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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06花蓮地震緊急科學調查及省思

張文彥1,2、顏君毅1,2、孫維芳1,2、郭陳澔3、劉瑩三2

張有和1,2、林祥偉2、郁靜慧2、吳柏霖2、管卓康3、劉耀宏1

1.國立東華大學院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
2.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3.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一、前言
2018年2月6日23:50:42.6 在花蓮縣近海發生芮氏規模6.0的

淺層地震，最大震度7。我在宿舍床上被震醒，驚覺比平常更大
振幅的搖晃，隨即網路社群媒體開始有很迅速的留言-“統帥飯
店倒了”，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許健智
副主任，請他協助安排研究人員一早抵花蓮進行結構物的勘災，
同時請顏君毅老師組織團隊準備早上的地表調查後，聯繫花蓮
縣消防局王永杰科長，即開車赴縣府府災害應變中心，沿路消
防車警笛聲已清晰可聽見。

一路上，想著這輩子註定與地震及災害相關工作可謂形影
不離；在國科會（現為科技部）負責地科業務遇上了921集集大
地震，國家實驗研究院合聘服務時則是美濃地震和海研五號的
沉船意外，2015年回到東華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專任，如今
卻又碰上0206的花蓮災害型地震，但過去也累積了一些經驗，
應該妥為規劃後續緊急科學調查研究工作，為災害留下最完整
的資訊，作為基礎研究及防震減災相關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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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蓮地區活動斷層及歷史災害型地震

臺灣位於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大陸板塊的碰撞帶上，地震
活動頻繁；特別在花蓮地區為地震發生次數最高的區域。花蓮
地區的活動斷層包括米崙斷層、嶺頂斷層、瑞穗斷層、奇美斷
層和玉里斷層等五條（如圖1）；百年來主要的災害型地震以
1951花東縱谷地震系列共產生4次規模大於7.0的地震及1986花
蓮地震（如圖2），同時造成中和華陽市場坍塌及臺北市復興南
路裕台大樓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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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灣活動斷層分布圖
(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2. 台灣百年災害地震分布圖
(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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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科技部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的支持下，成立了
臺灣地震模型組織（Taiwan Earthquake Model, TEM），也成為
世界地震模型基金會（Global Earthquake Model Foundation, 

GEM）的會員；其整合了國內地震科學、地震工程及社會科學
等領域為目標，結合活動斷層調查以及歷史地震共同探討地震
活動機率，考量強地動衰減特性並評估各地區之地震危害度。
在2015年所公布的第一版臺灣地震危害度分布圖中，未來30年
臺灣孕震構造之發震機率圖顯示：東臺灣地區發生規模大於6.5

及6.7均達34%，僅次於南臺灣；而發生規模大於7.0則達20%，
為全臺之冠，花蓮地區長期研究顯示屬於地震災害高潛勢地區，
對於孕震帶構造的了解及防震減災工作更顯得重要。(如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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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未來30年台灣孕震構造之
發震機率圖（Taiwan 

Earthquake Model,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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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0206花蓮地震緊急科學調查

環境學院自民國101年8月籌設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並
於民國102年9月正式揭牌成立；主要任務是整合臺灣地震前兆
觀測，做長期有系統的評估及分析和作為臺灣東部重要的地震
研究基地，其功能包括：「區域地震資料中心」、「地震前兆
觀測研究」、「地震預警區域中心」、「地震防災教育」等。
(如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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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之功能



05

校園環境中心通訊 2018 年 第 53 期

圖5. 2月4~7日主餘震分布
(中央氣象局)

圖6. 2月4~7日主餘震深度剖面
上的分布（中央氣象局）

0206花蓮地震發生，東部地震研究中心更是責無旁貸；臺灣
東部地震研究中心隨即赴花蓮縣政府災害應變中心，蒐集所有情
資緊急聯繫國家地震工程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及東華大
學組織勘災調查團隊，於2月7日一早展開全面調查量測工作。環
境學院與地震、地質、防災相關的教師研究團隊（包括臺灣東部
地震中心張文彥教授研究室、顏君毅副教授研究室，中央與地方
防救災情資整合管理研究計畫劉瑩三教授研究室、張有和副教授
研究室及東華大學防災研究中心林祥偉副教授研究室等），均於
地震發生後立即啟動相關的地震資料分析、地表調查、災害地區
無人航空載具UAV拍攝、GPS連續站同震變形資料彙整、花蓮地
震序列雷達差分干涉圖、布設臨時觀測網監測餘震及地震即時監
測等工作，連夜彙整調查初步報告，於2月8日上午將所得的第一
手結果上傳至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及花蓮縣災害應變中心，俾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地方政府參考使用，並公開於網站提供下載
參考。

