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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內容：
震源過程分析與強地動模擬在地震物理及危害分析上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而
高精度的三維震源過程逆推與三維震波傳遞的模擬在這個議題中更是扮演著舉足輕重
的角色。在台灣地區中，近年來最受矚目的是 1999 年 9 月 21 日 ML=7.3 之集集大地震，
雖然這個地震為台灣帶來莫大的生命與財產上的損失，卻也提供了地震學者一個絕佳的
機會來重新檢視大規模地震的震源與波傳行為。本研究結合平行化三維波傳有限差分法
與並列線性逆推技術來分析九二一地震所記錄到之龐大而複雜資訊，接近完整地還原了
地震發生時的震源與強地動過程，有助於釐清各區域的強震生成過程。其成果使九二一
地震於保存密集而高品質的地震記錄資料外，亦成為世界上少數成功結合高精度三維震
源與路徑效應來詳細分析大尺度強地動過程的災害性地震。
透過並列線性逆推技術所求得之高精度震源逆推結果指出，921 集集地震的震源總錯
動持續時間接近 60 秒，其破裂過程不論在靜態或動態上均極為複雜；靜態破裂分析指出，
主要錯動發生在深度 10 公里以上的斷層淺部，最大錯動量 15.8 公尺位在斷層北端轉折
區，並向下延伸至 15 公里深處，此極大錯動區屬於同一發生機制而非獨立事件；動態破
裂分析中更可明顯看出，斷層面上南北兩端有著截然不同的破裂行為，南端由滑移速率
小但次數較多之重複滑移所構成，錯動持續時間長達 30 秒，而北端極大破裂區之破裂行
為主要由滑移速率極高、持續時間僅 10 秒之單一錯動所支配。與過去的 921 地震震源研
究做比較，本研究於靜態破裂分佈的解析能力有很大的提升，即使就細部的動態破裂過
程來看，此次的分析確實發現許多過去所無法完整呈現的現象。這些高精度的靜態、動
態破裂過程，對於後續震源物理與強地動預估等相關研究將可提供更為詳盡的訊息。
結合高解析度破裂過程與平行化三維波傳技術，本研究成功重建了 921 地震所造成
的強烈震動過程。結果指出，車籠埔斷層所產生之地震波動於不同的區域有截然不同的
特性與生成過程。複雜的震源破裂行為、斷層面幾何模式與傳播路徑上的速度側向變化
等均造成震波隨震央距離有不同的衰減與震動特性。由於車籠埔斷層的低角度逆衝特
性，強震動區域明顯集中在斷層上磐，特別是斷層北端之豐原-石岡附近，其下方
Aspersity 所釋放出的強烈振動能量為震源不均質性最直接而明顯的影響。斷層北方新竹
-苗栗一帶受到震源過程中破裂朝北傳播的影響，沿破裂傳播方向上有明顯的 Directivity
效應，造成強烈的地表振動。而在斷層西部的台中-彰化一帶，雖然座落於下磐區，卻
由於三維速度模型中淺層低速區的作用，普遍出現表面波震幅放大現象。至於嘉義以南
的區域，其位處在震源破裂方向的相反處，震波建設性累積的效應無法產生，故震動相
對較弱。震波於中央山脈中，受到車籠埔斷層面逆衝滑移特性的影響能量快速衰減，但
向東進入海岸山脈後，由於近地表速度梯度的急遽變化而產生些微放大。整體而言，集
集地震發生後於各地區之強地動的發生行為與過程主要仍是受到強大的震源效應所支
配。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指出，結合強地動觀測資料、震源過程研究、精細的三維速度
構造與數值模擬技術將是於未來實現強地動預估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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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震源過程分析與強地動模擬在地震物理及危害分析上已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議題，而高精度的三維震源過程逆推與三維震波傳遞的模擬在這個
議題中更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台灣地區中，近年來最受矚目的是
1999 年 9 月 21 日 ML=7.3 之集集大地震，雖然這個地震為台灣帶來莫大的
生命與財產上的損失，卻也提供了地震學者一個絕佳的機會來重新檢視大
規模地震的震源與波傳行為。
在震源過程方面，兩年多來關於 921 的震源研究皆以單一斷層面或具
轉折之組合式斷層模型來近似車籠埔斷層(Ma et al., 2001; Zeng et al., 2001;
Wu et al., 2001; Chi et al., 2001)。然而近來的研究結果顯示，車籠埔斷層面
並非以簡單的幾何形狀能加以解釋(Wang et al., 2000)，過於單純化的斷層
模型於近場資料的逆推過程中勢必會造成解釋上的誤判(Lee et al, 2002)，
甚而影響後續研究的結果。再者，於分析過程中格林函數的計算過去皆基
於一維速度模型(Ma et al., 2001; Wu et al., 2001; Chi et al., 2001)或修正之
1.5 維速度模型(Zeng et al., 2001)，在測站的選用上需接近震源區來避免引
入過多的波傳路徑效應，但卻因而限制住了較遠測站提供震源訊息上的可
能性。即便是在近震源區域，三維方向上的側向速度變化，特別是在造山
帶之變形前緣，其對格林函數計算時的影響仍不可忽略。基於以上的原
因，本研究期以一個較為接近真實地質情況的三維車籠埔斷層趨勢面作為
斷層模型，並利用三維波傳的技術計算斷層面上各子斷層之三維格林函
數，由於對各方向上的三維波傳特性有較詳盡的考量，在此於測站的選擇
上有較大的彈性，利用 921 密集的強震資料，將可對 921 的震源破裂過程
作較為詳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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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強地動模擬的議題上，三維震波傳遞的模擬逐漸扮演關鍵性
的角色。過去關於震波路徑效應的研究，基於數值能力與計算時間上的考
量，大部分以一維與二維為主，然而台灣是一個新生代的島嶼，地質活動
頻繁且複雜，於速度構造中自然存在很大的側向變化，這些三維方向的變
化所產生的現象若僅以一維或二維的結果很難加以全盤瞭解，由此更凸顯
出我們迫切需要考量三維震波傳遞以分析三維速度側向變化對波傳與強
地動的影響程度。此外，具意義之強地動均是由大規模地震所導致，而大
規模地震所反應之震源是非常複雜的，並非以簡單點震源或均勻破裂模式
可以加以解釋。基於此原因，研究中將以有限斷層模擬的結果結合三維震
波傳遞，藉著錯動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中逐次引發來計算三維空間中的彈
性波波場傳遞行為。
近年來由於計算機的快速發展，我們能夠有機會以個人電腦叢集的架
構實現高速計算的目的，進而解決計算量龐大且複雜的地球物理問題。本
研究之主要目的，於計算地震學方面，藉由個人電腦叢集的強大運算能力
發展高效能三維有限差分平行計算程式，並藉此評估以電腦叢集達成複雜
地球物理問題高速計算之可行性。於地震物理上，運用前述之成果計算車
籠埔斷層面上各子斷層之三維格林函數，以重新分析 921 集集地震震源過
程。最後結合三維波傳的技術與前述震源過程分析結果，回溯 921 集集地
震於三維空間中之強地動歷時過程，以期能更進一步達成預估強地動的最
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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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文範疇與內容
研究中各章節的內容簡介如下:
第二章首先針對台灣地區三維震波傳遞之數值模擬進行分析。於研究
方法中將介紹三維有限差分法波動方程式、雙力偶震源輻射型態的引入、
低頻大尺度模型中的吸收邊界條件、利用標準化 MPI 平行語言進行程式之
平行化以及建構 PC Cluster 高速平行計算環境等。在台灣地區三維速度模
型的選擇上，將分別對 Rau et al.(1995) 以及 Ma et al.(1996)兩者利用
Tomography 的技術所得到之三維速度模型進行分析。最後以選定之模型進
行一系列的研究，包括震波於各個方向上的三維效應，探討不同位置之點
震源在三維速度場中所造成的 PGA(Peak Ground Motion)分佈情形。
第三章將利用前述三維波傳的技術配合車籠埔斷層三維趨勢面進行
921 集集地震震源過程高度精化之逆推。內容包括三維格林函數的計算、
三維斷層趨勢面之決定、逆推方法介紹、及逆推結果討論等。研究中將考
慮 Single time-window 與 multiple time-window，使震源時間函數能充分反
應大地震可能的複雜震源過程，藉由其逆推結果，將可對 921 集集地震震
源過程之時間-空間分佈有更進一步之瞭解。
第四章將結合前面兩個章節的結果，包括車籠埔斷層於 921 地震發生
時錯動量在空間中隨時間的變化及將此變化結合三維震波傳遞，進行 921
集集地震三維空間中之強地動過程回溯以及地表震度分佈數值模擬。此一
研究將可以對 921 地震的震源過程與路徑效應作詳盡的追蹤與研判，分析
造成地表強烈地動的主要因素。
第五章結論，對各章節中所使用的方法與結果進行討論，探討可能產
生的誤差及改進空間，最後提出未來研究的發展方向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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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地區三維震波傳遞之數值模擬
2.1 摘要
本研究利用有限差分法發展三維波傳平行化程式，以模擬台灣地區之
三維震波傳遞過程。透過電腦叢集與平行語言 MPI 的架構實現高效能計算
的目標，在已知的三維速度數值模型限制下現階段可模擬頻率達 0.5Hz 之
合成彈性波。研究中將比較 Rau and Wu(1995)以及 Ma et al.(1996)利用
Tomograpy 的技術逆推所得之台灣地區三維速度模型，就三維震波傳遞的
目的進行一系列的測試。研究結果顯示，震波於台灣區域中有相當顯著的
三維側向變化之波傳效應，特別是在震波走時、後續反射波相及表面波的
形成等，於各方位上均有明顯的不同，這些轉變我們以往並無法在半空間
均質模型、層狀一維模型與二維模型中加以模擬。此外研究中亦進行
PGA(Peak Ground Acceleration)模擬，藉由對初始速度型態震源時間函數進
行微分，可將其轉變為加速度型態來模擬加速度場的波傳行為。研究中以
1999 年 9 月 21 日集集地震、1999 年 10 月 22 日嘉義地震與 1994 年 6 月
05 日南澳地震為對象。結果指出，PGA 的分佈主要受到震源位置、震源
區域附近之速度構造、震源輻射型態及局部地區之三維速度構造變化等因
素所影響；同樣的結果，在半空間均質模型中我們無法看到這些側向速度
場變化對 PGA 所造成的影響。利用 MPI 進行程式平行化與電腦叢集架構
平行計算環境進行複雜地球物理問題高速計算的技術已經達到成熟階
段，下一個目標將以 921 地震為例進行三維震源與波傳模擬，以期能更進
一步達成預估強地動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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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有限差分法(Finite-Difference Method)
基本原理
有限差分法是以數值方法來解偏微分方程的數值技術。由於波傳方程中
出現兩次微分，故下面我們分別討論一次及二次導函數之有限差分法近似表
示式：
(ㄧ) ㄧ次導函數
函數 f (t ) 之一次導函數可表示成
f ( x + ∆x ) − f ( x )
d
f (t ) = lim
∆x → 0
dx
∆x

（2.1）

當 x → 0 時，可寫成
f ( x + ∆x ) − f ( x )
d
f (t ) ~
∆x
dx

（2.2）

當已知 f ( x, ∆x ) ， f (x ) 和 ∆x 時，便可推算出 dxd f (x ) 之近似值。
若 f ( x , z, t ) 及 dxd f ( x, z , t ) 是單一且連續之函數，則 f ( x + ∆x , z, t ) 可依泰勒
展開式寫成
f ( x + ∆x, z , t ) =

∞

∆x ∂f n

∑ ( n ! ) ∂x
n =0

n

( x, z , t )

（2.3）

及
f ( x − ∆x , z, t ) =

∞

∆x

∑ ( n ! )(−1)

n =0

n

∂f n
( x, z, t )
∂x n

（2.4）

由以上二式考量 Second-Order 近似，對於 ∂∂fx 我們可得三種近似法：
1. 前差分法 (Forward-difference approximation)
由(2-3)式中，當 x → 0 時，略去高次項可得：
f ( x + ∆x , z , t ) − f ( x , z , t )
d
f ( x, z , t ) =
dx
∆x
5

（2.5）

2. 後差分法(Backward-difference approximation)
由(2-4)式中，當 x → 0 時，略去高次項可得：
f ( x , z , t ) − f ( x − ∆x , z , t )
d
f ( x, z, t ) =
dx
∆x

（2.6）

3. 中間差分法(Central-difference approximation)
當 x → 0 時，結合(2-3)和(2-4)式，並略去高次項可得：
f ( x + ∆x, z, t ) − f ( x − ∆x, z , t )
d
f ( x, z, t ) =
dx
2 ∆x

