號高出許多，並型態也較多元和混亂，
其可能是由於漁業作業型態而產生的形貌。除了人為活動外，本研究亦發現，臺
灣西南外海在水深淺於一千多米還是都會受到海床底流活動影響，其主要特性是
在水聽器低於 5 Hz 的波段會有較強的訊號產生。而這些變化與潮汐作用似乎有很
明顯的對應關係，通常在半潮面時，此類的潮流作用會最明顯。而也證實在臺灣
西南外海，潮流作用可以影響到一千米以上的深度。原本預期深海會有較小的噪
訊影響，但分析佈放於西南外海水深超過西南外海 3000 米的海底地震儀資料結果
顯示，大部分測站還是有相當大的背景噪訊，而這些噪訊的來源幾乎都是船隻活
動，偶爾有其他類型高頻或是炸測訊號，這樣的結果和傳統認為船隻活動只會影
響較淺海域的認知並不相同。而和淺水海底地震儀分析結果最大差異在於佈於深
水區域海底地震儀並無觀察到任何底流影響。
本計畫成果對於臺灣西南外海海底地震儀陣列所能記錄到地震 T 波型態做分
類，讓我們能知道其具有的限制，及其可能之應用。建議未來可以利用一些 T 波
來定位未被世界地震網收錄之地震，了解其在定位微震部分有可能的效益，或是
特殊 T 波波相可能產生的機制。而本計畫對於臺灣西南外海海底地震儀和水聽器
所記錄到訊號特性的分析結果，讓我們對於未來第三期海底電纜可能收到的訊號
有了基本的了解，有助於未來海纜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建議未來可聯合海底
地震儀和海底電纜觀測，增加臺灣西南外海觀測資料，並可共同分析水下聲景變
化，或許可以更了解人為活動在臺灣西南海域造成的影響評估，對於水下環境有
更多的了解，也可以評估電纜受到擾動的情況，了解電纜作業狀況。
關鍵詞: 海底地震儀、水聽器、T 波、水下音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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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drophones are mainly used for the study of sound propagation, noise and seafloor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in marine acoustic environments. T-waves are a kind of acoustic
waves propagated within the SOFAR channel within oceans and often recorded at
hydrophones near the coast lines and islands. They can be generated by the underwater
explosions, submarine volcanic activities and earthquakes.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wave generation and the soundscape for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Taiwan offshore area. In this project, we analyze the data of hydrophones from three
Ocean Bottom Seismic (OBS) networks (OR3-1756, OR3-1847, and OR3-1878) located
at different locations to get mor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efficiency of the hydrophone
of the OBS networks, the soundscape of the area and discuss about their further
application.
It was found that no matter which seismic network, the T-wave events were only
recorded for the earthquakes occurred offshore southeast Taiwan, that is, the Manila
subduction system. None of the T-wave related recordings were generated from the
earthquakes of other tectonic structures. Thus, in the ISC database,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4/04/18-2014/05/11, 2015/05/04-2015/05/27 and 2015/08/20-2015/09/02, in the area
of 100°E-180°E and 20°S-60°N, only 11 events with magnitude larger than 3 can
generate T-phase and recorded by the OBS array in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Among
the 11 events, 5 are with magnitude between 3.0 and 4.0, 4 are with magnitude between
4.0 and 5.0, and the remaining 3 are with magnitude larger than 5.0.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ability of the OBS network in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for
the detection of T-waves seems to be limited, which may be because the research area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only tectonic structure which can generate
earthquakes in the area is the Manila subduction system. Although other subduction
zones also have earthquakes,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sound waves they cannot pass
through terrain obstacles and enter the South China Sea Thus, the T-waves cannot be
received by the seismic network in this area. The topography near the stations may also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wave reception ability. We do not observe any T-wave
from the OR3-1878 seismic network and from the OR3-1746 seismic network for the
earthquakes on the northern side of Luzon Island and eastern Taiwan. In this case, the
generated T-waves may be affected by the terrain shielding effect. Such results show
that it would not be very beneficial to use the T-wave information for tsunami warning
in the offshore southwest Taiwan area. However, we found that an earthquake with a
magnitude of about 3 can generate T-waves. This result shows that the T-wave
information received in the offshore southwest Taiwan may be used to locate some
smaller magnitude earthquakes generated by the Manila subduction system.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roject is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tim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phone and seismograph data recorded by the ocean bottom
seismometers deployed offshore SW Taiwan. Analysis of seismograph in shallower
water depths shows that the main sources of noise are usually concentrated at higher
frequencies (above 20 Hz), mostly caused by man-made activities such as fishing boat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military exercises. In addition to man- made activities,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oceans off the southwest of Taiwan are affected by the activities of
seabed bottom currents at a water depth of more than 1,000 meters. It was expected that
the deep sea would have a small noise impact. Howeve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many
stations located at a depth of more than 3000 meters were characterized b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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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ble background noise. Almost all sources are caused by ship activity and
seismic shotting signals. This resul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belief that ship
activity may only affect shallower waters.
Keyword: ocean bottom seismometer、hydrophone、T-phase、soundscape

壹、前言與研究目的
地震測站通常會收到 P 波及 S 波這兩個體波，而 T 波（Tertiary Wave）則是
第三個到達的體波，其速度較慢是最晚抵達的體波，傳遞速度是 1.5 km/sec，約莫
是聲音在水裡傳遞的速度，因此可得知 T 波是由海水傳遞，再由地震儀收到訊號。
更由於它是在水層中傳遞，因此也可以很完整的被水聽器接收到。雖早在 1940 年
代就有接收到 T 波的紀錄，但當時被當作是一般的地震訊號，慢慢地對 T 波研究
越來越多，發現其是在海洋中透過深水通道(SOFAR Channel)傳遞。海洋水深 1000
公尺上下的位置是聲波的低速帶(圖一)，而這個位置大約在斜溫層的位置，當聲波
傳遞至此位置時，若以適當角度進入此低速層，即會達到全反射，所以 T 波即是
以適當角度進入 SOFAR Channel 後，達到全反射而被困在裡面傳遞，直到到達其
他介質（例如陸地）才被接收到，或開始衰減，如此也是 T 波在海中傳遞能較不
耗能，而能完整被各接收站收到的原因(圖二)。因為最好發展 SOFAR Channel 的水
深在 1000 公尺上下，所以水深達 1000 公尺以上的海域較有利 T 波傳遞，而臺灣
西南外海海域面對南海，應是一個有利 T 波傳遞的環境。

圖一、水下聲速分布圖(擷取自 Ewing and Worzel,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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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T 波成因示意圖(引用自
https://twitter.com/ChikuwaWords/status/857570653527916546)

T 波形狀近似紡錘狀，T 波的振幅漸大再漸小(圖三)，持續時間長，最長可達
數分鐘，不同波長以不同速率傳遞(Talandier and Okal, 1998)。T 波能否順利進入
SOFAR Channel 有兩個要點：1.入射角度佳 2.地形的幫助。首先是入射角度，本來
在地殼傳遞的體波進入到海洋後轉變成聲波，轉換過程的入射角度即是一個要
素，再來是地形的部分，過於平坦的地形較無法改變 T 波的入射角度，有一斜坡
較能有效幫助 T 波進入 SOFAR Channel，若地形崎嶇或是海水粗糙，T 波會與地
形發生散射而產生多個入射角，因此會增加 T 波進入 SOFAR Channel 的機會，但
同時在散射過程會消耗掉部分能量，使最終到達接收站的 T 波能量很低（Okal,
2008）。前人研究中指出 T 波主要能量集中的頻率約在 2 Hz 左右(Linehan, 1940)，
國內相關研究則指出主要能量多落在 10 Hz 內，極大比例的 T 波則是集中在 5 Hz
左右(邱育昇, 1993)，而大致的結論還是認為 T 波訊號的頻率分布範圍在 1 至 10
Hz，主要集中在 2 至 8 Hz(圖三)。