整理調查紀錄及彙整的資料簡要說明如下：

1.地震資料分析
藉由東部地震研究中心、中央氣象局及國家地震工程中心的

地震資料收集及彙整，包括主餘震震央分佈與剖面、地震時序、
主震前後地震分佈。



06

校園環境中心通訊 2018 年 第 53 期

2.地質地表調查

民國107年2月6日花蓮地震係沿著米崙斷層及附近發生災害，
研究團隊沿著美崙斷層由北而南進行地表調查，並擴及花蓮大橋、
台11線北側鹽寮、193線道北側月眉、台八線中橫公路東側及台9線
蘇花公路南側等地區。

圖7. 花蓮地震規模及個數時間序列
（中央氣象局）

圖8.花蓮地區地震站所測量
的最大地動加速度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圖9.

(1) 現場地表地質調查位置圖
(2) 花蓮大橋的左移破壞
(3) 七星潭大橋橋墩的破壞
(4) 校長訪視了解美崙校區地表破裂及變形(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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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災害地區無人航空載具UAV拍攝

為了提供受災地區空照及三維圖資，研究團隊以無人航空載具
UAV對美崙校區、統帥飯店、雲門翠堤大樓、國盛六街白金雙星大
樓及花蓮大橋進行拍攝。

圖10. (1) 坍塌破壞後統帥飯店的UAV影像
(2) 東華大學提供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雲門翠堤大樓UAV影像

(1) (2)

4. GPS監測網連續站同震變形資料彙整

應用東華大學GPS監測網，對民國107年2月6日23時40分至24時
00分進行連續站同震變形分析。

圖11. 東華大學於米崙斷層的GPS觀測網所
觀測的同震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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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花蓮地震序列雷達差分干涉圖

由東部地震研究中心顏君毅副主任與科技部駐法大使協調歐洲
太空總署(ESA)，使用Sentinel-1B衛星拍攝地震後的影像，讓這次地
震能擁有Sentinel-1A和Sentinel-1B的影像進行分析。並在東部地震
研究中心、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與太空遙測研究中心、以及義
大利國家研究委員會(CNR)的聯合努力之下，提供這次花蓮地震同
震時的地表變形分析結果。

圖12. 利用雷達衛星影像差分干涉所獲得的地表變形分布情形

6.布設臨時觀測網監測餘震

為了要瞭解及監測民國107年2月6日花蓮地震的餘震，東華大
學地震研究中心與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及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
所共同布設70站臨時觀測網，監測餘震並蒐集完整密集震波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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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1) 東部地震研究中心與中央大學地科系及中研院地科所緊急建置臨時地震觀測網
(2) 臨時地震觀測網包括縱谷北段70站、中段40站、南段64站及外海投放5顆海底地震儀

(1) (2)

7.地震即時監測

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利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即時傳輸地震
網，隨時觀測及收集地震資料，並隨時待命彙整，提供即時資訊，
並向採訪媒體說明監測現況。

圖14. 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即時展示系統向媒體說明地震監測及相關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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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思及未來工作

花蓮地震再度凸顯地震高潛勢地區，產生近斷層的破壞以及老
舊結構物的問題；特別是老舊私有建築物及軟弱層的問題；這次造
成倒塌的大樓均屬於軟弱層的老舊結構物，政府應建立私有公用老
舊建物的補強規範及工法並以鼓勵措施或強制力，尤其住商混合具
一定規模以上的建築，非經確認耐震能力足夠者，建議不得供公眾
使用。

本次花蓮地震結構物的破壞均屬於近斷層，承受較大的地動加
速度或地表變形。通常低矮樓層對高頻的訊號影響較大，高樓層則
受長週期震波影響較大；如南北向的震波的震波主頻約在0.9秒，所
以8-12層高樓會有較大的振幅搖晃，加上具有軟弱層的老舊結構物，
更易使得大樓產生坍塌。(如圖15)