（2.7）

將二維空間沿著 x 軸及 z 軸以 ∆x 和 ∆z 之間隔分成格點，而時間軸則
以 ∆t 分 隔 ， 如 此 時 間 座 標 系 中 任 一 點 ( x, z , t ) 對 於 格 點 面 可 寫 成
( m∆x, n∆y , p∆t ) ，或簡寫成 ( m, n, p ) 。
對於格點 ( m∆x, n∆y , p∆t ) ，(2-5)、(2-6)和(2-7)三式可寫成：
∂f
f ( m + 1, n, p ) − f ( m, n, p )
( m, n , p ) =
∂x
∆x

（2.8）

∂f
f ( m, n, p ) − f ( m − 1, n, p )
( m, n , p ) =
∂x
∆x

（2.9）

∂f
f (m + 1, n, p ) − f ( m − 1, n, p)
( m , n, p ) =
∂x
2 ∆x

（2.10）

同理亦可推出 f ( x , z, t ) 對 z 和 t 的一次導函數之差分近似計算公式。
(二) 二次導函數
由一次導函數之定差法公式，我們可推得二次導函數之差分近似計算
公式，以 f ( x , z, t ) 的二次微分為例說明如下：
∂2 f
∂ ∂f
( x, z , t ) =
( ( x, z, t ))
∂x 2
∂x ∂x
 f ( m + 1, n, p ) − f ( m, n, p ) 


∆x

=

∂
∂x

=

f ( m, n, p ) − f ( m − 1, n, p) 
1  f ( m + 1, n, p ) − f ( m, n, p )
−

∆x 
∆x
∆x

=

1
[ f ( m + 1, n, p ) − 2 f ( m, n, p ) + f (m − 1, n, p )]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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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同理可得
∂2 f
1
[ f (m + 1, n + 1, p) − f (m + 1, n − 1, p)
( m, n, p ) =
4 ∆x∆z
∂x∂z
− f ( m − 1, n + 1, p ) + f (m − 1, n − 1, p )

(2.12)

]

∂2 f
1
[ f (m, n + 1, p ) − 2 f (m, n, p ) + f (m, n − 1, p )]
2 ( m, n, p ) =
∂z
∆z 2

(2.13)

波動方程有限差分表示式
於二維空間(x,z)的座標中，SH 波之運動方程式如下：
ρ

∂ 2u
∂
∂u
∂
∂u
=
(µ ) +
(µ )
∂t 2
∂x
∂x
∂x
∂z

（2.14）

式中， µ 為 Lame 常數， ρ 為介質密度， u 表介質中質點沿垂直 x-z 平面之
位移。假設均勻介質中， µ 及 ρ 不隨時間而改變，為位置變化之常數，故
(2-14)可寫為
ρ

∂ 2u
∂ 2u ∂ 2u
=
µ
(
+
)
∂t 2
∂x 2 ∂z 2

（2.15）

設 Vs 為 SH 波之速度，其大小為

Vs =

µ
ρ

（2.16）

將中間差分法表示法(2-7)、(2-10)式代入(2-15) 式中可得：

u ( m, n, p + 1) = Au ( m, n, p ) − u ( m, n, p − 1) + Bu ( m − 1, n, p )
+ Bu ( m + 1, n, p ) + Cu ( m, n − 1, p ) + Cu ( m, n + 1, p )
其中
V ∆t
V ∆t
A = 2 1 − ( s ) 2 − ( s )2 

∆x
∆z 
B =(

Vs ∆t 2
)
∆x

C =(

Vs ∆t 2
)
∆z

（2.17）

上式中，p 所代表的為時間。由等號兩邊我們可以看出，若已知整個空
間中前面兩個時間之波場分佈，便可藉此推算其後續時間之波場分佈情
形。計 算 格 點 分 佈 如 圖 2.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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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

△x

x

t
△z

(m-1,n-1,p)

(m,n-1,p)

t

(m+1,n-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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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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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n,p)

(m,n,p+1)
(m-1,n+1,p)

(m,n+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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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二維空間(x,z)的座標中，SH 波之運動方程式於計算時之格點分布示
意圖。(摘自 Ma, 1987）

在三維空間中，彈性波之波動方程式如下：

∂σ xx ∂σ xy ∂σ xz
,
+
+
∂z
∂y
∂x
∂σ yz ∂σ yy ∂σ yz
,
+
+
ρuy =
∂x
∂y
∂z
∂σ xz ∂σ yz ∂σ zz
.
+
+
ρuz =
∂y
∂z
∂x

σ xx =

ρux =

ux
∂x

,σ

yy

=

uy
∂y

, σ zz =

uz
∂z

,

1  u x u y 
+
,
2  ∂y ∂x 
1  u y u z 
= 
+
,
2  ∂z ∂y 
1 ux uz 
.
= 
+

2  ∂z ∂x 

σ xy =

其中

σ

yz

σ xz

（2.18）
其轉換成 Second-Order 差分表示式之過程與二維的情況相同，於此不再贅
述 。 基 於 研 究 目 的 與 計 算 上 的 考 量 ， 我 們 採 用 Second-order
finite-difference，此種方式可以提供我們足夠之波場解析能力且最經濟
的數值計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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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條件
理論上波會無限向外擴展，但在實際的數值計算中，由於計算機的容
量有限，因此需要有人為的邊界，但這些邊界於波形的計算時會產生假的
反射訊號對真實訊號造成污染。為了減少此種反射，於低頻、大尺度有限
差分模擬的應用條件下，我們採用兩種方法進行處理，其一為 Engquist and
Majda(1977)年所提出的 A2 Absorbing Boundary Condition，
1
4
A2 : vk z / ϖ = 1 − (vk x / ϖ ) 2 + 0( vk x / ϖ ),
2

（2.19）

另一個為 Carjan et.al (1985)所發表的 Non-reflecting Boundary Condition，
exp( − a (d − x ) 2 ), x < d ; exp( −a ( Lx − d − x ) 2 ), x > Lx − d ;

2
2
exp( − a (d − y ) ), y < d ; exp( − a( L y − d − y ) ), y > L y − d ;
w( x, y, z ) = 
2
exp( − a ( L z − d − z ) ), z > Lz − d ;

1
, elsewhere


其中

（2.20）

a:吸收係數
d:衰減區域寬度
Lx, Ly, Lz: x、y、z 方向之總格點數

前者透過入射的關係降低反射能量，後者則在吸收區域內使波場持續
做指數衰減，因此在本程式中於邊界問題的處理上屬於複合式吸收邊界。
圖 2.2 為吸收邊界條件之測試結果。測試之相關參數設定：格點寬度
dh=0.5 km；計算時間間隔 dt=0.04 sec；震源型態為 explosion source，其主
要頻率 f0=0.5 Hz；速度模型假設半空間均質模型，P 波速度 6.0km/s2；於
X、Y、Z 方向上之總格點數分別是 NX=200、NY=200、NZ=100。測試中
以每間隔 4 秒繪出自由表面與通過震源且平行 X 軸的垂直剖面之瞬時波
場，分析震波能量於各邊界上之傳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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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加入任何吸收邊界條件時，於邊界上會產生許多反射波而干擾了原
本 之 前 進 波 形 ( 圖 2.2a) ； 於 模 型 前 後 左 右 與 底 部 加 入 Non-reflecting
Boundary Condition，其中吸收區域設定為 30 個格點，計算結果可以看到，
由於吸收區域太窄能量無法完全衰減，因此反射波前仍然明顯(圖 2.2b)，
若僅單純使用 Non-reflecting Boundary Condition，則需要相當大的吸收寬
度方能使反射能量完全消失，且因額外增加了許多原本模型以外的邊界格
點，計算時間也相對增長。單純考慮 A2 吸收邊界條件(圖 2.2c)，人為邊界
反射的情況大量降低，但仍可以看出些許反射能量產生，特別是在模型自
由表面與前後左右邊界的交界線上。最後結合 A2 與非反射吸收邊界(圖
2.2d)，人為之反射波幾乎消失，留下之波形近乎等於未考慮人為邊界之波
形。
雖然結合 A2 與 Non-reflecting Boundary Condition 可以使邊界上的反射
減少到完美的狀態，然而計算時間相對之下也增加了許多。各種邊界條件
下完成測試所需時間分別為：無吸收邊界 2 分 14.50 秒；A2 吸收邊界 2 分
49.40 秒；Non-reflecting 吸收邊界 3 分 43.08 秒；複合式吸收邊界 4 分 14.87
秒。在低頻、大尺度的應用中，由測試結果得知無法以單一種型態之吸收
邊界條件將反射能量進行完整吸收，而結合 A2 與 Non-reflecting Boundary
Condition 於計算時間上雖然較長，但可以於增加最少額外邊界格點下達到
可以接受之反射能量吸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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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4 sec

4 sec

8sec

8sec

12sec

12sec

16sec

16sec

(c)

(d)
4 sec

4 sec

8sec

8sec

12sec

12sec

16sec

16sec

Model Settings -Profile View

dh=0.5 km, dt=0.04 sec, f0=0.5Hz

Map View

x=200 ngd, y=200 ngd, z=100 ngd
Snapshot interval : 4 sec
Source type : explosion source
Velocity model : half space Vp=6.0 km/s 2

圖 2.2 吸收邊界條件測試。(a) 無吸收邊界； (b) Non-reflect ing 吸收邊界；
(c) A2 吸收邊界； (d) 複合式吸收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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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源與震源機制
在 Source 的處理上，我們採用 moment tensor 的概念將 9 個 moment
tensor density 放入震源區附近之 3x3x3 格點中，於不同的震源機制下便
可定義出 double-couple 的震源特性。九個 moment tensor 定義如式
(2.21)，其中 Mo 是地震矩(Seismic moment)、 φ f 為走向(Strike)、 λ 為滑移
角(Rake)、δ 為傾角(Dip)；圖 2.3 為其於空間中的相對應位置。以 strike-slip
source 為例，於 moment tensor 所對應的為 M12 與 M21，其餘七個 force couple
的分量為 0，經過 finite-difference 計算後我們便可得到 strike-slip source 於
空間中的位移情形(圖 2.4)。不同於 explosion source 可以很清楚看到 P 波
與 S 波波前產生。
M 11 = − M o (sin δ cos λ sin 2φ f + sin 2δ sin λ sin 2 φ f )
M 22 = M o (sin δ cos λ sin 2φ f − sin 2δ sin λ cos 2 φ f )
M 33 = M o (sin 2δ sin λ ) = −(M 11 + M 22 )
M 12 = M 21 = M o (sin δ cos λ cos 2φ f + 12 sin 2δ sin λ sin 2φ f )
M 13 = M 31 = − M o (cos δ cos λ cos φ f + cos 2δ sin λ sin φ f )
M 23 = M 32 = − M o (cos δ cos λ sin φ f − cos 2δ sin λ cosφ f ).

（2.21）
在 moment scaling 的問題上，引用關係式(Modern global seismology, P339)：
1
R P M (t − r / α ),
3
4πρrα
1
U SV (r , t ) =
R SV M (t − r / β ),
3
4πρrβ
1
U SH (r , t ) =
R SH M (t − r / β )
4πρrβ 3
U P (r , t ) =

（2.22）
上式分別為 P、SV 與 SH wave 的情況，右邊是對於單位的確認。
以 strike-slip 為例，考慮圖 2.3 中之點(3,2,2)，此點的方位是位在 P 波的 nodal
plane 上，因此理論上此位移量因該為 SH 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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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就正中心之震央位置來看,此方向的位移(垂直徑向)確實為 SH
波，所以可以直接引用式(2.22)中對 SH 波部分之定義。式中已知的是
2

2

USH(r,t),也就是程式中所定義的震源時間函數 exp(-pi*a *t )。要求得相映的
moment，必須要對上式做積分，經移項後便可以獲得 Mo。
1
R SH M (t − r / β )
3
4πρrβ
∞
∞
1
⇒ ∫ U SH (r , t )dt =
R SH ∫ M (t − r / β )dt
3
−∞
−∞
4πρrβ

U SH (r , t ) =

（2.23）

∞

⇒ 4πρrβ 3 ∫ U SH (r , t )dt = M 0
−∞

∴ 4 ⋅ 3.14159 ⋅ 2.8 ⋅ (5 x10 4 ) ⋅ (27 x1015 ) ⋅ (2 / 3) = M 0
⇒ M 0 = 3.167 x10 22 [dyne − cm]

假定 S 波速度 VS=3 km/s，密度ρ= 2.8 g/cm3，網格寬度 dh=0.5 km，
22

震源主頻 f0=0.5，由計算結果得知 M0=3.167*10 [dyne-cm]。所以若假設
所給定的單位位移量是公分的話，所計算出來的 moment 便是 dyne-cm。
當然初始給定單位位移量亦可以假設是公尺，那麼所計算出來的合成波其
振幅單位便是公尺。關於 USH(r,t)之積分方法詳列於下：
In the source time function : U SH (r , t ) = exp( −π ⋅ a 2 ⋅ t 2 )
∞