圖三、T 波波型和頻譜分布範例圖(擷取自 Jamet et al.,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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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0 至 1960 年間，由於國防軍事需要，各國展開海洋科學相關研究，在
發現此特殊波相後，便在 1950 置 1960 年間進行許多 T 波相關研究。而臺灣附近
相關 T 波研究則是在 1990 年後才開始發展，但僅侷限於部分學術論文，篇數也相
當有限。早期關於 T 波的相關研究主要著重在 T 波訊號成因的了解，以及海洋低
速度的確切位置以及速度變化所可能造成的影響。但由於觀測資料的增加，儀器
也越來越普及和先進，T 波訊號更加精確和清楚，所以後續研究轉而著重在 T 波
波相的傳遞模式和路徑，以期能利用 T 波波相進行科學技術和地震相關現象的觀
測。海底火山的活動(Sugioka et al. 2000)、水底下核子試爆(Milne, 1959; Shapira,
1981)和區域性地震活動(Talandier and Okal, 1998; Lin, 2001)等，都可能是產生 T 波
的來源。利用 T 波，太平洋範圍內的水聽器能夠檢測到很小規模（M 1.8）的地震
(Fox et al., 1995) 。Dziak et al. (2012)觀 測位 於東北 太平洋 的軸 封海山 (Axial
Seamount)地區超過 1500 米的水下噴發作用，過程中所產生的膨脹和壓縮等聲波訊
號，被兩個水聽器記錄到，並將其測量值與壓力傳感器數據進行比較。而在海底
火山活動能量較強時段，其訊號甚至可以被遠在 14000 公里的水聽器收到。除了
海底火山活動，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太平洋海洋環境實驗室（NOAA PMEL）也
獲准利用美國海軍在東北太平洋的聲音監視系統（SOSUS）水聽器陣列來從事海
洋環境相關研究。自從 1996 年 5 月以來，NOAA PMEL利用部署在海洋聲道(SOFAR
channel)內的水聽器研究 T 波訊號。而在臺灣的 T 波訊號紀錄則主要是以區域性地
震為主。
而水聽器除了能收到 T 波訊號，還可以被用在海洋聲學環境中的聲傳播、噪
聲和海底聲學特性的探測。其資料常被用來建立被動聲學數據，常被用於現代海
軍反潛作戰、海洋石油勘探、海洋生態、海洋物理運動和海洋地質調查等工作。
聲 音 是 在 水 下 最 好 的 傳 播 方 式 ， 各 種 各 樣 的 聲 音 形 成 了 一 種 水 下 “音
景”(soundscape)，聲音傳播路徑通過折射，反射和衍射而彎曲，從而根據地點，時
間和季節而產生不同的分布特性。一般水下音景主要有三種來源(圖四):生物源
(biophony;來自生物的聲音）、人工源(anthrophony;由人類活動產生的聲音）和其他
（geophony;不是來自生物或人造來源） (Pijanowski et al., 2011; Farina, 2014)。生
物源音景通常和鯨豚等魚類活動和季節性遷徙有關(Branch et al., 2007; McCauley
and Jenner, 2010)。一般魚類和無脊椎動物(如蝦子和海膽等)也會因為繁殖和餵養活
動而產生聲波記錄(Cato, 1980; Knudsen et al.,1948; McCauley, 2012; Parsons et al.,
2013)，而這種訊號通常在晚間比較容易偵測到。人工源音景來源非常廣泛，包含
震測、漁業捕撈、能源探採和各種船隻活動等(Erbe and King, 2009; Gavrilov et al.,
2007; Greene and Richardson, 1988; Erbe, 2009; Erbe et al., 2013; Wyatt, 2008; Ainslie,
2010; Erbe and McPherson, 2012)。螺旋槳的運作又通常是船隻噪音中最主要來源，
影響的頻寬相當的廣。其他的訊號來源主要則是風、洋流、沉積物運輸和降雨等
活動所造成，風的作用會造成海水表面氣泡震盪而產生聲音(Banner and Cato, 1988;
Medwin and Beaky, 1989)，而雨水作用則是因為雨滴撞擊海水面所造成(Medwin et
al., 1992; Nystuen, 1986) (圖五)。而在極地地區，冰山碰撞和震盪也會造成非常寬
頻的聲音能量分佈。過去研究則利用水聽器陣列。紀錄到南極冰山碰撞漂移的訊
號 (Chapp et al., 2005; MacAyeal et al., 2008)，利用不同訊號特性配合衛星雲圖來驗
證冰山漂移在不同階段的活動特徵。這些冰山活動所造成的聲音甚至可以被遠在
幾千英哩，位於赤道附近的水聽器陣列所收到(Gavrilov and Li, 2007; Tolstoy et al.,
2004)。
320

雖然國際上對於 T 波和水下聲景已有相當的研究。但在過去，由於欠缺相關
觀測手段，對於臺灣西南外海的 T 波型貌和水下聲景並未有任何相關報導和分析。
尤其中央氣象局與多個單位合作所建置之「地震及海嘯防災海纜觀測系統」，第 3
期海纜系統的建置作業，將前期所完成位於宜蘭外海海域觀測系統，向東南方延
續穿過耶雅瑪海脊至加瓜海脊西側，再往西穿過呂宋島弧，轉向南邊繞經恆春半
島外海至屏東枋山登陸(圖六)，規劃於 2020 年底完成。在啟用前若能對觀測系統
附近環境所接收到訊號特性有所了解，未來在資料處理上會更能掌握即時資訊。
因此本計畫將藉由過去在西南外海所佈放海底地震儀網絡上的水聽器資料，分析
臺灣西南外海所能收到的地震 T 波形貌和水下聲景特性，並探討其可能應用層面，
為之後更多的應用做鋪路。

圖四、音景主要分類和來源(擷取自 Haver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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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海洋環境噪音主要聲源頻率與聲壓位準(Wenz,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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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氣象局東部海纜觀測系統路線圖。底圖為科技部自然司海洋學門資料庫的
臺灣周圍海域海底地形圖，圖中實心綠線為 2011 年完成的第 1 期海纜路線，實心
黃線為 2017 年完成的第 2 期海纜路線，紅色虛線為正在執行的第 3 期海纜預定延
長路線。黃色圓點為現有 3 座即時地震海嘯觀測站位置，紅色圓點為第 3 期規劃
設置 6 座觀測站位置。(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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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資料與方法
在過去幾年中，由於國家能源主軸計畫的進行，在臺灣西南外海佈置過許多海
底地震儀陣列來研究海底甲烷水合物的分佈特性及海床穩定性問題，本計畫選取
三個位於不同地理位置的地震測站網(OR3-1756、OR3-1847 和 OR3-1878)，三個測
站網的所在位置地形和南海有不同方位夾角，本計畫希望藉由不同位置測站分
佈，來了解其在 T 波接收上的能力和特性，測站位置和資訊如圖六和表一。
OR3-1756 位於西南外海高屏峽谷北岸，施測時間為 2014/4/21~2014/5/21，此區域
海岸線走向與從南海來的波的波向互相垂直，地震網平均深度約 924 公尺，共有 8
顆測站; OR3-1847 地震網位置較遠離臺灣，施測時間為 2015/8/20~2015/9/2，位於
指標海脊上，並此區域海岸線走向與從南海來的波的波向互相平行，地震網平均
深度約 1269 公尺，共有 6 顆測站;OR3-1878 地震網位置位於澎湖水道旁，施測時
間為 2015/5/4~2015/5/27，地震網平均深度約 1018 公尺，其位置剛好在不同走向的
大陸邊緣上，共有 8 顆測站(圖七和表一)。這幾個臨時地震網所使用地震儀都是法
國海洋科學中心所發展的 MicrOBS Plus 型號海底地震儀（圖八）
，其具有一個三維
4.5Hz 的地動儀（geophone），主要是用來記錄地震動訊號，但同時也配備了一個
水聽器（hydrophone），可以接收聲波訊號，在計畫中，我們會同時檢視地動儀和
水聽器，以更了解 T 波的訊號特性在各個不同位置測站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圖七、本計畫所使用來分析 T 波所使用的測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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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本計畫所使用來分析 T 波所使用的測站資訊表
海底地震儀