圖15. 倒塌結構物的分布與地震波的頻譜分析（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經歷此次的災害型地震，花蓮屬於地震高潛勢地區，斷層活動
性也高；位在米崙斷層經過，花蓮市人口相對密集的市區，僅有兩
個即時傳輸地震觀測站（國震中心、氣象局各一站），除了對場址
效應即時最大地動加速度對結構物的影響，以及強震及後續餘震的
監測，均顯得不足！未來工作應加強爭取或強化重點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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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時地震固定觀測站的密度不足，應爭取增加即時站密度
花東縱谷全長約180km，氣象局及中央研究院的永久寬頻測站

也僅有10站，在地震高潛勢地區，對於地震的即時掌控及分析，應
增加強震站及寬頻站之密度及即時傳輸功能。

2. 斷層錯動後續應啟動緊急整合型的科研調查
此次米崙斷層錯動已明顯出露地表，藉由啟動整合各種地球物

理方法的調查，例如：震測、槽溝開挖、高解析地電阻測勘、雷達
差分干涉、密集地震及GPS監測等，了解孕震帶構造的特性，斷層
明確的地下位態及範圍，需從災害中獲得寶貴的進一步了解，對未
來斷層的影響和災害評估，提供更準確的資訊，以因應下一次的大
地震所需要的防震減災準備。

3. 強化區域地震研究中心的儀器設備及科研人力能量
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為區域研究中心，以爭取研究計畫得以

營運，在研究設備的強化，專案高級研究人力的聘用等，均需有所
大幅提升，以因應災害的準備。對於大型災害型地震，特別考量交
通中斷的可能，不可能長期仰賴西部或北部的儀器裝備，應建立自
主儀器及調查人力能量。區域自主防減災能力之建立及落實大學社
會責任，在地價值，均是未來應該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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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的午後，我正準備收回上午拿出去曬的枕頭。突然一陣清
脆婉轉從宿舍中庭傳來，凝神細看、只知道不是尋常如麻雀家燕，
便以躡手躡腳之姿快速衝回寢室取出相機，按下電源、取下鏡頭蓋、
躲到牆後……接下來的5分鐘我跟隨著鳥兒的跳躍，從不同的三個
角度、拍下近百張照片。

待鳥兒飛走後，我回到寢室查找這是哪一種鳥類。從校園環境
中心的資料得知，我拍到的是烏頭翁、是臺灣特有種，這是繼在集
賢館側門與人社二館認識的白面白鶺鴒後，又一種來東華後認識的
鳥類。

將假日的5分鐘用於看一隻鳥兒跳躍鳴唱，不知怎的、這令我
感到十分富足。

烏頭翁

文、照片 陳佳敬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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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氏變色蜥移除：

時間：民國107年4月12日（週四）7:00-9:00 

地點：舊K書中心旁邊的停車場

服裝要求：請穿著雨鞋或慢跑鞋

• 兩棲爬蟲類夜間觀察：

時間：民國107年4月16日（週一）晚上 7:00 - 9:00 

地點：晚上7:00 於環境學院B158

所需裝備：請自備手電筒，建議穿著長褲、雨鞋

• 校園鳥類繫放調查活動：

時間：民國107年4月17日（週二）至107年4月19日（週四）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B333實驗室

備註：請記得準備遮陽、防曬、防蚊、飲用水的裝備。若遇

下大雨，則直接取消，再約。

此活動僅限本中心本學期服務學習參與者．

校園環境中心通訊 2018 年 第 5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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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出刊之中心通訊增闢環境議題投稿專欄，讓您說說與環境

相關的故事或經驗。無論是知識傳閱、環境議題評議、述說所見所

聞，或野望、綠色影展或攝影作品賞析，亦或小品自然書寫、自然

地圖等皆非常歡迎。

稿件刊登交由校園環境中心老師們審議後決定，並將視情況修

改來稿。請勿一稿多投。投稿作品一經刊登，視同授權本中心於註

明姓名、來源狀況下於非營利使用，版權屬校園環境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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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網址：http://www.cce.ndhu.edu.tw/bin/home.php

通訊徵稿

2. 稿件若為文字檔，請以word檔寄送，以便修改。若圖文併陳，

請提供原始圖片檔(格式：.jpg)予本中心。

校園環境中心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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