∞

∞

set I = ∫ e −at dt = ∫ e −ax dx = ∫ e −ay dy
2

−∞

∞

−∞

I =∫ e
2

− ax 2

−∞

⇒ I2 = ∫

2π
0

∫

∞

dx ⋅ ∫ e
−∞

∞
0

−∞

− ay 2

dy = ∫

∞

−∞

∫

∞

−∞

∞

2

∴ ∫ exp(−π ⋅ a 2 ⋅ t 2 )dt =
−∞

2

e − ax dxdy
2

e − ar rdrdθ = 2π ∫ e −ar ⋅ 12 dr 2

2 ∞
π
= π  −a1 e −ar  =
0 
a


∞

2

2

0

∴I =

π
a

π
1
1
1
=
=
=b=
.
2
2
2
π ⋅a
a
(1 / b)
3 f0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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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將 Moment tensor density 放入震源區附近之 3x3x3 格點中，於不
同的震源機制下可定義出 double-couple 的震源特性。

圖 2.4

450 之 Strike-slip source (M12 與 M21)於均質半空間中隨時間的波傳
情形。右圖為剖面所在位置示意圖。

14

2.2.2 PC Cluster 與標準化 MPI 平行語言
由於整個台灣地區三維速度數值模型所宣告之矩陣非常龐大，加上三
維波傳之計算具相當之複雜度，此計算量由單一工作站僅可完成約台灣中
西部範圍的區域，但藉由電腦叢集與平行計算的技術，可將模擬整個台灣
時所需宣告的矩陣與計算量均分到參與計算的個別電腦節點上，達成高效
能數值計算的目的。在此一過程中，我們採用標準化 Message Passing 平行
語言-MPI (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進行程式的平行化，使程式能於 4 計
算節點(8 CPUs)中執行，如此不但可以解決單一工作站記憶體不足的問
題，並可大幅提昇程式的執行效率。

個人電腦叢集(PC Cluster)
個人電腦效能提高到目前已算是相當快速，對一個執行大程式的程式
設計師而言，無不想找出最快的程式執行效率，而當個人電腦叢集(PC
Cluster)的概念被提出之後，大型的程式設計紛紛採用這種方式以提高效
能。雖然每個 PC 的計算效率相較於超級電腦低了許多，但是 PC 群組的
整體效能卻能比擬超級電腦甚至超越。許多實際的例子已告訴我們採用 PC
Cluster 所創造的效能成本比(Performance/Cost Ratio)高過大型電腦許多。實
際上平行計算已經發展多年，而近年來也因為 PC Cluster 成本低，效能漸
漸可以比過大電腦，於是大量被運用在學術界。本研究的平行計算環境(圖
2.5)是由 4 部工作站所組成，每部工作站均具兩個 AMD AthlonMP 1800+
處理器與 2GB 主記憶體，屬於 SMP (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的電腦架
構，此架構於平行計算應用上可減少將近一倍的網路傳輸時間。在作業系
統上採用 Linux (RedHat 7.3, Kernel 2.4.18-3smp)，因其有較多網路資源與
較大的彈性供管理者建構所需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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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 MPI (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平行語言
在平行介面上，當前主要有 MPI 與 PVM 兩個標準介面，於科學計算
應用上，近年來 MPI 有逐漸取代 PVM 的趨勢。MPI 標準不但能夠在許多
大型平台使用，也可用在 PC Cluster 上，所以相信不久應用會更加廣泛。
MPI 是第一個標準化的 Message Passing 平行語言，可以使用在 Fortran、
C、C++ 等語言撰寫的程式上。MPI 平行程式可以在分散式記憶體平行系
統上執行，也可以在共用記憶體 cluster 平行系統(SMP)上執行。根據 MPI
標準制訂的完成版很多，常用的 MPI 完成版有美國 Argonne 國家實驗室的
MPICH 和愛荷華超級電腦中心的 LAN/MPI。本研究於平行介面的選擇上
採用 MPICH 最新版本 v1.2.2.2，配合 Linux PC Cluster 結合成為效能強大
而平價的平行計算環境。

2.2.3 三維速度模型於平行計算中之設定
平行計算於科學數值模擬的應用上，以本研究為例，利用物理定律和數學方
程式描述地震波在地表下三維空間中的傳遞現象，藉由 finite-difference method 將
每個格點於不同時間之粒子振動情形計算出來，由於此計算工作非常繁雜，在大
尺度的情形下單一工作站不論在計算速度與記憶體存量上均無法負荷。若要將此
計算工作平行於多台電腦中，最簡單的方式是對空間切割成數個區塊，每個區塊
交由一個處理器，然後個別處理器以相同的數學式子、相同的計算方式將該區的
粒子運動算出，最後於切割邊界上進行資料交換完成一個 time-step 的計算循環。
研究中以(120.0E, 21.85N)為座標原點，以 0.5km 為網格寬度，分別向北、
向東及向下延伸 770、420 與 112 個格點建立三維速度數值模型 (圖 2.6a)。於程
式中我們運用 MPI 將不同深度之計算分散於多部電腦中，各計算節點完成當時
之 time-step 計算後，透過叫用 MPI 函式 MPI_SENDRECV 進行邊界資料交換，
使分割後之波場於相同時間中仍然保持完整與一致性，利用 MPI_BARRIER 於
所有節點均完成交換後再同步進行下一個 time-step 計算，如此完成一個計算循
環。圖 2.6b 為本研究進行平行計算時的空間分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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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平行電腦叢集。由 4 部工作站所組成，每部工作站均具兩個 AMD
AthlonMP 1800+ 處理器與 2GB 主記憶體。作業系統 RedHat Linux
7.3 (Kernel 2.4.18-3smp)。

圖 2.6 三維速度數值模型與 MPI 標準化平行語言於模型中之運作示意圖。
透過 MPI 函式，可以將程式中所宣告矩陣分散於參與計算之電腦節
點中，達到大尺度模型高速計算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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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效能測試
為評估利用個人電腦叢集進行平行計算時的效能，以三維波傳程式模
擬實際計算不同尺度之速度模型時，於單一 CPU、 2 個 CPU、4 個 CPU
與 8 個 CPU 的情況下所需的計算時間。模型於 x、y、z 方向上的格點數之
設定分別為 100x100x100、200x200x100、300x300x100、400x400x100、
600x600x100、800x800x100、1000x1000x100、1200x1200x100 等八種不同
尺度之半空間均質模型，其中末維採固定值表示於深度上不做改變，僅做
水平方向上的擴展。圖 2.7 為測試之結果，在 100x100x100 格點的測試中，
以 4 個 CPU 個計算時間最短，由表 2.1 中可以看到，8 個 CPU 在此情形下
個別 CPU 的使用率並不高，而網路傳輸時間相對於 CPU 之計算時間整體
來的大，因此較多的 CPU 參與計算其效能反而無法提昇。同樣的情形也發
生在其它尺度的模擬，大部分以 4 個 CPU 的效能較佳，然而隨著模擬尺度
加大後，個別 CPU 的計算時間加長，網路傳輸時間所造成的延遲相對之下
便小了許多。雖然多個 CPU 平行計算時效能並沒有預期來的顯著，但值得
注意的是，當模擬尺度漸漸增加時，若參與計算的 CPU 太少便會逐漸出現
無法執行的情況，因為其矩陣宣告量已經超過單一工作站所能接受與處理
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 MPI 便能發揮其功能，將矩陣均分到較多參與計算
的 CPU 中，避免因超過單一系統之矩陣宣告極限而無法運算。由圖表中可
以看到，於 144 百萬格點的情形下，唯有利用 8 個 CPU 方能處理如此龐大
尺度的模擬，在效能上仍然可以維持一定的水平。基於此測試結果，研究
中於計算單一事件時採用 8 個 CPU 同時參與平行計算；於計算龐大數量之
格林函數時，將採用 2 顆 CPU 多個工作分散同時進行的模式，於中央大學
GREEN(4Nodes, 8CPU)與中正大學 Hcserver(12Nodes, 19CPU)兩組平行電
腦中執行，以達到最佳之計算效率。

18

圖 2.7 平行計算效能測試圖。測試於不同模擬尺度下，參與計算之 CPU
數目所需耗費的計算時間。橫座標為模型尺度(百萬格點)，縱座標
為程式執行時間。

表 2.1 平行計算效能測試 CPU 計算時間-使用率(hr:min:sec-%)一覽表
Dimension

1x106

4x106

9x106

16x106

36x106

64x106

100x106

144x106

1 CPU

1:37.44
(100)

6:15.50
(79.9)

18:32.92
(99.9)

31:56.92
(99.9)

Fail

Fail

Fail

Fail

2 CPU

1:17.88
(93.7)

5:10.53
(94.5)

12:15.08
(95.4)

19:36.29
(95.5)

47:26.93
(89.4)

Fail

Fail

Fail

4 CPU

0:51.60
(70.9)

3:34.85
(68.7)

8:51.22
(67.3)

13:08.50
(74.4)

30:14.29
(73.4)

8 CPU

1:57.55
(15.0)

4:52.96
(23.5)

10:48.39
(25.2)

16:37.31
(47.1)

28:58.44 1:06:15.11 1:34:31.17 2:17:34.58
(39.8)
(54.9)
(30.0)
(42.1)

CP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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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6.64 1:35:18.46
(69.8)
(59.5)

Fail

2.3 台灣地區三維震波速度模型
三維震波傳遞的模擬成果，速度構造實佔重要的關鍵，特別是在近地
表淺處之低速區域，對於地表強地動的發展與表面波的生成均具有直接的
影響。台灣地區的三維速度模型，目前主要以層析成像法(Tomography)來
進行逆推，早期如 Roecker et al. (1987)、Lin et al. (1993)、Rau and Wu
(1995)、Ma et al. (1996)等，到近期的 Chen et al. (2000)、Lin and Yeh (2001)。
其中前三者屬於全台灣之大尺度三維速度構造逆推，而後者則為局部地區
速度構造逆推。理論上，小區域之速度逆推不論在網格大小與資料選取上
均較大尺度來的嚴謹，因此其結果也較能反映局部地區速度側向變化的差
異，若能結合大尺度與局部區域的逆推結果，對於本研究速度模型的建立
實有最大的幫助。然而實際進行整合時，由於選用的資料密度與研究區域
均有所不同，造成不同的研究範圍其結果有顯著的差異，將之強行整合會
在邊界處形成強烈的速度對比，於波傳模擬時將產生人為之反射能量。同
樣的，雖然於近地表處許多區域均有較層析成像法解析度高之一維、二維
速度模型(李憲忠, 1999)、震測剖面(Wang et al, 2000)及鑽井資料，然而整
合的同時亦會造成速度上的明顯落差。為避免產生此人為邊界引致的結
果，本研究最後決定僅考量包含全台灣大尺度之 Rau and Wu 及 Ma et al.
的逆推結果進行比較與波傳測試。

2.3.1 層析成像法(Tomography)結果
圖 2.8 為 Rau and Wu 與 Ma et al. 之逆推結果於不同深度下之水平剖
面。兩速度模型在大尺度上速度分佈的主要型態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於近
地表之淺處，西部普遍存在速度低區，而中央山脈以東則為速度高區。隨
著深度加深，西部之低速區逐漸向東移至中央山脈下方，中央山脈東側則
維持相對高速；於東北方花蓮外海一帶存在一相對高速區，且隨著深度加
深有向北延伸的趨勢。然而就細部的速度分佈來看，Rau and Wu 的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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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明顯的速度差異。圖 2.9 是垂直剖面的速度分佈情形，可以更清楚看
到西部平原淺部之低速區域、中央山脈下方之相對低速區與花蓮外海的速
度高區。同樣地，Rau and Wu 的結果有較明顯的速度變化，但兩者大致都
能反映目前所認知的地體構造模式。值得一提的是，由 Rau and Wu 在北緯
24.1 度的垂直剖面上可以清楚看到西部平原進入麓山帶後其底下的速度分
佈有很顯著的變化，6 km/s2 之速度等值線似乎勾勒出 Suppe(1981)薄皮理
論(Thin-skin model)基盤滑脫面(Decollement)的位置，而在 4 km 深之水平
剖面上也可發現，其 5 km/s2 之等速度線的位置大致符合西部平原與西部麓
山帶間的交界。