編 經度（單位：°） 緯度（單位：°） 深度（單
號
位：m）
01 119.665117

22.521617

-815.98

02 119.649083

22.506850

-830.15

03 119.691067

22.503933

-880.96

04 119.677117

22.481600

-973.37

05 119.724383

22.505733

-966.54

06 119.710717

22.474800

-1192.1

07 119.735117

22.450350

-1256.37

08 119.713583

22.433467

-1228.86

01 119.980817

22.382350

-804.73

02 119.899550

22.253433

-1327.31

03 119.975817

22.274100

-1035.53

04 119.996533

22.316067

-927.85

05 120.048317

22.304300

-810.81

06 120.121117

22.330583

-703.89

07 120.111567

22.238683

-745.32

08 119.982283

22.136250

-1089.67

01 119.054700

22.064317

-1200.73

02 119.073017

22.062850

-1273.39

03 119.062950

22.055283

-1206.31

OR3-1878-OBS
（紀錄時間：
2015/08/20-2015/09/02）

OR3-1756-OBS
（紀錄時間：
2014/04/18-2014/05/12）

OR3-1847-OBS
（紀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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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04-2015/05/27）

04 119.084200

22.054167

-1266.12

05 119.075400

22.047433

-1367.09

06 119.067583

22.039683

-1298.21

圖八、海底地震儀構造剖面圖（Auffret et al. 2004）

本研究分析 選取三個 位於不同 地理位置 的海底地 震儀測站 網(OR3-1756、
OR3-1847 和 OR3-1878)(圖七)，以了解各項不同來源訊號頻譜特性及可能來源。
使用來分析之方法如下:
1. 從 ISC （ International Seismological Centre ） 世 界 地 震 網 目 錄
(http://www.isc.ac.uk/iscbulletin/search/catalogue/)載入海底地震儀測站網紀
錄時間內所發生規模大於 3，發震位置介於 100°E~180°E，20°S~60°N 之地
震資料;
2. 檢視地震發生時間海底地震網紀錄的時頻圖分布;
3. 檢視波型資料和時頻特性，挑選出有產生 T 波的地震事件;
4. 比對地震位置，討論不同區域地震所造成 T 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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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 位 於 不 同 地 理 位 置 的 海 底 地 震 儀 測 站 網 (OR3-1756 、 OR3-1847 和
OR3-1878)紀錄時間內，世界地震網所記錄到在選條件內的地震個數分別為 1618、
1741 和 652 個(圖九至圖十一)。我們發現儘管每個地震網紀錄時間不同，但所記錄
到地震分布情況非常類似，多數地震都是沿著海溝分布，如千葉海溝、日本海溝、
菲律賓海溝、馬里亞納海溝、東加海溝和爪哇海溝，馬尼拉海溝和琉球海溝也有
地震分布，但相對數量較少。
而本計畫採用同時檢視波型和時頻圖方法之原因在於地震波型參雜許多不同
頻率段訊號，若要從波型直接判斷訊號型態並不容易，因此本研究搭配地震資料
時頻圖分佈來做訊號判斷標準會較容易進行訊號判視。而在地震波形原始記錄與 T
波圖像的對比後，比較結果顯示出不同震源位置有不同的 T 波型態，在下面第三
章展示中會分區討論。

圖九、2014/04/18-2014/05/12 間(OR3-1756)ISC 世界地震網記錄到規模 3 以上的地
震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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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2015/05/04-2015/05/27 間(OR3-1847)ISC 世界地震網記錄到規模 3 以上的地
震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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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2015/08/20-2015/09/02 間(OR3-1878)ISC 世界地震網記錄到規模 3 以上的
地震分佈圖

而由於第 3 期海纜將前期建置位於宜蘭外海海域觀測系統，向東南方延續穿
過耶雅瑪海脊至加瓜海脊西側，再往西穿過呂宋島弧，轉向南邊繞經恆春半島外
海至屏東枋山登陸，為了瞭解臺灣西南外海不同深度海底地震儀(包含水聽器和地
震儀三軸資料)記錄到的訊號特性，我們選取三個地震網進行相關分析。其中兩個
(OR3-1878 和 OR3-1756)水深分別介於 700 至 1300 及 1100 至 1400 米(圖十二和十
三)，屬於較淺海域;另一個地震網(OR3)位於馬尼拉海溝附近，水深則較深，介於
3000 至 4200 米(圖十四)。選擇不同深度的海底地震儀網來進行分析，則是為了對
不同深度的地震儀訊號有更多了解。而使用來分析之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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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頻譜資料分析來了解海底地震儀所記錄到訊號特性;
2. 挑選高頻訊號發生時間，以了解可能來源之活動特性。

採用本方法之原因在於地震波型參雜許多不同頻率段訊號，若要從波型直接判
斷訊號型態並不容易，因此本研究搭配地震資料時頻圖分佈來做訊號判斷標準會
較容易進行訊號判視。

圖十二、OR3-1878 航次海底地震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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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OR3-1756 航次海底地震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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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OR3-2063 航次海底地震儀分布圖

參、臺灣西南外海 T 波特性研究
在分析三個地震網的資料後，發現不論是哪個地震網，記錄到有產生 T 波事件
只集中在臺灣西南至東南部海域，即馬尼拉隱沒系統相關地震活動，其他區域地
震，不論規模大小，皆沒有在臺灣西南海域測站上產生 T 波相關活動紀錄。但儘
管在 OR3-1878 地震網紀錄期間馬尼拉海溝仍有活躍的地震活動，但是卻完全沒有
T 波被海底地震儀記錄到，這可能是由於 OR3-1878 海底地震儀網位於兩大陸坡交
界處，地形變化較大，因而導致水下聲道傳遞作用複雜，抑或是因為地形屏蔽關
係影響，這些都需後續分析才能釐清。而下面則針對 OR3-1746 和 OR3-1847 有記
錄到的 T 波特性做分類及分析。

(一 ) OR3-1756 地震網所記錄到馬尼拉海溝地震 T 波特性
OR3-1756 位於西南外海高屏峽谷北岸，此區域海岸線走向與從南海來的波的
波向互相垂直。OR3-1756 地震網只收到馬尼拉海溝地震所產生的 T 波訊號，在其
東部所發生的地震皆沒有 T 波產生(圖十五)。T 波形貌皆非常相近，呈上下左右對
稱之紡錘狀波包，皆在 P 波到達後約 150 秒記錄到，能量持續約一百多秒。時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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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分布和一般 T 波類似，約在 10Hz 以下，規模較大地震則有較大能量。T 波和
地震 P 波和 S 波能量相近，兩種訊號都可以在震波圖和時頻圖上清楚地被辨識出。