2.3.2 三維速度模型測試
走時分佈測試
關於三維速度構造於走時上的評估，李坤松與陳浩維(2000)藉由有限
差分法計算理論走時，並用以間接評估 Ma et al.與 Rau and Wu 兩個大尺度
的三維速度構造之異同點與優缺點。透過走時等值線的變化率與已知的地
質構造比較(圖 2.10)，Ma et al 的三維 P 波速度所計算的走時分佈(圖 2.10a)
較 Rau and Wu 平滑且到時(圖 2.10b)相對較早，反應此結果之速度側向變
化相對較不明顯且整體平均速度較高。圖 2.10c 顯示兩者間 P 波的走時差，
可以看出在東北方和西南方兩端的走時差明顯地較大，與台灣地質構造趨
勢大致相近。此研究結果顯示，Ma et al.之三維速度模型於不同方位之走
時並無明顯的不同，而 Rau and Wu 之三維速度模型的走時變化率於各方向
上則展現出較為劇烈的差異。此外，就平均速度來看，Ma et al.的模型於
淺層處之整體平均速度較高。這些走時上的特性，於三維波傳測試的結果
中將會再次展現且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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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波傳測試
為決定研究中所採用之三維速度模型，以下將分別針對 Rau and Wu
與 Ma et al.進行波傳測試，並與半空間均質模型之結果進行比較。在測試
設定上，將震源置於台灣中心點、深度 10 km；震源機制型態為 Strike-slip
(strike 0o, dip 90o, rake 0o)，假設半空間均質模型 P 波速度 5 km/s2。
圖 2.11 為三個速度模型於垂直方向之地表三維波傳模擬結果。由該結
果可看到，Ma et al. 的波傳情形與半空間均質模型較為接近，各波相之波
前大致呈現同心圓狀擴散，於不同方向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Nodal-plane
的位置於波傳一段距離後仍然容易辨識，兩者之地動持續時間維持大約 1
分鐘，但 Ma et al.的結果於表面波(Rayleigh Wave)有較長的持續時間。相
較於前兩者，Rau et al.之模擬結果有較顯著的三維變化，波前在 16 秒後即
開始呈現非同心圓之不規則變化，並且有非徑向的能量產生；Nodal-plane
隨波傳時間加長也逐漸不明顯，甚至觀察到改變原本方位的現象；於表面
波的生成上，短週期表面波於 24 秒時便可以看到，隨著波傳距離加大，
Rayleigh Wave 的持續時間也逐漸加長，約 1 分 15 秒後主要波相才全部遠
離模擬區域。
由此結果的比較分析後，可以看到 Rau et al. 的三維速度模型不論在
走時或波相的產生上均展現較為明顯三維側向速度變化上的特性。就三維
震波傳遞考量，本研究接下來將以 Rau and Wu 的逆推結果進行一系列之後
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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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

(

圖 2.8 Rau and Wu 與 Ma et al. 之三維速度模型於不同深度下之水平 P 波速度剖面。
(a)Ma et al 之三維速度模型； (b)Rau and Wu 之三維速度模型。

圖 2.9 Rau and Wu 與 Ma et al. 之三維速度模型於不同緯度下之垂直 P 波速度剖面。
(a)Ma et al. 之三維速度模型； (b)Rau and Wu 之三維速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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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b) Rau and Wu

(c) Travel Time Difference

Ma et al.與 Rau and Wu 之三維速度模型，藉由有限差分法計算理論走時進行走時評估。
(a) Ma et al.之 P 波走時分佈；(b)Rau and Wu 之 P 波走時分佈；(c)兩者間之走時差。
摘自李坤松與陳浩維(2000)。

(a) Ma et al.

(a)

(b)

(c)

8sec

16sec

24sec

32sec

40sec

48sec

56sec

64sec

72sec

圖 2.11 三維速度模型波傳分析。以位於地表之 Z-component 的模擬結果比較不同模型間的波傳差異性。
(a)半空間均質模型； (b)Ma et al.之三維速度模型； (c)Rau and Wu 之三維速度模型。

8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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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擬結果
2.4.1 概述
本節將結合 Rau and Wu 之三維速度模型與平行化 3D finite-difference
技術探討台灣地區中的三維波傳效應。首先假設一個震央位在台灣中心的
strike-slip source (strike 0o、dip 90o、rake 0o)並測試其波傳情形。圖 2.12 是
於不同時間下將三維波傳結果與數值地形結合的俯視圖，右上角是 16 秒
時之三維波場透視剖面圖。可以看到地震波在整個三維空間中的傳播情
形，藉由數值模擬我們可以掌握其在三維速度模型中傳遞的行為與特性。
在三維空間中我們可看到的是波場的傳遞情況，而紀錄地表隨時間所
造成的震盪即是所謂的合成波(圖 2.13)，與實際情況比較相當於位於地表
之測站所記錄到之地震觀測波形。將原始速度型態之合成波(圖 2.13b)進行
一次微分或一次積分後便可以得到加速度(圖 2.13a)與位移型態(圖 2.13c)
的紀錄。於現有已知的三維速度模型的限制下，現階段我們可模擬頻率達
0.5Hz。
接下來考慮 45 度之 strike-slip source (strike 45o、dip 90o、rake 0o)，由
於其震源輻射型態剛好呈現東-西、南-北對稱，可以幫助我們進行分析。
圖 2.14 為此測試中垂直方向在地表之模擬結果。8 秒時可以很清楚看到 P
波的震源輻射型態，於 45 度的方向為其 Nodal- Plane，由於三維效應在短
距離中並不明顯，因此波前仍沒有較明顯的變化。到了第 16 秒時，P 波、
S (SV)波均已可以明顯分辨，此時波場逐漸呈現不規則變化，於震央東部
之波前似乎比其他方向發展的快。在 24 秒時，三維速度側向變化的影響
已可以明顯看出，各波相之波前呈現強烈不規則狀，而 Nodal-Plane 則逐
漸不明顯，振幅能量的大小也隨所通過區域的震波速度變化而重新分配，
有些區域甚至可以看到非徑向之能量產生。於 40 秒之後大部分區域 P 波
已離開計算區域，而 SV 波也逐漸遠離，剩下的能量大部分是以於地表附
近產生之表面波(Rayleigh Wave)為主。80 秒之後，所有波相於地表處均完
全通過計算區域，波場回歸到原始的狀態。
27

圖 2.12 三維波傳結果。於不同時間下將三維波傳結果與數值地形結
合的俯視圖；右上角是 16 秒時之瞬時波場透視剖面圖。
(a)

(b)

(c)

圖 2.13 地表隨時間所造成的震盪即是所謂的合成波。
將原始 (b)速度型態之合成波進行一次微分或一次積分後便
可以獲得 (a)加速度與 (c)位移型態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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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考慮 450 之 strike-slip 震源。圖為 Z-component 在地表之模擬結果。
右上方是瞬時波場之記錄時間，其間隔為 8 秒。

圖 2.15 為詳細分析震波於各個方向上比較明顯的側向特徵，以震央為中心
分別向南北與東西做兩剖面，黑色實線為剖面所在位置。圖中亦結
合第 24 秒之瞬時波場，可清楚分辨 P 波與 SV 波及後續之表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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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N-S 與 W-E 剖面

為詳細分析震波於各個方向上比較明顯的側向特徵，我們以震央為中
心分別向南北與東西做兩剖面(圖 2.15)，來評估三維速度側向變化對於地
表之虛擬測站所記錄到的合成波形所造成之影響。

N-S 剖面
首先分析 N-S 剖面。由虛擬測站之合成波看來，於接近震央附近(約
50 km)之波形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由震央往南北兩側隨著震央距逐漸加
大，位於北邊之測點漸漸顯露出較為複雜的波形(圖 2.16c)。此外，與均質
半空間模型(Vp=6.0km/s2)所模擬的結果(虛線部分)比較，南北兩邊的波相
到時均較一維模型來得慢，特別是在北邊的測站。另外，三維波傳的結果
於 S 波到達後仍持續震盪一段時間，通常並伴隨一個振幅相對較大的波相
於後續的能量中，此一波相在北部發育較為完整。為探討這些波相的形成
與其所相對應的構造背景，我們將該剖面所通過的速度模型以及每 8 秒所
得到的波場瞬時剖面繪製於(圖 2.16a)。N-S 剖面所通過的速度構造非常複
雜(圖 2.16b)，其主要經過西部麓山帶、中央山脈與台東外海。在台灣本島
內中央山脈底下主要是以相對低速度為主，此低速區有向北逐漸加深的傾
向。於剖面南端速度相對較高，反映出菲律賓海板塊較為高速的海洋板塊
性質。由波場瞬時剖面上可以看到，向北傳播的波前相對較慢且產生比較
多的反射波前，尤其在 40 秒以後的地方。此外，由合成波中 S 波之後所
伴隨著的一個振幅較大的波形，由波場瞬時剖面上推斷，應該是能量震盪
於自由表面附近之表面波(Rayleigh Wave)，這種波相需要有發育良好的淺
層低速構造方能產生，很明顯的，我們並無法在半空間均質模型中模擬此
一波相出來。由結果推斷，跨越複雜的地質構造所反應出強烈的三維速度
側向變化是造成此剖面複雜波形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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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剖面
此剖面主要跨越中央山脈兩側，所通過的地質區亦相當多，包括西部
平原、西部麓山帶、中央山脈、海岸山脈及花蓮外海。由速度剖面上來看
(圖 2.17b)，速度側向變化顯得格外劇烈。在中央山脈底下主要為相對低速
區，其東側海岸山脈至花蓮外海則為海洋性地殼之高速區所支配，兩者之
間的過渡帶速度落差非常大。在西部平原淺層部分為速度異常低的區域，
主要反應淺層沈積物與沖積層。首先分析該剖面上虛擬測站之合成波(圖
2.17c)，由結果可以清楚看到，於震央東西兩側的三維模擬結果在到時上
與半空間均質模型有顯著的不同，在西側 P 波與 S 波的到時均比一維模擬
結果來的晚，而在東側主要波相到時相較於一維合成波則來得較快出現。
就整體波形來看，東西兩側的複雜程度亦有所不同，東邊測點的波形顯的
較為高頻且持續時間較短；西邊測點之波形則有較多長週期的部分且震盪
時間相對較長。此外，兩邊的測站在 S 波之後亦有明顯的 Rayleigh Wave
產生，但東部出現此一波相之測點主要在花蓮外海，而位於西部平原上之
西邊測點則普遍出現發育良好的表面波。值得注意的是，在西邊之測點於
P 初達波之後普遍存在一個振幅較大的波相，此波相在東側的測站上並不
明顯。由圖 2.17a 之波場瞬時剖面推斷，此波相可能為 S 波於自由表面處
之轉型波(S-P)。由於西側近地表處有廣大而深厚的低速區，使得此一波相
可以發展的非常完整。而在東側，於 32 秒之波場瞬時剖面中可以發現，
在 S 波通過之後有許多能量陷在淺層做震盪，原因是由於在過渡區後高速
區突然上升至淺層而在近地表處造成很大的速度梯度，反應於波形上便形
成花蓮外海測點上之長週期表面波。由此推斷，東西兩側對於表面波形成
的過程，應是由不同的機制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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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圖 2.16 N-S 剖面之模擬結果。
(a) 每間隔 8 秒之瞬時波場。紅色星號表示震源(深 10 km)所在位置。
(b) 通過剖面之速度模型。距離單位採網格點數，其間格為 0.5km。上方
黃色方形為每間隔 10 公里之虛擬測站；灰色部分為地表高程。
(c) 虛擬測站地表合成波。其中粗實線為 3D 模擬結果；虛線是半空間均
質模型(Vp = 6.0 km/s2)之合成波。總模擬持續時間 1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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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圖 2.17 W-E 剖面之模擬結果。
(a) 每間隔 8 秒之瞬時波場。紅色星號表示震源(深 10 km)所在位置。
(b) 通過剖面之速度模型。距離單位採網格點數，其間格為 0.5km。上方
黃色方形為每間隔 10 公里之虛擬測站；灰色部分為地表高程。
(c) 虛擬測站地表合成波。其中粗實線為 3D 模擬結果；虛線是半空間均
質模型(Vp = 6.0 km/s2)之合成波。總模擬持續時間 1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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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PGA 模擬
下面的主題是關於 PGA 的模擬。本節將探討加速度波場與合成波模
擬的方法與可行性，並藉由其測試過程模擬研究區域中大規模地震之 PGA
分佈情形。研究中將針對三個位在不同區域之大地震進行單一點震源模
擬，以分析不同區域地震之 PGA 特性。

2.4.3.1 加速度震源時間函數與波場
於三維波傳模擬中，若要計算不同型態的波場或合成波，除了直接對
波動方程式進行改變外，也可以針對所給定的震源時間函數加以修正。前
者由於要將波動方程式整體改變，於程式設計上相對較為複雜，而後者僅
需將震源時間函數於程式中的定義加以改變即可。基於此概念，假設將給
定的速度型態震源時間函數進行微分或積分，經計算後便可得到加速度或
位移等不同型態的波場及合成波。圖 2.18 表示震源時間函數在不同型態間
之轉變過程，圖 2.18a 是程式中對於震源時間函數的定義，由於考量
finite-difference 計算過程的穩定性，採用速度型態之振幅，也就是 moment
rate。將其微分後，得到右邊的型態(圖 2.18b)，即為加速度型態之震源時
間函數。此種型態之震源頻率較高，相較於速度型態在相同的模擬條件
下，其計算過程有較大的機會產生不穩定現象。
將速度型 態與加速 度型態 之地表 瞬時波 場模擬結 果進行比 較(圖
2.19)，加速度型態的模擬結果確實較為高頻與複雜，但兩者於主要波相到
時及波場分佈型態是一致的。比較兩種型態的震源所產生的合成波，圖
2.20a 是以微分後之加速度型態震源於計算過後經一次積分所得到的速度
合成波。圖 2.20b 是直接以速度型態的震源經計算後所得到的合成波。由
比較結果可以看到，兩者在波形與振幅上幾乎完全相同。此測試結果指
出，以加速度型態之震源時間函數進行波傳模擬，其穩定度仍在可接受之
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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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震源時間函數在不同型態間之轉換。(a)為程式中對於震源時間函數
的定義，採用速度型態之振幅。(b)將其微分後(虛線)，即為加速度
型態之震源(粗實線)。

(a)

(b)

圖 2.19 速度型態與加速度型態之模擬結果進行比較。以 921 震源位置與
機制型態為模擬參數，紅色星號為震央所在位置。
(a) 速度型態每間隔 8 秒之 Z-component 地表瞬時波場。
(b) 加速度型態每間隔 8 秒之 Z-component 地表瞬時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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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20 比較兩種型態的震源於 TAP087 測站所產生的合成波。
(a) 加速度型態震源於計算結束後經積分一次得到的速度合成波。
(b) 直接以速度型態的震源經計算後所得到的合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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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 Point Source 模擬結果
根據前節之結果，在三維波傳程式中於地表處比較前後兩個 time-step
之絕對量值並將較大者儲存於記憶體，最後輸出所計算時間序列中之最大
值，此值便是於地表上各位置之最大加速度值(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PGA)。運用此一方式，相較於直接以速度型態震源時間函數求得各位置之
合成波後再進行微分，最後求取其最大值來得有效率而精確。下面將利用
此一方法，分別對 19990921 集集地震、19991022 嘉義地震與 19940605 南
澳地震進行單一點震源之最大加速度模擬，以分析不同區域震源之 PGA
特性。研究中對於各地震之規模將均一為 ML=6.0，以方便進行比較並符合
點源近似。但由於受到現有速度模型的限制，我們僅看頻率 1Hz 以下的最
大加速度。

19990921 集集地震，ML= 7.3
首先模擬 1999 年 9 月 21 日之 921 集集大地震(圖 2.21a)。為分析各地
震之 PGA 特性，統一假設震源為規模 6.0ML、具 double-couple 特性之簡
單點源；震源機制 strike30 、dip300 、rake600 ；震源於模型中之座標位置
(167,343,18)。由結果可看到，PGA 並非呈現以震央為中心之同心圓分佈而
是具有非常強烈的方向性。將之與震源輻射型態(圖 2.21b)進行比較，可發
現此方向性與 radiation pattern 非常接近。就等值線的分佈來看，最大加速
度量值超過 50 gal 的區域大部分均落在車籠埔斷層上磐的地方，而下磐之
量值相對較小，此計算結果確實能反映出逆衝斷層在 PGA 反應上的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於下磐處部分地區因為沖積平原的低速度特性而有局部放
大的現象。另外，有兩個明顯的異常放大區域分別位於台北盆地邊緣與嘉
南地區，可能與淺層或中深度之局部速度構造的變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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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22 嘉義地震，ML= 6.8
1999 年 10 月 22 日嘉義地震為 921 集集地震之六個規模大於 6.0ML
的餘震之一(圖 2.22a)。同樣假設震源為規模 6.0ML、具 double-couple 特性
之簡單點源；震源機制由吳湘儀、馬國鳳(2000)之分析結果採 strike1800、
dip420、rake600；震源於模型中之座標位置(88,269,33)，同樣對於其 radiation
pattern(圖 2.22b)進行比較。由結果看來，PGA 並沒有如先前的結果與震源
輻射型態有強烈的相關性。由於此地震震源位置較深，且位在低速之沈積
平原下方，致使能量在傳播的過程中快速分散開來，因此其 PGA 模擬結
果以較接近同心圓的方式呈現。

940605 南澳地震，ML= 6.0
最後是 1994 年 6 月 5 號南澳地震(圖 2.23a)。震源機制 strike870、
dip810、rake80；震源於模型中之座標位置(380,478,11)。此地震為一典型的
strike-slip source，其走向接近東-西方向。由 PGA 與 radiation pattern 的分
佈(圖 2.23b)可以看到，大台北地區正好位在震源輻射型態與 PGA 的放大
區域。若震央更朝向外海發生時，如 2002 年 3 月 31 日的 331 地震，對台
北都會區所造成的衝擊會更大，所以此區域的地震型態與其發生位置我們
均需要格外小心分析防範。除了 PGA 主要分佈趨勢外，部分地區有產生
PGA 異常之現象，如苗栗附近之線型放大區、沿車籠埔斷層西側與其南端
之局部放大區域以及介於花東縱谷西側與中央山脈東翼間之帶狀放大
等，都是蠻值得注意的地方，然而基於現有速度模型的限制，對於細部 PGA
的變化於研究中暫持保留，未來於三維速度模型高度精化後，這些局部異
常區域將是首要的研究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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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 2.21 1999 年 9 月 21 日集集大地震
(a) 點震源(規模 6.0ML)PGA 模擬結果。PGA 量值以右方色階表示，其單位為 gal。
(b) 震源機制 strike 30、dip 300、rake 600 之 P、SH、SV 震源機制球與震源輻射型態。

(a)

(a)

(b)

圖 2.22 1999 年 10 月 22 日嘉義地震
(a) 點震源(規模 6.0ML)PGA 模擬結果。PGA 量值以右方色階表示，其單位為 gal。
(b) 震源機制 strike 1800、dip 420、rake 600 之 P、SH、SV 震源機制球與震源輻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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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 2.23 1994 年 6 月 5 日南澳地震
(a) 點震源(規模 6.0ML)PGA 模擬結果。PGA 量值以右方色階表示，其單位為 gal。
(b) 震源機制 strike 870、dip 810、rake 80 之 P、SH、SV 震源機制球與震源輻射型態。

(a)

2.5 討論與結論
2.5.1 結果討論
對於三維震波傳遞的模擬結果，最直接的檢驗方式是以合成波形和觀
測波形進行比較。然而影響觀測波形的因素除了速度構造(路徑效應、場址
效應)外，震源效應亦是重要的參數。研究中為比較速度模型於各方向上之
異質性，首先將假設之震源置於台灣中心點，然而由於較少地震發生在中
央山脈中央，加上一般對中小規模地震之震源資訊所知甚少，因此很少有
完整的震源參數訊息(包括精確的震源位置與 strike、dip、rake)。對於較大
規模地震所進行之合成波模擬，則需同時對震源過程與路徑效應有精確的
掌握，最後再來與實際之觀測資料比較，此為本研究的最終目標，關於這
方面的研究將於後續之章節中加以討論。
地震震度與加速度的關係，即刺激的程度（加速度 αI，單位為公分/
秒 2) 成等比級數增加時，感覺的程度（震度Ｉ）將以等差級數增加。目前
中央氣象局現所採用的震度階級，其與加速度的關係式如下：
logαI＝Ｉ/ 2 －0.6
根據此一關係，氣象局將最大加速度與震度分佈描述於圖 2.24a。與
本研究前述利用點震源所計算出來的結果(圖 2.24b)相比較，確實看到兩者
間有明顯的差異，特別是在強烈震度的分佈上，觀測記錄朝南北方向伸展
而點源模擬的結果則接近同心圓。但仔細就觀測所得到的震度分佈圖來
看，其中低震度(五級以下)等值線分佈趨勢實際上是接近右邊之點源 PGA
模擬結果的，亦即朝西北-東南方向發展。此結果顯示，以點震源模擬大地
震之 PGA 僅可描繪出大概的分佈趨勢，但對於近震源區域的細部情形，
點震源畢竟是還是將問題過於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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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震源區域高震度部分是直接肇因於大地震有限斷層之震源特
性，這是目前研究以點震源所無法模擬的。因此接下來的工作，將回歸到
921 震源特性的研究上，利用有限斷層模型(finite-fault model)結合三維波傳
進行震源過程逆推。於下一階段的研究中將採用三維車籠埔斷層趨勢面(鄭
錦桐等, 2000)作為斷層模型，並將此模型網格化為 357 個子斷層，每個子
斷層為具邊長 3km 之正方形，依位置的不同而有各自所屬之震源機制參數
(圖 2.25)。研究中將計算所有 921 集集地震所激發之 429 個氣象局強震站
對於斷層面上每個子斷層之三維格林函數，圖 2.26 為 921 震源位置附近之
單一子斷層所計算出來的部分三維格林函數，不同於一般層狀速度模型所
計算之格林函數，可以看到於各方位上均有明顯不同的震動特性。利用此
三維近場格林函數重新逆推三維車籠埔斷層面上之錯動量時間-空間分
布，可還原高解析之震源破裂過程訊息，最後藉由該結果將能精確推估台
灣地區內任意位置於地震發生時之強地動歷時，繼而進行 921 集集地震於
各地區之強地動生成歸因分析與強地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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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24 921 集集地震最大加速度值模擬與實際觀測比較。
(a) 921 集集地震點震源三維波傳之最大加速度 PGA 模擬結果。
(b) 921 集集地震實際觀測最大加速度與震度分佈。(摘自中央氣象局網頁，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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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2.25 三維車籠埔斷層趨勢面模型與子斷層分佈圖。
(a) 近震源區局部放大圖。其中紅色實線為車籠埔斷層地表破裂線；紅色
星號為集集地震震央位置；藍色矩形為斷層面上子斷層，每個子斷層
為 3x3 km2 之正方形，共 357 個。
(b) 三維斷層趨勢面立體俯視圖，色階表示於不同深度之子斷層。
(c) 三維車籠埔斷層趨勢面於台灣中的投影位置，紅色三角形為 921 地震
所激發之氣象局強震站，共 429 個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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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三維格林函數示意圖。由 921 震源位置附近之單一子斷層所計算
出部分三維格林函數。格林函數計算時間長度 100 秒。紅色星號為
震央位置；三角形表示強震站，不同顏色表示不同區域之測站，圖
中亦顯示 16 秒時垂直方向於地表之瞬時波場。不同於一般水平層
狀速度模型所計算之格林函數，可以看到於各方位上均有顯著不同
的震動特性。

46

2.5.2 單一點震源三維波傳模擬初步結論
最後，將所得到的幾個初步結論整理如下:
1. 利用平行計算的技術結合台灣現有的三維速度模型，現階段我們已有能
力將台灣地區三維速度側向變化所造成的主要特性加以模擬與描述。
2. 就三維波傳模擬來考量，Rau and Wu 之 Tomography 逆推結果能提供較
明顯的三維波傳特性，這和李坤松、陳浩維(2000)先前以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進行走時預測的結果是一致的。
3. 於台灣地區的模擬結果指出，地震波很明顯受複雜速度構造所影響，特
別是在走時的變化、後續反射波相以及表面波的生成。這些三維波傳所
看到的現象與半空間均質模型或一維與二維模型的模擬結果有很大的
差異。
4. 最大加速度值(PGA)的模擬結果指出，PGA 的分佈強烈受到震源機制與
震央位置所影響。然而就大規模地震的實際觀測記錄而言，如 921 集集
地震，近震源區域之 PGA 的分佈則主要受到 finite-fault 震源之破裂行
為所控制。此外，強烈的地表震動即使在離震央很長一段距離的情況下
仍然可能存在，其造成的原因和特殊的地質構造與近地表的場址效應有
很大的關係。
5. 現階段而言，強地動的預估與場址效應的模擬於技術上是確實可以達成
的，但就其模擬頻率範圍上我們仍然需要高度精化之三維速度構造。
6. 接下來將應用此三維波傳的技術於 921 集集地震的研究上，用以逆推三