(二 ) OR3-1847 地震網所記錄到地震 T 波特性
相對於 OR3-1746 地震網，OR3-1847 地震網位置較遠離臺灣，位於指標海脊
上，並此區域海岸線走向與從南海來的波的波向斜交或互相平行。OR3-1847 記錄
到的 T 波事件依地震發生位置會有所差異，以下分三個不同地震位置進行描述:
(1) 呂宋島西部地震所產生 T 波
圖十六為此區域地震所產生 T 波的範例，我們可發現 T 波能量較 P 跟 S 波大。
因此，T 波較 P 和 S 波容易被辨識出。T 波成不對稱形狀，剛到達時能量波包較大，
隨之遞減，但這樣的現象在地震較遠離臺灣時則不明顯。T 波約是在 P 波到達後
100 至 150 秒到，持續時間約 100 至 250 秒間。相對於 OR3-1746 地震網，此地震
網所收到 P 和 S 波能量會較弱的原因，也許是因為測站位置離地震較遠所致。
(2) 呂宋島北部地震所產生 T 波
位於呂宋島北邊地震所產生的 T 波能量也較 P 跟 S 波大(圖十七)。T 波成對
稱形狀，但波包有兩個較大能量波包(圖十七)，兩個波包間約間隔 30 秒，剛到達
時能量波包較大，後續的波包能量略小。T 波約是在 P 波到達後 150 秒到，持續時
間約 150 至 200 秒間。這區域地震是計畫中唯一看到較特殊兩個波包的 T 波型態。
(3) 呂宋島弧地震所產生的 T 波
在臺灣東部呂宋島弧發生之地震所產生的 T 波特性會隨地震位置有很大的差
異，比如說 2015 年 5 月 26 日規模 3.6 地震位於較淺的深度，其 T 波相對於 P 和 S
波就較不明顯;2015 年 5 月 6 日規模 3.3 地震較深，其 T 波能量則較明顯(圖十八)。
前者地震也因為深度較淺，其 T 波在 P 波抵達後約 70 秒就到了;但後者地震雖有
差不多的水平位置，但由於深度較深，T 波在 P 波抵達後約 150 秒才到。
總 結 前 述 觀 測 ， 在 ISC 的 資 料 庫 中 ， 2014/04/18-2014/05/11 、
2015/05/04-2015/05/27、2015/08/20-2015/09/02 期間，100°E-180°E、20°S-60°N 範
圍，規模 3 以上的地震當中，有 11 筆資料是明確有產生 T 波並被臺灣西南外海海
底地震儀陣列記錄到的，其中有 5 筆是 3.0≤規模<4.0，4 筆是 4.0≤規模<5.0，剩下
3 筆是≥5.0 規模，理論上當規模比較大時，所產生的 T 波比較容易被測站接收到，
但我們也發現就算是規模 3 左右的地震，也能產生 T 波，這樣的結果顯示，西南
外海所收到 T 波資訊也許可以用來定位一些馬尼拉隱沒系統所產生的較小規模地
震。由上述分析我們也發現，臺灣西南外海海底地震儀接收到 T 波的能力似乎只
侷限在馬尼拉隱沒系統相關地震，其可能是因為此研究區域位於南海內，而此區
域唯一能產生地震並產生聲波在南海傳聲帶中傳遞的只有馬尼拉隱沒帶相關地
震。其他隱沒帶雖然也有地震產生，推測因為其產生聲波無法穿過地形障礙，進
入南海，所以才無法產生 T 波，被此區域海底地震儀收到。測站分布區域地地形
分布似乎也對 T 波的接收能力有很大的影響，OR3-1878 地震網完全沒有辨識到 T
波，OR3-1756 地震網也未收到呂宋島北邊和臺灣東部地震所產生 T 波，皆有可能
是因為地形屏蔽效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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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OR3-1756 所記錄到馬尼拉隱沒帶地震所產生 T 波波形和時頻圖。右方為
地震位置圖;紅色星號為地震; 數字分別代表地震發生時間、經緯度、深度和規模。
圖左上方黑線為震波圖，兩條紅線分別為以 5 km/s 和 1 km/s 速度傳播預計的到時
時間;-1.和-2.分別代表水聽器和地動儀垂直軸資料; 顏色越接近白色表示能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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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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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OR3-1847 所記錄到呂宋島西部地震所產生 T 波波形和時頻圖。右方為地
震位置圖;黃色星號為地震; 數字分別代表地震發生時間、經緯度、深度和規模。
圖左上方黑線為震波圖，兩條紅線分別為以 5 km/s 和 1 km/s 速度傳播預計的到時
時間;-1.和-2.分別代表水聽器和地動儀垂直軸資料; 顏色越接近白色表示能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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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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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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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OR3-1847 所記錄到呂宋島北部地震所產生 T 波波形和時頻圖。右方為地
震位置圖;紅色星號為地震; 數字分別代表地震發生時間、經緯度、深度和規模。
圖左上方黑線為震波圖，兩條紅線分別為以 5 km/s 和 1 km/s 速度傳播預計的到時
時間;-1.和-2.分別代表水聽器和地動儀垂直軸資料; 顏色越接近白色表示能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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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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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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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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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OR3-1878 所記錄到呂宋島弧地震所產生 T 波波形和時頻圖。右方為地震
位置圖;紅色星號為地震; 數字分別代表地震發生時間、經緯度、深度和規模。圖
左上方黑線為震波圖，兩條紅線分別為以 5 km/s 和 1 km/s 速度傳播預計的到時時
間;-1.和-2.分別代表水聽器和地動儀垂直軸資料; 顏色越接近白色表示能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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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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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臺灣西南外海水下聲景研究
為了瞭解臺南西南外海水聽器和海底地震儀資料與海洋聲景觀相關聯，以及臺
灣西南外海自然、人為或是生物活動所可能造成水下聲景特性，並探討其可能應
用層面，我們選擇了三個海底地震儀網並將水聽器及地震儀資料繪製成時頻圖。
若我們把這些頻譜特性與前人中所提出海洋環境噪音主要聲源頻率與聲壓位
準分布(圖五)來比較，我們可以發現，臺灣西南外海海底地震儀和水聽器主要規律
性會收到的訊號為 水流訊號 (Turbulent pressure fluctuations)、地震 訊號(seismic
background)、船隻活動(ocean traffic)和不明人為活動訊號，另也有可能包含一些生
物活動(biological activity)。而來自於天氣現象(如降雨)和海洋氣泡變化的影響，則
因為都是集中在較高頻頻段(高於 100 Hz)，並無法由現今海底地震儀水聽器資料取
得相關資訊。但我們也可發現多數人造噪音則產生在頻率較高波段(10 Hz 以上)，
因此在之後的訊號判釋上，相對高頻訊號則被解釋為與人為活動有關。在後續描
述上，我們分別描述淺水和深水區域所佈放海底地震儀的水聽器和地震儀訊號頻
譜特性，並比較臺灣西南外海和臺灣東部聲景分佈的不同。
在較淺水深的地震網上，主要噪訊來源通常集中在較高頻(20 Hz 以上)，按照
經驗與過去研究成果，則應多為漁船、科學研究和軍事演練等人為活動所造成。
過去計劃分析成果顯示臺灣東部海底電纜亦會記錄到許多船隻活動訊號，但其訊
號型態非常一致，在地震波形型態上就是呈現紡錘狀樣貌，隨著船隻和地震儀距
離而改變其振幅;在時頻特性上，不同頻率能量分佈亦會隨著船隻和地震儀距離而
滑動(gliding)(圖十九)，這樣的分布不僅在水聽器上有，地震儀亦會記錄到。但臺
灣西南外海位於相同水深地震網所記錄到可能為船隻活動的型態非常多元並混亂
(如圖二十和圖二十一)，通常會有能量忽然產生後，維持一段時間，再忽然改變能
量的分佈狀況，其可能是由於漁業作業型態而產生的形貌，即漁民定點捕魚後，
視狀況啟動引擎、調整位置等所造成。時頻圖上頻率滑動(gliding)的現象較不明
顯，可能是由於船隻速度較慢因素所造成(圖二十和圖二十一)。並且不管是何種型
態的船隻活動，其不只在水聽器上有紀錄產生，地動儀垂直軸和水平兩軸上也有
相當大的振幅變化。另除了船隻活動外，震測炸測訊號(圖二十二和圖二十三)也比
臺灣東部外海所觀測到的頻繁，震測訊號通常會在地動儀垂直軸上會有較大震幅
變化，但若炸測訊號入射角較大，亦有可能在水平軸上有明顯訊號紀錄(圖二十二
和圖二十三)。而在此區域觀測到較多的人工炸測訊號，應是由於研究區域該時期
大量進行天然氣水合物研究活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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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EOS2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7/01/30 9:45 至 10:00 所記錄到船隻
活動訊號時頻圖。EHH 為水聽器;EHX、EHY 和 EHZ 分別為地震儀沿軸線和與軸
線垂直方向分量。各時頻圖最上方為測站整天的波形(黑線)和潮汐分布(藍線)。紅
色方框為時頻圖繪製所使用時段，長度為 15 分鐘