維車籠埔斷層面上之錯動量時間-空間分布，最後藉由該結果來推估整
個台灣地區內任意位置之強地動情形。

47

第三章
921 集集地震高精度三維震源過程分析
3.1.1 摘要
本 章 利 用 高 密 度 與 高 品 質 之 近 場 強 地 動 資 料 並 基 於 Parallel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發展並列線性逆推技術用以推求九二一集集地
震之震源過程。研究中共採用 103 個強震站，每個強震站均為三分量，共
309 筆高品質寬頻記錄。由於近場觀測資料於逆推震源過程中對於模型的
幾何形狀有較高的敏感性，故採用三維斷層趨勢面做為斷層模型。根據有
限斷層理論，將斷層面劃分為 357 個子斷層，每個子斷層為 3 x 3 平方公
里之正方形。於逆推方法上，研究中嘗試在多方面進行突破：於資料上，
採用高密度之近場觀測資料，其總量較過去之研究多出至少一倍以上；在
斷層模型的設定上，三維斷層模型可充分反應出車籠埔斷層面的趨勢分
佈，此亦是唯一採用接近真實型態的斷層模型於集集地震之震源分析；研
究中最大的突破在格林函數的計算方式，採用平行化三維有限差分計算三
維格林函數，於各方位中不論在走時或速度側向變化的影響上均有較佳的
解釋。此外，在觀測波形與格林函數中同時考量絕對時間，其在錯動量時
間-空間分佈的逆推上具有相當的影響程度，故絕對時間的控制為本研究的
重要參數之一。最後在主體逆推方式上，由於研究中採用大量的觀測資料
並進行大範圍時間-空間未知變數之逆推，此計算量非單一工作站所能負
荷，須利用平行計算的技術，發展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平
行計算程式，將計算量分散於多個參與計算的電腦節點中，實現巨量數值
高速計算之目的。由於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平行計算程式
的發展，本研究於破裂延遲時間、震源持續時間及其它震源參數上均有較
大的空間與彈性，可於逆推過程中精確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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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以 48 個時間視窗(time-window)完成達 60 秒之錯動時間-空間逆
推。最終結果顯示，錯動量的空間分佈於解析度上有相當程度之提昇，特
別是在斷層深部的解釋；於時間的過程上，其解釋亦與先前的結果有顯著
的不同。在空間分佈中，震源區附近相對較小，而在北端斷層轉折區域錯
動量達到最大(15.8 公尺)，這些錯動量空間的分佈主要由不同位置的觀測
資料中所記錄到的振幅所控制。在錯動量的時間順序上，於破裂開始之初
錯動在接近震央處發生，但此時所釋放的能量相對較小，4 秒鐘後在震央
周圍開始產生較強的能量，且形成明顯的破裂波前將錯動的能量於斷層面
上往其它位置傳播，其平均破裂速度約 2.3 km/s2，並在不同的位置產生相
異的破裂行為與錯動持續時間。整體看來斷層中段與南段之持續時間較
長，達到約 30 秒，於多處區域甚至可看到重複破裂的的現象發生，北端
的破裂模式主要由滑移速度極高、持續僅 10 秒之錯動行為所支配，而此
不同位置錯動量發生的細部時間過程與震源持續時間長短之推求主要藉
由觀 測波 形上 的時 間序 列來 進行 控制 。 總地 震矩 能量 為 1.98 x 1027
dyne-cm，此結果與 Harvard CMT 的計算結果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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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簡介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點 47 分，台灣發生了百年來規模最大的地
震，其震央位在集集附近，造成全台灣慘重的災情。經野外調查，此次地
震與車籠埔斷層低角度逆衝錯移有關。其地表破裂長達 80 公里以上，主
要的特徵在斷層北緣走向由原本以北偏東 30 為主轉而向東北東方向，並於
轉折處觀測到最大的地表水平位移 9.8 公尺與垂直位移 5.6 公尺，所造成
的破裂持續時間初步估算長達 30 秒 (Ma et al., 1999)。由此複雜的地表破
裂現象推測，集集地震的斷層幾何型態與震源破裂過程極為複雜。
對於集集地震發生的構造機制與斷層幾何，薄皮理論(Thin-skinned
model)提供了非常好的解釋(Wang et al., 2000)。該理論指出於台灣西部地
表下方 10~20 公里間存在一個基盤滑脫面(Decollement)，此滑脫面由西向
東逐漸下傾，並於西部麓山帶處形成一系列的逆衝楔形構造，而車籠埔斷
層為連接此脫離面至地表間沿錦水頁岩所產生之弱面，此意味車籠埔斷層
面於較深的地方其下傾角度是趨於緩和的。
集集地震發生以來，本人分別利用各種資料推求車籠埔斷層的破裂過
程，並陸續發表研究結果。Lee and Ma (2000) 藉由遠震資料，經波形逆推
來探討此次地震於斷層面上的破裂分布情形。Lee et al.(2000) 利用 GPS 所
量測到之地表同震變形，藉由逆推的方式推求 921 地震於車籠埔斷層面上
之錯動量分布，由於車籠埔斷層之破裂面相當複雜，以近場資料逆推震源
過程時對於斷層幾何型態較為敏感，故在該研究中斷層模型的假設上分別
以走向 3 度的單一斷層模型、走向 3 度與 60 度之雙斷層模型與三維斷層
趨勢面模型來進行逆推，分析斷層模型之幾何型態對於錯動量逆推結果的
影響程度。關於遠場波形逆推結果，由於所採用的為世界網的資料，對於
局部地區之斷層錯動量分布的解析能力有所限制，無法精確反應近場的情
況。而 GPS 逆推雖然屬於近場的資料，但由於 GPS 之紀錄為靜態位移，無
法藉由該組資料求得斷層面上的錯動時間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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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學者針對 921 地震的破裂過程亦進行了詳盡的研究 (Ma et al.,
2001；Zeng and Chen, 2001；Wu et al., 2001)。在這些研究中主要都是利用
多種資料進行聯合逆推，包括遠震波形紀錄、近場強震資料與近場 GPS 同
震位移資料等，研究成果都非常客觀而嚴謹，對於 921 地震的破裂過程已
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在這些研究中，作者們均考慮幾何型態較為單純的斷
層模型，包括單一斷層模型與組合式斷層模型，然而由 GPS 逆推(Lee et al.,
2000)的研究結果指出，過於單純之斷層模型可能會導致逆推結果產生偏
差，特別是在近場資料的研究上。此外於格林函數的計算，過去均採用一
維或修正過之 1.5 維速度模型計算格林函數，因此在測站的選用上需接近
震源區以避免引入過多的波傳路徑效應，然而如此卻限制住了較遠測站提
供震源訊息上的可能性，即便是在近震源區域，三維方向上的側向速度變
化，特別是在造山帶之變形前緣，其對格林函數計算時的影響仍不可忽略。
由於 921 地震於強震資料上已經過適當的絕對時間修正(Lee et al.,
2001)，而先前利用強震資料的研究中並未加入此一訊息於震源逆推中，對
於錯動量的時間-空間分析是否會造成影響仍有待探討。本研究將針對以上
的問題進行改進，包括高密度觀測資料、三維斷層模型與三維格林函數、
絕對時間的考量、逆推方式的精進等，重新進行 921 集集地震之震源逆推，
並與先前所得之結果比較其中的差異。基於考量了速度構造上可能的三維
側向變化，因此在測站選擇上的限制較少，加上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平行計算程式的發展，此逆推結果將有助於提高錯動量時間-空間
分布的解析能力，並對滑移角的變化與斷層面上不同位置之震源持續時間
及動態錯動行為有較佳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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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根據有限斷層理論，空間中任一位置的震波能量可視為由斷層面上
個別子斷層所貢獻之能量做線性疊加的結果。研究中選定一車籠埔斷層
面之理論模型，並依有限斷層理論將斷層模型分為數個子斷層，計算各
子斷層單位錯動能量所產生之合成地震波，此即所謂的格林函數。以格
林函數組成已知矩陣 A、觀測記錄排列為已知矩陣 B，將其寫成 Ax=B，
透過最小平方法便可求得各子斷層所對應的釋放能量 x。下面將分別詳細
介紹格林函數的計算方式與逆推方法。

3.2.1 三維格林函數
本研究之格林函數不同於以往之研究，採三維格林函數，此為本研
究之特點之一。三維格林函數的計算是透過有限差分法，其是以數值方
法來解偏微分方程的數值技術。於波動方程式中，透過差分近似可將方
程式中的微分過程轉換為無微分項之近似表示，此轉換過程亦將原本之
解析解轉換成為數值解，若差分近似階數越高，則越接近解析解的結
果。以二維波動方程式為例於二維空間(x,z)的座標中，SH 波之運動方
程式如下：
ρ

∂ 2u
∂
∂u
∂
∂u
=
(µ ) +
(µ )
2
∂t
∂x
∂x
∂x
∂z

（3.1）

式中， µ 為 Lame 常數， ρ 為介質密度， u 表介質中質點沿垂直 x-z 平面之
位移。假設均勻介質中， µ 及 ρ 不隨時間而改變，為位置變化之常數，故
(3.1)可寫為
ρ

∂ 2u
∂ 2u ∂ 2u
=
µ
(
+
)
∂t 2
∂x 2 ∂z 2

（3.2）

設 Vs 為 SH 波之速度，其大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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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

µ
ρ

（3.3）

將 Second-order 中間差分法表示法代入(2-15) 式中可得：

u ( m, n, p + 1) = Au ( m, n, p ) − u ( m, n, p − 1) + Bu ( m − 1, n, p )
+ Bu ( m + 1, n, p ) + Cu ( m, n − 1, p) + Cu ( m, n + 1, p)
其中
V ∆t
V ∆t
A = 2 1 − ( s ) 2 − ( s )2 

∆x
∆z 
V ∆t
B = ( s )2
∆x
Vs ∆t 2
C =(
)
∆z

（3.4）

上式中，p 所代表的為時間。由等號兩邊我們可以看出，若已知整個空間
中前面兩個時間之波場分佈，便可藉此推算其後續時間之波場分佈情形。
於三維空間中，彈性波之波動方程式如下：

σ xx =

∂σ xy

∂σ xz
∂σ xx
,
+
+
ρux =
∂z
∂y
∂x
∂σ yz ∂σ yy ∂σ yz
,
+
+
ρuy =
∂z
∂y
∂x
∂σ xz ∂σ yz ∂σ zz
+
.
+
ρuz =
∂z
∂x
∂y

ux
∂x

,σ

yy

=

uy
∂y

, σ zz =

uz
∂z

,

1  u x u y 
,
+
2  ∂y ∂x 
1  u y u z 
,
= 
+
2  ∂z ∂y 
1 ux uz 
.
= 
+
2  ∂z ∂x 

σ xy =

其中

σ

yz

σ xz

（3.5）
其轉換成 Second-Order 差分表示式之過程與二維的情況相同。基於研究
目的與計算上的考量，我們採用 Second-order finite-difference，此種方式
可以提供我們足夠之波場解析能力且最經濟的數值計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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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差分近似將波動方程式轉換為差分表示法並求得其數值解，此
一過程表示將能量以波動的方式向外傳播，但並未考量震源的型態，故
須加入震源輻射型態與震源機制的考量；再者理論上波會無限向外擴
展，但在實際的數值計算中，由於計算機的容量有限，因此需要有人為的
邊界，但這些邊界於波形的計算時會產生假的反射訊號對真實訊號造成污
染，為了減少此種反射，需以吸收邊界條件來降低人為反射。研究中採用
Rau and Wu (1995)利用層析成像法(Tomography)的逆推結果作為三維速度
模型，由於三維波傳之計算具相當之複雜度，此計算量於單一工作站下僅
可完成約台灣中西部範圍的區域，但藉由電腦叢集與平行計算的技術，可
將模擬整個台灣時所需宣告的矩陣與計算量均分到參與計算的個別電腦
節點上，達成高效能數值計算的目的。關於三維有限差分法中震源機制的
導入、吸收邊界條件的設定與平行計算的應用，於第二章「台灣地區三維
震波傳遞之數值模擬」有詳盡的說明，理論與測試可參考第二章中之 2.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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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逆推方法
利用有限差分法求得各子斷層上相映於各測站之單位能量格林函
數，將之與觀測記錄波形寫為 Ax=B，其中 A 為子斷面之格林函數矩陣，
B 為觀測波形向量，x 向量為各子斷面上之錯動量。此線性方程式系統可
以圖 3.1 表示。A 矩陣之縱列是由針對不同測站所計算之合成波頭尾相接
而成，而其橫行為同一測站對於不同子斷層及其各自所屬之震源機制所
計算之合成波。在 B 向量中則是連結所有觀測測站之紀錄波形，如此所
有記錄中之時間位置便可明確表示於逆推中。在 A 矩陣裡，橫行所包含
的元素數目由 x 向量所決定，而 x 向量之元素數目是每個子斷層 strike-slip
與 dip-slip 兩分量之總和，於逆推中藉由此兩分量不同比例的分配來擬合
觀測波形。上述線性系統可以最小平方法求解 x：
x=(ATA)-1ATB