圖二十、OR3-1756 航次佈放於高屏峽谷北側 OBS3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4/04/19 21:30 至 21:45 所記錄到船隻活動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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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OR3-1756 航次佈放於高屏峽谷北側 OBS3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4/04/19 21:45 至 22:00 所記錄到船隻活動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圖二十二、OR3-1756 航次佈放於高屏峽谷北側 OBS3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4/04/19 16:00 至 16:15 所記錄到人工炸測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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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OR3-1878 航次佈放於澎湖水道西側 OBS1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5/09/04 18:00 至 18:15 所記錄到人工炸測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而西南外海所記錄到資料中，有觀測到過去相關研究較少提及的訊號，例如圖
二十四至二十八所呈現，具有拋物線軌跡的時頻特性分佈。此類訊號有時在 15 分
鐘內會連續出現幾次，每次間隔數分鐘(如圖二十四和二十五); 有時則是短時間內
只會出現一次，但是規模較大(如圖二十六)，這類訊號通常可以被多個測站同時記
錄到，表示其能量大，影響範圍廣，如圖二十六和圖二十七表示的就是在同時段、
不同測站所記錄到的訊號。另外，我們可以發現此類訊號在水聽器上的能量較大，
地動儀雖然有被影響到，但有時候訊號並不明顯，所以推測是來自水層訊號。另
一方面，其訊號能量分佈頻率都在 10 Hz 以上，應是人為活動所造成。臺灣西南外
海一直以來為重要軍事演練靶區(如圖二十八)，因此推測此類訊號可能與軍事演練
所投擲之裝置有關，對於頻率隨時間變化再更深入分析應可獲得更多資訊。最後，
在檢視西南外海淺海部分後，發現還是有許多無法判釋出來源的較高頻(人為活動)
訊號(如圖二十九和圖三十)，這樣的訊號同樣多是在水聽器上有較明顯的能量變
化，地動儀上通常垂直軸紀錄會較明顯，這些來源也都需要再釐清。除了人為活
動外，時頻圖較低頻波段紀錄通常是跟大自然活動有關。再檢視這些水深約在 1
千多米的測站資料後，我們發現底流影響所造成海底地震儀的震盪也是一個嚴重
影響海底地震儀記錄品質的因素。過去在珀斯峽谷（Perth Canyon）研究分析結果
顯示，若把水聽器所收到時頻能量跟底流速率(黑線)比對，可發現底流影響的確是
在頻率小於 5 Hz 左右頻率段(圖三十一)(Erbe et al., 2015;2016)，與我們在西南外海
測站分析結果類似(如圖三十二至圖三十五)。圖三十二至圖三十六都顯示在水聽器
低於 5 Hz 的波段會有較強的訊號產生，應都是底流造成的影響。不過，雖同是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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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作用，我們可發現在地動儀上的表現其實不盡相同。在高屏峽谷北邊所佈放深
度約在大於 1 千米的測站，在底流通過時，地動儀會呈現倍頻顫震的型態，影響
頻率非常寬，從非常低頻到數十 Hz，但主要能量會集中在 10 Hz 左右(如圖三十二
和圖三十三)，這表示當底流通過海底地震儀附近時，首先會因為水流造成水壓改
變被水聽器在較低頻頻段接收到，同時也會引起地動儀在較高頻的震盪。我們所
分析西南外海深度約在 1 千米左右的測站此效應接非常明顯，型態也約略一致。
但我們發現當海底地震儀深度較淺，在本研究中約是八百至九百米深度時，地動
儀的震盪型態會是在較高頻有較大能量(如圖三十三至圖三十六):約在 10 Hz 以上
有能量分佈，但在較高頻段(約 20 Hz)有較大能量產生，這樣的型態在地動儀產生
的能量非常的大，為一重要地動儀噪訊來源。我們也可由一整天波型分佈確認這
樣的作用是有底流造成，及這些影響通常會造成很大振幅的波型變化，而這些變
化與潮汐作用似乎有很明顯的對應關係，通常會在半潮面時，此類的潮流作用會
最明顯。而也證實在臺灣西南外海，潮流作用可以影響到一千米以上的深度。而
除了水深之外，海底地震儀所在底質也會影響地動儀反應，圖三十七顯示在船隻
經過測站附近後，地動儀出現震動而在時頻特性上有所改變，可能是由較不穩定
地質所造成的。

圖二十四、OR3-1756 航次佈放於高屏峽谷北側 OBS3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4/04/27 07:45 至 08:00 所記錄到類似軍事演習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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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OR3-1878 航次佈放於澎湖水道西側 OBS4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5/09/04 10:15 至 10:30 所記錄到類似軍事演習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圖二十六、OR3-1878 航次佈放於澎湖水道西側 OBS5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5/08/22 18:30 至 18:45 所記錄到類似軍事演習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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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OR3-1878 航次佈放於澎湖水道西側 OBS7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5/08/22 18:30 至 18:45 所記錄到類似軍事演習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圖二十八、軍事演習作業區域範例圖。資料來源: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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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OR3-1878 航次佈放於澎湖水道西側 OBS2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5/08/22 12:15 至 12:30 所記錄到不明人為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圖三十、OR3-1878 航次佈放於澎湖水道西側 OBS5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5/08/27 06:15 至 06:30 所記錄到不明人為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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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澳大利亞州珀斯峽谷（Perth Canyon）附近的水聽器資料時頻分佈與底
流速率比較圖(Erbe et al., 2015)

圖三十二、OR3-1756 航次佈放於高屏峽谷北側 OBS3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4/04/26 04:30 至 04:45 所記錄到底流影響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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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OR3-1756 航次佈放於高屏峽谷北側 OBS3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4/04/28 17:15 至 17:30 所記錄到底流影響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圖三十四、OR3-1878 航次佈放於澎湖水道西側 OBS5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5/08/27 06:15 至 06:30 所記錄到底流影響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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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OR3-1878 航次佈放於澎湖水道西側 OBS3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5/08/26 23:00 至 23:15 所記錄到底流影響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圖三十六、OR3-1878 航次佈放於澎湖水道西側 OBS3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5/08/28 11:00 至 11:15 所記錄到底流影響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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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OR3-1878 航次佈放於澎湖水道西側 OBS1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5/09/03 10:00 至 10:15 所記錄到船隻活動後地震儀受影響而震動時頻圖。其他
圖說同圖十九

原本預期深海底地震儀(深於 3000 米)的資料分析結果會有較小的噪訊影響，
但發現在部分測站，可能由於地形的關係，部分測站，例如 OBS1、OBS4、OBS6
和 OBS7 都有較大的背景噪訊(圖十四)，OBS3 最安靜，幾乎背景噪訊較大測站都
是位於海溝槽中心，這可能造成較大的能量聚集，而這些噪訊的來源幾乎都是船
隻活動(圖三十八)，偶爾可能觀察到其他類型高頻訊號(如圖三十九)或是炸測訊號
(圖四十)，這樣的結果和傳統認為船隻活動只會影響較淺海域的認知並不相同，深
海聲景其還是深受人為活動影響。而和淺水海底地震儀分析結果最大差異在於佈
於深水區域海底地震儀並無觀察到任何底流影響海底地震儀而造成儀器震盪的效
應。另外，由於佈放於水深較深海底地震儀是佈放於馬尼拉海溝，所以地震訊號
較佈放於淺水的多。圖四十一呈現的是在西南外海常常會看到的高頻倍頻訊號，
由於主要能量還是在水聽器上較大，應是由水層傳播所造成的訊號結果，其機制
在過去有被認為可能是炸魚活動(不規律的炸測訊號)或是海浪狀及地形高區所產
生，但目前都尚無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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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OR3-2063 航次佈放於馬尼拉海溝 OBS1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8/06/07 20:00 至 20:15 所記錄到船隻和地震活動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
九

圖三十九、OR3-2063 航次佈放於馬尼拉海溝 OBS1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8/06/14 13:30 至 13:45 所記錄到地震活動和未知人工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
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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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OR3-2063 航次佈放於馬尼拉海溝 OBS3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8/06/22 13:30 至 13:45 所記錄到地震活動和炸測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
九

圖四十一、OR3-2063 航次佈放於馬尼拉海溝 OBS1 測站水聽器和地震儀三軸在
2018/06/06 21:30 至 21:45 所記錄到高頻倍頻訊號時頻圖。其他圖說同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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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和建議
水聽器主要用於海洋環境中的聲傳播、噪聲和聲學特性的探測，常被用來建立
被動聲學數據，並應用在海洋石油勘探、生態、物理運動和地質調查等工作。而
地震測站通常會收到 P 波及 S 波這兩個體波， T 波則是第三個到達的體波，如海
底火山活動、地震以及水下試爆等都會形成 T 波，由於 T 波是藉由水下傳聲道傳
播，在水聽器上也有明顯紀錄。早在 1940 年左右就有 T 波相關研究，其形貌會因
地區差異而不太一樣。但在過去，由於欠缺相關觀測手段，對於臺灣西南外海的 T
波型貌和水下聲景並未有任何相關研究。本計畫藉由位於臺灣西南外海三個位於
不同地理位置的地震測站網(OR3-1756、OR3-1847 和 OR3-1878) 水聽器資料，分
析臺灣西南外海所能收到的地震 T 波形貌和水下聲景特性，並探討其可能應用層
面，三個測站網的所在位置地形和南海有不同方位夾角，可以探討其在 T 波接收
上的能力和特性。
在分析三個地震網的資料後，發現不論是哪個地震網，記錄到有產生 T 波事件
只集中在臺灣西南至東南部海域，即馬尼拉隱沒系統相關地震活動，其他區域地
震，不論規模大小，皆沒有在臺灣西南海域測站上產生 T 波相關活動紀錄。因此
在 ISC 的 資 料 庫 中 ， 2014/04/18-2014/05/11 、 2015/05/04-2015/05/27 、
2015/08/20-2015/09/02 期間，100°E-180°E、20°S-60°N 範圍，規模 3 以上的地震當
中，只有 11 筆資料是明確有產生 T 波並被臺灣西南外海海底地震儀陣列記錄到
的，其中有 5 筆是 3.0≤規模<4.0，4 筆是 4.0≤規模<5.0，剩下 3 筆是≥5.0 規模。由
上述分析我們發現，臺灣西南外海海底地震儀接收到 T 波的能力似乎只侷限在馬
尼拉隱沒系統相關地震，其可能是因為此研究區域位於南海內，而此區域唯一能
產生地震並產生聲波在南海傳聲帶中傳遞的只有馬尼拉隱沒帶相關地震。其他隱
沒帶雖然也有地震產生，推測因為其產生聲波無法穿過地形障礙，進入南海，所
以才無法產生 T 波，被此區域海底地震儀收到。測站分布區域地地形分布似乎也
對 T波的接收能力有很大的影響，OR3-1878 地震網完全沒有辨識到 T 波，OR3-1746
地震網也未收到呂宋島北邊和臺灣東部地震所產生 T 波，皆有可能是因為地形屏
蔽效應所影響。這樣的結果顯示，若要使用臺灣西南外海電纜所接收 T 波訊息做
海嘯預警工作效益可能只對於馬尼拉海溝產生地震會有較大效益。但是我們從分
析結果中也發現就算是規模 3 左右的地震，也能產生 T 波，這樣的結果顯示，西
南外海所收到 T 波資訊也許可以用來定位一些馬尼拉隱沒系統所產生的較小規模
地震。
另一方面，為了瞭解更多佈放在臺灣西南外海海底地震儀水聽器和地動儀所記
錄到的訊號特性，本計畫第二部份工作集中在海底地震儀水聽器和地動儀資料的
時頻特性分析，希望建立臺灣西南外海的水下“聲景”(soundscape)數據，來了解
不同頻段背景聲景分佈，以及其和周遭環境可能有的相互關係。由於資料的採樣
率為 100 Hz，在做時頻轉換後，只能得到最高至 50 Hz 的能量時頻變化。由於來
自於天氣現象(如降雨)和海洋表面波浪造成氣泡效應的影響都是集中在較高頻頻
段(高於 100 Hz)，因此地震儀水聽器並無法解析相關活動訊號。在臺灣西南外海佈
放在較淺水深的地震儀資料分析顯示，主要噪訊來源通常集中在較高頻(20 Hz 以
上)，多為漁船、科學研究和軍事演練等人為活動所造成。頻率較過去計劃所分析
臺灣東部海底電纜所記錄到的人為活動訊號高出許多，並型態也較多元和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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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會有能量忽然產生後，維持一段時間，再忽然改變能量的分佈狀況，其可能
是由於漁業作業型態而產生的形貌。並且不管是何種型態的船隻活動，其不只在
水聽器上有紀錄產生，地動儀垂直軸和水平兩軸上也有相當大的振幅變化，可能
和臺灣西南外海海床底質特性有關。除了人為活動外，本研究亦發現，臺灣西南
外海在水深淺於一千多米還是都會受到海床底流活動影響，其主要特性是在水聽
器低於 5 Hz 的波段會有較強的訊號產生，不過，雖同是底流作用，可發現在不同
地動儀上的表現其實不盡相同。在高屏峽谷北邊所佈放深度約在大於 1 千米的測
站，在底流通過時，地動儀會呈現倍頻顫震的型態，影響頻率非常寬，從非常低
頻到數十 Hz，但主要能量會集中在 10 Hz 左右。但當海底地震儀深度較淺(約是八
百至九百米深度)，地動儀的震盪型態會是在較高頻有較大能量，約在 10 Hz 以上
有能量分佈，但在較高頻段(約 20 Hz)有較大能量產生，這樣的型態在地動儀產生
的能量非常的大，為一重要地動儀噪訊來源。而這些變化與潮汐作用似乎有很明
顯的對應關係，通常在半潮面時，此類的潮流作用會最明顯。而也證實在臺灣西
南外海，潮流作用可以影響到一千米以上的深度。原本預期深海會有較小的噪訊
影響，但分析佈放於西南外海水深超過西南外海 3000 米的海底地震儀資料結果顯
示，可能由於地形的關係，大部分測站還是有相當大的背景噪訊，而這些噪訊的
來源幾乎都是船隻活動，偶爾有其他類型高頻或是炸測訊號，這樣的結果和傳統
認為船隻活動只會影響較淺海域的認知並不相同，深海聲景其還是深受人為活動
影響。而和淺水海底地震儀分析結果最大差異在於佈於深水區域海底地震儀並無
觀察到任何底流影響海底地震儀而造成儀器震盪的效應。
本計畫成果對於臺灣西南外海海底地震儀陣列所能記錄到地震 T 波型態做分
類，讓我們能知道其具有的限制，及其可能之應用。建議未來可以利用一些 T 波
來定位未被世界地震網收錄之地震，了解其在定位微震部分有可能的效益，或是
特殊 T 波波相可能產生的機制。而本計畫對於臺灣西南外海海底地震儀和水聽器
所記錄到訊號特性的分析結果，讓我們對於未來第三期海底電纜可能收到的訊號
有了基本的了解，有助於未來海纜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建議未來可聯合海底
地震儀和海底電纜觀測，增加臺灣西南外海觀測資料，並可共同分析水下聲景變
化，或許可以更了解人為活動在臺灣西南海域造成的影響評估，對於水下環境有
更多的了解，也可以評估電纜受到擾動的情況，了解電纜作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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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臺灣海域地震與海嘯觀測之相關研究
子計畫四
用單位海嘯方法建立琉球隱沒帶海嘯預警系統
陳伯飛 蘇柏立
國立中央大學