(3.6)

於本研究中，(3.6)式中之已知數多於未知數，此種形式之逆推是屬於
over-determined 的問題，所以可以利用 SVD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並限制 x 為非負值解，將 A 矩陣分解成如下式：
A=UΛV T

(3.7)

A-1=VΛ-1U T

(3.8)

將(3.8)式帶回(3.6)式，即可求得 x 矩陣，藉以分析得出斷層面上的錯動分
布情形。然而在多數情況下，此解可能有不穩定的情況發生，需於逆推系
統中加入線性穩定限制，如 Smoothing、Damping、Minimization solution
等，並將解限制在非負的情況下，避免彼此干擾與相互消長的情況發生。
此逆推方式過去已成功應用在許多世界大型地震的震源過程研究
上，如 1983 Imperial Valley 地震(Hartzell, 1983)、1992 Landers 地震(Wald,
1994)以及 1994 Northridge 地震(Wald, 1996)等。

55

圖 3.1 Ax=B 線性逆推矩陣。其中 A 為子斷面之格林函數矩陣，B 為觀測
波形向量，x 向量即所欲推求之各子斷面上錯動量。

3.2.3 多重時間視窗 (Multiple-time window)
於計算格林函數時，必須假設一震源時間函數，而子斷層之震源持續
時間即為此時間函數之寬度。然而就大地震而言，其震源時間函數是非常
複雜的，不僅持續時間相對較長且於斷層面上不同位置有其各自之時間函
數。為模擬此一自然現象，於逆推中考慮 multiple-time window，使震源持
續時間與所釋放的能量大小能隨不同時間與位置進行改變。此外，破裂速
度亦是於逆推前需考慮的因素，發生於斷層面上不同位置所有的破裂必須
在破裂波前通過之後方可產生，亦即所謂的破裂延遲時間；當破裂波前通
過後緊接著才是震源持續時間，而 time window 越多時，震源持續時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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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長且複雜。而隨著 multiple-time window 的考慮，破裂延遲時間亦可依所
假設的初始破裂速度作一定範圍的變化，假設某子斷層於較後面的時間視
窗才產生破裂時，即反應其破裂延遲時間較長或該區的破裂速度較低，反
之若於第一個時間視窗便產生破裂，便指出其延遲時間較短且破裂速度接
近假設之初始破裂速度。經此邏輯推斷，若要使破裂速度落在合理的範圍
內，於初始破裂速度的假設上須以最大合理範圍內之破裂速度作為設定。
圖 3.2 為多重時間視窗在線性逆推系統中的設置方式，圖 3.3 為多重時間
視窗物理意義示意圖。可以看到，以多重時間視窗進行逆推不論在震源持
續時間的複雜度或是破裂延遲時間的決定上，均有較多的逆推彈性提供合
理的範圍進行變動。

圖 3.2 多重時間視窗在線性逆推系統 Ax=B 中的設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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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多重時間視窗(Multiple-time window)物理意義示意圖。
白色虛線表示不同 time-window 的等速度破裂波前。深灰色區域為
破裂帶。周圍之直角座標分別表示不同區域之滑移速度與累加之總
滑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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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平行化非負最小平方逆推法(Parallel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如前所述，多重時間視窗可以帶來較接近實際破裂現象之模擬結果，
因此在 921 集集地震的研究上更是不可獲缺。然而本研究為善加利用 921
地震豐富而密集的強震紀錄並確保方位包圍的完整性，因此採用大量的觀
測資料進行逆推，於此情況下若考慮 multiple-time window，將大大增加逆
推所宣告的矩陣尺度。經測試於單一工作站下，以 GNU 所提供之 g77 進
行編譯最多僅可達到 3 個 time-window 的計算，即便是以 pgf77 進行編譯，
最大計算量也僅達到 6 個 time-window。但就 921 地震而言，震源持續時
間至少在 15 秒以上，若格林函數之震源時間函數寬度為 2 秒，以單一工
作站的計算方式並無法獲得足夠長的震源持續時間，為此必須考慮藉助平
行計算的技術，將大量矩陣的宣告分散於參與計算的電腦節點中，如此不
但 time-window 的數量可以大大增加，並可大幅提昇計算效率。
由於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於程式設計上大部分的程序僅針
對單一行或列進行演算，因此其平行方式多屬於 local computing，於程式最佳
化的過程格外困難，經測試評估後採用 Virtual nodes parallel computing 的方式，
將矩陣 A 依據不同的 time-window 拆開分散到 virtual nodes 中，使單一 CPU 可
參與至少 12 個 virtual nodes 的計算，經測試於平行伺服器 GREEN 上將可進行
48 個 time-window 以上之計算，如此可確保逆推時能有足夠長之震源持續時
間。圖 3.4 為 Parallel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的矩陣設定方式，透過
MPI 將不同 time-window 的矩陣宣告分散於 virtual nodes 中，由於矩陣 A 會隨
計算過程而有所變更，藉由高速網路進行各計算節點間的資訊連結，可確保矩
陣 A 的變動於計算過程中能維持完整性與一致性，並提高整體的運算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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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Parallel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的矩陣設定方式示意圖。

3.2.5 Parallel NNLS 的進階應用
足夠數量的 time-window 除了可以有效反應較長的錯動持續時間並使
破裂速度有一定的變化範圍外，若 time-window 的數量達到一定程度時，
將可進行更深一層的物理分析。
首先以 6 個 time-window 為例(圖 3.5a)，此對應於大部分逆推方式可
以達到的程度，亦同時指出較短的 source time function 在時間-空間中所能
夠解析的範圍。可以看到於破裂到達之前屬於破裂延遲時間，在這段時間
內是無法解析的。而在假設之破裂波前通過之後，6 個 time-window 所包
含的持續時間即為可解析的範圍，隨著不同的初始破裂速度假設，延遲時
間的長短有所改變，能解析的範圍也有所不同(紅色與藍色部分)。當我們
增加 time-window 的數目後，於時間-空間中所能解析的範圍也隨之增加，
以 48 個 time-window 為例(圖 3.5b)，所包含的解析範圍較 6 個 time-window

60

時多出許多，表示於錯動時間上允許較長的持續，同時也可使破裂速度進
行更大範圍的變動，此亦反映出較多 time-window 所獲得的優勢，但可以
發現，於破裂延遲時間內的時間-空間範圍在此仍然無法解析。
此時若假設破裂速度無限大，亦即沒有破裂延遲時間的存在，於斷層
面上各子斷層的破裂可以於一開始時即發生，那麼因為破裂延遲時間所產
生的解析空白區域便會完全消失(圖 3.5c)，此又意味著初始破裂點可以在
空間中的任何一個或多個位置。當然雙震源或多震源同時破裂的可能性便
可於此逆推方式中看到。前述中所提到破裂速度無限大亦等於是無破裂延
遲時間的存在，即每個子斷層於破裂之初皆有機會開始產生破裂，而不必
等到破裂波前通過才進行破裂，換句話說藉由逆推可以決定不同的子斷層
的開始錯動時間，如此無形間於逆推過程中，破裂速度亦成為逆推可得到
的參數，而不必於逆推前便人為假設初始破裂速度。藉由大量的
time-window，可以讓每個子斷層的初始破裂時間與破裂速度非常有彈性且
能提供足夠長度的錯動持續時間。
更進一步再將每個子斷層的格林函數初始時間往前移至地震發生之前
(圖 3.5d)，那麼除了初始破裂位置是逆推變數之外，初始破裂時間也成為未
知數。理論上若觀測資料的絕對時間非常精確，這兩個重要參數便可藉由
逆推求得，甚至可以對初始破裂時間與位置重新定義。比較各種情況下可
以解析的時間-空間範圍及其背後的物理意義，更可以瞭解到藉由並列線性
逆推實現大量 time-window 的計算其進階應用在震源研究上所帶來的突破。
以上逆推理論的演進，過去的研究在單一工作站的架構下很難加以完
成，必須藉助平行計算的技術才可實現，因此從未有地震進行過類似的分
析。而集集地震是目前世界上資料最為完備的強烈地震之一，藉由此機會
結合全新發展的並列線性逆推技術，希望這個發生在我們所生長土地上的
921 集集地震能使台灣在地震學的研究領域上於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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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3.5 Parallel NNLS 的進階應用示意圖。上方為各種逆推情況下可解析的時間-空間示意圖，下方是各自所能反
映之震源時間函數。(a)六個 time-window，指出較短的 source time function 在時間-空間中所能夠解析的範
圍，其中紅色部分表示較慢的破裂速度的解析範圍；(b)四十八個 time-window 並考慮破裂延遲時間；(c)四
十八個 time-window 不考慮延遲時間，此時初始破裂位置為逆推變數；(d)四十八個 time-window 並將每個
子斷層的格林函數初始時間往前移至地震發生之前，初始破裂時間亦為可解析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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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料處理與模型設定
3.3.1 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的強地動觀測第一期六年計畫於一九九七年完成全省六
百餘個自由場強地動觀測站之設置，於車籠埔斷層沿線十公里範圍內約佈
設了三十多個測站。在集集地震主震中，強地動地震網一共激發了 441 個
強震站，並記錄到 663 筆資料。對於地震與地震工程學家而言，此次主震
的資料格外珍貴，因為其在斷層破裂區 20 公里的範圍內包含了近 60 筆的
紀錄，這對過去世界上的近場資料記錄數目來說整整多出了有五倍之多，
因此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對震源與地震物理行為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3.3.2 資料選取
研究中所採用之強震資料來自 BSSA 集集地震特刊(2001)由 Lee et. al
所提供之近場強震記錄光碟。所選取之自由場強地動觀測站之配置為 A900
強震儀，資料格式為十六位元，取樣率為每秒 200 點，可記錄最大正負 2G
之加速度，從 DC 到 50Hz 左右之加速度儀器響應幾為水平。由近場的強
震記錄裡發現，S 波之後的長週期大振幅成分相當清楚，經過兩次積分立
即顯現出程度不一的永久位移，這在過去台灣的強震記錄中是極為罕見
的。此外，於資料處理的過程中發現，積分成速度時常出現線性偏移，各
測站斜率的大小不一，再積分成位移後，即出現了明顯的長週期正弦波。
探討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強震儀在劇烈震動當中造成些微的 offset。將此一
斜率從積分後之速度中扣除後，即可獲得典型的近震源速度波形。
雖然氣象局強震測站部分均裝設 GPS 系統以進行時間矯正，但基於複
雜因素大部分的紀錄於時間上有些微的偏差，故 Lee et. al (2001)利用已知具
有絕對時間之測站結合理論走時之推算，對所有的主震紀錄進行必要之絕
對時間修正。觀測記錄的絕對時間對於錯動量時間-空間分佈的逆推上具有
相當的影響程度，故資料中對於絕對時間的控制為本研究的重要參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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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所採用之測站，包括 BSSA 特刊中所有關於震源逆推研究所採
用之強震資料(Ma, et al., 2001, Zeng and Chen, 2001, Wu et al., 2001) ，由於
受限於個別研究中的格林函數計算方式與其所採用的速度模型，大部分以
接近震源區的測站為主，這些測站總數為 63 個。除此之外，由於本研究
採用三維格林函數，於震波的走時及速度構造上的影響上有較佳的控制，
對於長震央距離的測站可獲得良好解析。基於上述的優點，研究中考慮加
入距離震源區較遠的測站於逆推中，使其在各方位上保持良好的測站包圍
性，並期能增加可能的震源訊息。圖 3.6 為最後選取之強震站位置圖，共
採用 103 個測站，每個測站均具 E-W、N-S、U-D 等 3 分量記錄，共 309
筆強震資料。此高密度之近場觀測資料，總資料量較過去之相關研究多出
至少一倍以上，透過對此豐富而高品質紀錄的研究，能對 921 集集地震的
震源過程有更為詳盡的瞭解。