摘要
臺灣東北外海的琉球海溝北起日本九州南止宜蘭外海，為菲律賓海板塊與歐
亞大陸板塊的邊界，以隱沒的方式吸收兩板塊間每年約 10 公分的速率以西北東南
方向聚合，聚合速率往南遞增，隱沒角度到了近臺灣外海也有變陡的現象。發生
在琉球海溝的板塊間地震有可能對臺灣造成海嘯災害的潛勢，本研究的目的在針
對琉球海溝的海嘯地震到臺灣的海嘯浪高建立預警系統，我們以將琉球海溝區域
劃分 76 個 1 度長寬的單位海嘯，並採用 COMCOT 套件計算每個單位海嘯傳遞到
臺灣 32 個潮位站的波形紀錄，儲存為資料庫。當琉球海溝地震發生造成海底地形
的垂直變化時，我們便可依地形變化大小作為所對應的單位海嘯位置的倍數，線
性疊加各潮位站的合成海嘯波，作為預警之用。

壹、前言
臺灣東北的琉球海溝北起日本九州南止宜蘭外海，為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
陸板塊的邊界，菲律賓海板塊沿著琉球海溝以每年約 10 公分的速率向西北隱沒，
速率由九州到宜蘭遞增(圖一)。由於引發大規模海嘯災難的地震通常是發生在隱沒
板塊邊界的大型地震(mega-earthquake)，琉球海溝亦不例外，是發生海嘯地震的可
能潛在區域，歷史紀錄 1771 年的時候曾在宮垣島(Yaeyama)記錄到高達 30 公尺的
海嘯浪高(Ando et al., 2018)，雖然此海嘯的成因隱沒帶板塊間逆衝地震(Mw 8.0;
Nakamura, 2009)或板塊內地震所引起的海底山崩(Goto et al., 2010)所造成的仍有爭
議，但都說明了琉球海溝地震所引發海嘯災害的潛能。本研究目的在針對琉球海
溝所發生的海嘯地震對臺灣的海嘯災害，建立一個海嘯預警系統。
為有效建立海嘯預警系統，必須在地震發生後迅速的預測所產生海嘯波到各
地的時間與浪高。模擬海嘯波的傳遞有三個步驟:起始波高、海嘯在大洋中的傳播、
近岸溯上。起始波高可由地震所造成的海床的垂直變形作為條件，這一部分，地
震參數(經度、緯度、深度、地震局張量)可由 W phase 的反演求得(Kanamori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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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a, 2008)，再由斷層面在彈性空間半無限體的錯動的計算公式得到地表的地形
起伏(Okada,1985)。在大洋中傳播的部分，是模擬中最耗時的，本研究利用單位海
嘯的方式事先計算，再將結果建成資料庫，作為海嘯預警使用。我們的目的是在
建立海嘯波溯岸之前的浪高，所以近岸溯上的非線性效果不再考慮之內，我們可
以將單位海嘯的浪高乘上地震所造成海底的垂直變形大小，線性疊加得到合成的
海嘯浪高作為預警的依據。類似的工作已針對馬尼拉海溝建立海嘯預警系統(Chen
et al., 2012)。

貳、研究目的及意義
琉球海溝所發生的板塊間大型地震具有對臺灣造成海嘯災害的潛勢，在期中
報告中，我們已分析了琉球海溝過去地震能量釋放的型態，我們選取 GCMT 目錄
內經度 120°至 140°，北緯 20°至 36°深度小於 80 公里的地震，根據斷層面上錯動
方向的傾伏角(rake angle)，分為逆衝斷層事件與正斷層、走向滑移斷層兩類。此兩
類事件的空間分布，得到的結果顯示板塊間逆衝斷層地震能量釋放總和並不顯
著，主要在島弧北段，說明低地震耦合。在南段近臺灣外海處，地震能量則以左
移走向滑移斷層的方式釋放。我們採用最近出版更新至 2016 年的 ISC-EHB 目錄，
此目錄使用深度相位提供約 50 年高精準度的地震分布資料，幫助描繪隱沒板塊的
形貌。另外，藉由地震分布與海溝型貌的控制，Slab2 提供了完整描述全球三維隱
沒板塊幾何的模型。我們結合此兩種資料，將琉球海溝分成四個區域，做出剖面
圖，用以估計每一個區域隱沒板塊的幾何(包括上下板塊間隱沒傾角的轉折變化與
轉折深度)。得到琉球隱沒板塊大致在深度 50、60 公里深處可觀測到隱沒板塊一明
顯的轉折，轉折以下的角度琉球島弧中間區域較為平緩(約 33 度)，琉球島弧兩端
區域隱沒板塊的轉折角度則較為陡峭(約 57 度)。轉折深度以上的等深線則是由轉
折深度至海溝位置的連線，經此估計出琉球隱沒板塊在 50 公里以上的隱沒角度，
約為 15 度，可視為板塊間逆衝地震斷層面的略估傾角(圖二)。
臺灣外海的海溝部份，在經度 123 度以西，地震活動頻繁，對臺灣海嘯災害
具有一定的威脅，我們過去針對此地區斷層上面特定規模地震隨機破裂模型所產
生各地的最高海嘯。我們用三維作圖選擇適當角度呈現區域 I 的地震分布，我們發
現隱沒板塊地震在經度 123 度以西角度突然變陡，使得隱沒板塊等深線的擬合有
一定的誤差，我們以深度 50 公里的參考線來評估隱沒角度變化的深度，在三維立
體圖之下，可以看出大致的角度變化(圖二)。本研究目的在針對琉球海溝所發生的
海嘯地震對臺灣的海嘯災害，建立一個海嘯預警系統。

參、研究方法
我們選取東經 177 到 136 度，北緯 17 到 35 度的範圍，以一分精度的海底地
形資料(Amante and Eakins, 2009)作為海嘯模擬的區域(圖三)。並在垂直琉球海溝方
向約 7、8 百公里的範圍內，視為琉球海溝板塊間地震所造成海底地形起伏的可能
影響範圍，在這範圍內以 1 度長寬的正方形的格點作為單位海嘯的大小，共有九
列十四欄，每列的欄位數不同，在七到十一之間，我們依第 m 欄第 n 列的單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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嘯予以 f_m_n 的編號(例如 f_01_02 為第一欄第二列的單位海嘯)，以此所需要計算
的單位海嘯個數為 76 個(圖三)。我們在每一個單位海嘯的位置，給予一公尺大小
的起始浪高，並採用 Cornell Multigrid Coupled Tsunami Model (COMCOT; Liu et
al.,1998)，COMCOT 是用有限差分的方法計算海嘯的傳播，在本研究的情況，我
們求解笛卡爾(Cartesian)座標系統下線性的淺水波方程(linear shallow water wave
equations)，邊界條件是全反射在海陸邊界，全放射在圖形邊界。圖四及圖五分別
是 f_01_02 與 f_09_05 單位海嘯模擬傳播的結果，以 30 分鐘的間隔快照。
我們依據氣象局現有的潮位站分佈設立 32 個虛擬測站，用來記錄 76 個單位
海嘯所模擬的浪高，虛擬測站的位置必須在海水的部分(必要時微調測站格點)，表
一是測站的中英文名稱、經緯度與水深(圖六)。f_01_02 與 f_09_05 單位海嘯模擬
傳播記錄在虛擬潮位站的結果，我們同時決定每個單位海嘯到各個潮位站的到
時，是由浪高超過紀錄時間內最高與最低的浪差的千分之一的時間來判定(圖七)。
我們總共計算了 76 個單位海嘯的傳播，每一個單位海嘯有 32 個虛擬測站的紀錄，
我們將 76 乘 32 總共 2432 的紀錄建立成資料庫作為琉球海溝海嘯地震發生時，到
臺灣 32 個潮位站的海嘯預警依據。
海嘯波模擬套件進行計算，計算海嘯波傳遞時間為 5 小時，並選定氣象局 32
個潮位站地點(圖六)，紀錄每個單位海嘯所造成的浪高紀錄，依單位海嘯位置由左
而右、由下而上進行編號，將 76 個單位海嘯的波型紀錄儲存為單位海嘯資料庫，
做為日後海嘯地震發生時，各個潮位站海嘯浪高的計算與預警。

肆、具體成果
在建立單位海嘯資料庫之後，我們設立兩個規模為 9.0 的虛擬地震(A 和 B)來
測試一般模擬與單位海嘯方法的差別，A 地震參數 Strike、Dip、Rake 分別為 45
度、20 度、負 90 度，經度、緯度、深度分別為 128 度、25 度、10 公里; B 地震參
數 Strike、Dip、Rake 分別為 270 度、20 度、負 90 度，經度、緯度、深度分別為
124 度、23 度、10 公里(圖八)。第一種方法由 Okada (1985)公式計算地震 A 與地震
B 的地形起伏，然後運用 COMCOT 程序計算海嘯傳播得到 32 個潮位站的海嘯浪
高，第二種方法將地形起伏換算成對應位置單位海嘯的平均高度(圖九)，然後將平
均高度乘上單位海嘯資料庫中對應單位海嘯的浪高資料再做線性疊加，同樣可以
得到 32 個潮位站的海嘯浪高。比較兩種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基本上到 32 個潮位
站的浪高是一致的(圖十)，然單位海嘯的方法只需疊加資料庫的紀錄，不需模擬海
嘯的傳遞，大大節省預警的時間。本計畫所建立的單位海嘯資料庫將可對琉球海
溝所發生海嘯地震所引起的海嘯，快速計算臺灣 32 個潮位站的海嘯浪高，達到預
警的效果。

結論與建議
琉球海溝為範圍廣大(北緯 22 到 31 度)的海溝系統，若要涵蓋琉球海溝分部所
有可能地震的預警，單位海嘯須包含海溝的範圍，若是選用太小的單位海嘯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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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海嘯的個數將太多，本計畫初步採用一度大小的單位海嘯建立資料庫，亦即對
海底地形起伏的解析度也是一度的範圍，經測試規模 9 的地震，此解析能力是足
以得到與海嘯模擬一致的結果。但是若地震規模較小，海底地形起伏在空間中的
變化較大，則需要較小較多的單位海嘯來解析地形的變化，可以視為未來擴充單
位海嘯資料庫的方式。另外計算時間需要包括距離最遠的單位海嘯傳遞到臺灣所
需的時間，加上臺灣海峽水深較淺，海嘯的行進較慢，也要包括傳遞到臺灣西岸
中部所需的時間，所以我們使用 5 小時地傳遞時間，每隔 30 秒紀錄一次，來建立
本計畫的單位海嘯資料庫，這也增加了建立時期先期計算所需耗費的時間。
本計畫建立了 76 個單位海嘯的資料庫，涵蓋大部分琉球海溝的區域，但如果
地震太大、或是位置關係，皆可能使地震所造成的海底地形起伏在我們計算的單
位海嘯之外，下一步我們將補足單位海嘯範圍左上角的海域部分的建立。另外，
臺灣東岸近岸海域的地形變化也會貢獻到海嘯的生成，這區域也是我們下一步補
足單位海嘯涵蓋範圍所需計算的。本計畫建立了琉球海溝區域單位海嘯資料庫，
若要達到實際預警的作用，須把圖形介面的應用程式建立完成，也是下一步要努
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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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32 個虛擬潮位站的中英文、經緯度及水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經度

馬祖

Matsu

119.94

26.16

5.00

麟山鼻

Linshanbi

121.51

25.28

30.00

淡水

Danshuei

121.40

25.18

9.00

竹圍

Jhuwei

121.24

25.12

2.00

新竹

Hsinchu

120.91

24.85

11.00

外埔

Waipu

120.77

24.65

6.00

金門

Kinmen

118.43

24.41

7.00

臺中港

TaichungPort

120.53

24.288

2.00

芳苑

Fan-Yuan

120.30

23.91

2.00

箔子寮

Bozihliao

120.14

23.62

4.00

澎湖

Penghu

119.57

23.56

1.00

東石

Dongshih

120.14

23.44

3.00

將軍

Jiangjyun

120.10

23.22

1.00

安平

Anping

120.16

22.97

3.00

永安

Yong-an

120.20

22.82

10.00

高雄港

Kaohsiung

120.29

22.61

7.00

東港

Donggang

120.44

22.46

6.00

小琉球

SiaoLiouciou

120.38

22.35

42.00

嘉和

Jiahe

22.32

6.00

蟳廣嘴

Syunguangzuei

120.71

21.99

21.00

後壁湖

Houbihu

120.75

21.95

12.00

蘭嶼

Lanyu

121.50

22.06

888.00

大武

Dawu

120.90

22.34

8.00

綠島

Lyudao

121.46

22.66

388.00

富岡

Fugang

121.19

22.79

10.00

1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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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度

格點水深(m)

成功

Chenggong

121.38

23.09

9.00

石梯

Shihti

121.51

23.49

63.00

花蓮

Hualien

121.62

23.98

4.00

蘇澳

Su-ao

121.87

24.59

17.00

梗枋

Gengfang

121.86

24.91

27.00

龍洞

Longdong

121.95

25.12

69.00

基隆

Keelung

121.74

25.16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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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圖一）琉球島弧與海底地形圖(ETOPO1, Amante and Eakins, 2009)，菲律賓海板
塊沿著琉球海溝往西北隱沒到歐亞大陸板塊底下，吸收兩板塊間每年約 80mm 西
北東南向的聚合。紅色三角形為第四紀火山的位置(Smithsonian Institution Global
Volcanism Program (Siebert and Simkin, 2002))

(圖二)左圖：A 跟 B 是根據隱沒板塊 20 公里等深線擬合出來的小圓中心，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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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I 和區域 II、III、IV，紅線劃分區域的範圍，藍線則為各區域投影的剖面。右
圖四個區域海底地形地震分布與 Slab2 投影的結果，並寫出隱沒板塊上部與下部的
傾角與角度轉折深度。

(圖三)上圖範圍為 1 分格點的地形資料作為海嘯模擬計算的範圍，黑色正方形為每
一個單位海嘯的大小，為涵蓋琉球海溝的幾何，每一列的單位海嘯個數因海溝形
貌而異，介於 7 到 11 之間，總共有 76 個。下圖為單位海嘯起始浪高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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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第一欄第二列(f_01_02)的單位海嘯隨著時間的傳播以 30 分鐘間隔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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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第九欄第五列(f_09_05)的單位海嘯隨著時間的傳播以 30 分鐘間隔快照。

374

(圖六)氣象局 32 個潮位站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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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之一)f_01_02 單位海嘯的傳播在 32 個潮位站的紀錄，紅色直線為預測到時，
時間寫在每一個小圖的右上角。

376

(圖七之二) f_09_05 單位海嘯的傳播在 32 個潮位站的紀錄，紅色直線為預測到時，
時間寫在每一個小圖的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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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虛擬地震 A 跟 B 的地震參數與地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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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上圖為虛擬地震 A 所造成的垂直向海底地形起伏(左圖)與對應單位海嘯位置
的平均起伏(右圖)，下圖為虛擬地震 B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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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之一)虛擬地震 A 產生的海嘯到 32 個潮位站的浪高紀錄，黑線為一般方法模
擬海嘯傳播所得到的結果，藍線為單位海嘯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可以看出兩種方
法的結果一致，紅色直線為各潮位站所預測的海嘯到時，時間列於每個小圖的右
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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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之二)虛擬地震 B 產生的海嘯到 32 個潮位站的浪高紀錄，黑線為一般方法模
擬海嘯傳播所得到的結果，藍線為單位海嘯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可以看出兩種方
法的結果一致，紅色直線為各潮位站所預測的海嘯到時，時間列於每個小圖的右
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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