3.3.3 資料處理流程
研究中對於觀測資料的處理流程如圖 3.7。首先將光碟中所提供之原
始加速度型態記錄進行一次積分至速度，接下來進行基線分析與修正，若
紀錄出現線性偏移則以上述方式加以去除，並進行帶通濾波 0.01~0.5Hz。
在時間的控制上，依據絕對時間修正的結果將所有資料校齊在主震發生時
間前 10 秒(01:47:06)並向後延伸 140 秒，不足之記錄以基線平均值加以補
齊。時間矯正後重新以 0.5sec 進行取樣，最後以發震時間(17:47:16)為起始
點擷取逆推所需之時間段，共持續 80 秒。對於格林函數之波形處理，其
於計算之初始設定上便已針對某些參數進行控制，故後續之處理較為單
純，僅需進行帶通濾波(0.01~0.5Hz)與重新取樣(0.5sec)兩個步驟即可。由
於 921 地震震源區域範圍廣大，於近場處非以單純之點源模式可以加以解
釋，故研究中直接以原始記錄之 E-W、N-S 及 U-D 三分量積分至速度進行
逆推，而不進行利用初始破裂點將資料旋轉至 R、T 分量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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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研究中所採用之氣象局自由場強震站位置圖。其中紅色三角形為
BSSA 集集地震特刊中所有關於震源逆推之研究所採用的強震測
站。藍色方形為本研究繼續加入之測站，確保各方位上良好的測站
包圍性，並期能增加可能的震源訊息。最後共採用 103 個測站，每
個測站均具 E-W、N-S、U-D 等 3 分量記錄，共 309 筆強震資料。
圖中以紅色星號表示集集震央，紅色實線為車籠埔斷層地表破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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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資料處理流程圖。左邊是觀測資料的處理流程，包括對原始資料進
行積分至速度型態、基線修正、時間修正、帶通濾波、重新取樣等
程序。右側是對格林函數的處理過程，包括帶通濾波與重新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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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斷層模型
車籠埔斷層幾何形貌之決定，鄭錦桐等(2000)藉由野外地表斷層露頭
作地表控制，並以較佳的餘震定位資料進行地下深度控制，透過趨勢面分
析法(trend surface analysis)獲得斷層破裂面的幾何形貌，並以震源機制解及
地表顯露的斷層面位態加以檢核。其處理過程詳述如下：
(a) 野外露頭量測資料：由康狄豪等(2000)的車籠埔斷層跡線資料，獲知
地表斷層的破裂情形，以作為破裂面與地表交線的控制。另由斷層滑
移向量所獲得破裂面近地表的傾角資料，亦用在趨勢面成果檢核中。
(b) 餘震重新定位：由餘震的深度分佈推估地下破裂面的深度。利用聯合
地震定位法(Join Hypocenter Determination, JHD)(Deey,1979)，採用陳燕
玲(1995)西部地區速度構造，共完成品質較佳的 327 個餘震重新定位。
(c) 趨勢面分析：根據地表露頭點及餘震震源資料，採用三次冪曲面建構
斷層破裂面幾何形貌。
(d) 趨勢面成果檢核：以主震及餘震的震源機制解及地表斷層破裂線跡資
料來檢核趨勢面成果，指出與實際資料十分吻合。
(e) 邊界的決定：以地表斷層破裂線、餘震分佈、主震及餘震的震源機制
解來決定，其最大深度約為 22 公里。斷層破裂面東北邊界大致以三義
-埔里地震密集帶為界，東側至郡大溪，南界則至瑞里附近。
此斷層趨勢面(圖 3.8)的主要特徵為：於斷層北緣接近石岡附近走向有
明顯的轉變，由北偏東 3 度轉向東北東方向，此走向的轉變為一漸變的過
程；主斷層面向東傾，於不同深度之傾角有所變化，近地表處之傾角較陡，
平均角度約為 30 度，隨著斷層逐漸加深傾角趨於緩和，在深度 10 km 以
下之平均下傾角度接近 10 度。此外，斷層趨勢面亦由南向北深度逐漸變
淺，於豐原附近出露至地表，形成顯著的地表破裂。根據薄皮理論的推斷
(Wang et al., 2000)，車籠埔斷層深處可能與緩緩向東傾斜之基盤滑脫面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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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故於較深處其下傾角度是趨於緩和的。王乾盈等(2001)以淺層反射震
測法探測錦水頁岩層所在，詳細分析車籠埔斷層的地下分佈趨勢，施測的
結果指出，車籠埔斷層面除了向東傾斜也向南傾斜，並於大坑以北迅速向
地表接近，最後迫使斷層於石岡附近出露地表。雖然三維斷層趨勢面於深
處的控制主要以餘震分佈為主，然而其預測之結果與薄皮理論的假設及淺
層反射震測的施測成果非常接近。
根據有限斷層理論，將三維斷層趨勢面劃分為 357 個子斷層(圖 3.8)，
每個子斷層為 3 x 3 公里之正方形，並在各子斷層中心假設一點源，由於
斷層面上不同位置各具相異的走向與傾角，故每個點源均有其不同的機制
型態。在滑移角的決定上，車籠埔斷層於 921 地震發生後其平均逆衝滑移
角度為 660，故於逆推中考慮以 rake 700 為主軸向左右各允許 500 的變動範
圍，成為 rake 200 與 rake 1200 兩個分量，經由逆推來決定不同子斷層中兩
分量之比例及其所合成之滑移角度。

68

69

(b)

圖 3.8 三維斷層趨勢面模型。 (a)俯視圖；(b)三維透視圖。黑色星號與黑色三角形分別為震源與自由場強
震站位置，不同深度之子斷層以色階表示，並以黑色實線標示出深度 5km、10km 與 15km 之等深度線。

(a)

3.4 模擬結果與討論
於逆推的過程中，考慮 rake200 與 rake1200 兩個分量，藉由逆推決定
兩分量的比重，使滑移角度可以在兩分量組合的過程中有 200~1200 間的變
化。一般逆推中還須考量加入線性穩定限制 Smoothing 與 Minimization
solution，依據不同的資料條件與模型假設給予適當的權重，並將解限制在
非負的情況下，避免彼此干擾與相互消長的情況發生。經過測試，由於本
研究在資料選取上採用了相當高密度的強震資料並於測站位置保持良好
的方位包圍性，因此錯動量分佈的逆推結果非常平滑而沒有產生局部集中
的現象，故 Smoothing 的限制條件可以省略並可大大減少矩陣 A 的宣告
量。至於 Minimization solution 的限制條件於此次研究中仍須加以考量，當
Multiple-time Window 的數目增加時，由於可逆推參數數目增加，會造成總
錯動量隨 time window 遞增的趨勢，此時 Minimization solution 將可扮演控
制總能量於合理範圍內的角色。除此之外，研究中亦發現 Minimization
solution 在近場震源逆推的研究上亦會影響錯動量分佈位置是否能落在適
當範圍，特別是在低角度逆衝斷層模型的研究中。下面首先針對
Multiple-time Window 的結果進行分析。

3.4.1 Multiple-time window
Multiple-time window 的物理意義，於 3.2.3 節中有詳細說明，其數目
越多，可以反映較長的震源持續時間，在 921 集集地震的震源研究上相當
需要進行這方面的考量。於研究中計算格林函數時所採用的震源時間函數
寬度為 2 秒，因此每個 time-window 寬度亦為 2 秒，於 Multiple-time window
的情況下 time-window 彼此間的重疊時間為 1 秒，若考慮 6 個 time window，
則每個子斷層的最長可能持續時間僅為 7 秒，這對大地震來說可能有所
不足，因此研究中將採用平行計算的技術，考慮 48 個 time-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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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此時總可能持續時間將接近 50 秒，可充分反映整個破裂的時間過程，實
際的破裂情況則由逆推結果決定。圖 3.9 為 不同 time-window 數目(亦即不
同持續時間)的逆推結果，分別為一個 time window、六個 time window、十
二個 time window、二十四個 time window 以及個別之觀測波(粗黑線)與合
成波(細紅線)之比較，由於研究中所使用的波形資料眾多，於此僅以震央
區附近的測站進行比較。在一個 time window 的情況下圖 3.9a，即破裂波
前通過後每個子斷層後僅有 2 秒的破裂持續時間，此時在波形擬合度上有
很大的差距[misfit= ( Ax − B) 2 / B 2 =0.98]，隨著 time-window 數目逐漸增加，
子斷層上之震源持續時間將有較大的彈性來充分反應實際的情況，因此波
形擬合度也逐漸提高，於 48 個 time-window 時，misfit 最小可達到 0.70。

3.4.2 Zero rupture delay time
於 3.2 節研究方法中提及，足夠數量的 time-window 除了可以有
效 反 應 較 長 的錯 動 持 續 時間 外 ， 並 可使破 裂 速 度 進 行一 定 範 圍 的變
化，若 time-window 的數目達到一定程度時(即可充分反映子斷層上之
錯動持續時間)，配合觀測波形精確的絕對時間，理論上可進行破裂速
度無限大的假設，即沒有破裂延遲時間的存在，使可解析的時間-空間
範圍更為完整。下面的結果將針對以上論點，以 48 個 time-window 進
行 分 析 。 於 考量 破 裂 延 遲時 間 的 情 況下， 利 用 較 大 的初 始 破 裂 速度
5.0km/s 來增加其可變動範圍，逆推結果如圖 3.10a。考慮無破裂延遲
時間的情況，每個子斷層於初始破裂的同時皆有發生錯動的可能，其
逆推結果如圖 3.10b。圖 3.10c 是將每個子斷層的格林函數初始時間往
前移至地震發生之前，使初始破裂時間也成為可逆推參數。由比較結
果可以看到，三者的總錯動量分佈情形幾乎相同，由於此三種逆推設
定主要的差異在於時間變數的解析範圍，因此空間上的總錯動量分佈
並無太大不同，然而若就逆推結果的時間演進作比較，於解釋上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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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不同逆推假設之結果比較。上方為總錯動量，下方是於各種逆推
情況下前 8 秒之破裂情形。
(a) 考慮初始破裂速度(Vr=5.0 km/s)，初始破裂時間與位置已固定。
(b) 不考慮初始破裂速度，亦即沒有假設破裂延遲時間的情況，每個
子斷層於初始破裂的同時皆有發生錯動的可能，即初始破裂位置
為逆推變數。
(c) 將每個子斷層的格林函數初始時間往前移至地震發生之前 5 秒，
此時初始破裂時間成為可逆推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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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不同。圖 3.10 下方為三種情況破裂過程的前 8 秒結果，可以看到在
假設破裂延遲時間的情況下，破裂主要由初始破裂點出發並逐漸向外傳
播。而在無破裂延遲時間的作法下，破裂初始位置將分散在斷層面上各
處，但能量相對較小，第四秒後於集集震央周圍產生較大的能量。最後於
初始破裂時間未知的情況下(格林函數調整至地震發生前 5 秒)，於集集地
震初始破裂時間前便可看到有些許錯動於斷層面上產生，同樣於第 8 秒後
在集集震央周圍開始產生較大的能量。若絕對時間正確的話，這些逆推結
果將能確實反映實際錯動在時間-空間中的發生情況，然而於 921 地震的強
震資料中，大部分測站的時間並沒有 GPS 的精確校準，即使經過後續的人
為時間校正，亦是利用理論走時來加以推斷，故研究中最後採用具破裂速
度的逆推結果，而其它兩種情況的逆推結果於此暫持保留，有待後續進行
更為深入的研究。

3.4.3 靜態錯動量分佈分 析
分佈與量值
圖 3.11 為具破裂延遲時間並考慮 48 個 time-window 的最終逆推結果，
首先分析其靜態錯動量的分佈情形。由斷層面深度等值線可以看到，大部
分的錯動發生在深度 10 公里以上的地方，約相當於震央至地表之間。斷
層南端的錯動量相對較小且範圍較窄，平均錯動量約為 2 公尺，錯動區域
寬度約 10 公里，越向北端錯動量逐漸加大且範圍加寬，於斷層轉折處錯
動量達到最大 15.8 公尺(深 4.5 公里處)，此一大錯動區並向下延伸至深度
10 公里以下。最大錯動區發生在地表附近並穿越大甲溪，造成 921 地震的
驚人地表破裂現象-碑豐橋下 8 公尺位移量之斷層瀑布。過去的研究於斷層
深處同樣有看到此一大錯動區域(Lee and Ma, 2000)，然而由於斷層幾何較
為單純且資料解析度有限，因而在分析上深部的錯動區會誤判為與淺層錯
動區無關之獨立 Asperity。在本研究中，利用三維斷層趨勢面對於斷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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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貌的良好控制，加上密集的強震網資料，可以清楚看到淺部與深部的大
錯動區實際上是連成一體的。在斷層朝東西向發展後，其錯動量逐漸減弱
且沒有向下延伸的趨勢，同時可以觀察到，雖然斷層趨勢面的幾何變化於
北端是平滑漸進的，然而此區域的錯動量明顯沒有與前述深部錯動區域結
合。另外，震央附近的錯動量相對較小，約 1.5 公尺，此現象在國外許多
大地震的震源研究中亦有同樣的發現。相對於淺處，於斷層面深部 10 公
里以下的區域其錯動量並沒有那麼明顯，但仍然有些許分佈在傾角趨緩的
地區，並與前述之深部錯動區域相連，其平均滑移量約 1 公尺。這些靜態
錯動量的逆推結果顯示，此次集集地震斷層活動，除了位於淺處之車籠埔
主要斷層面外，在深部傾角較為緩和的基盤滑脫面亦參與在其中，並佔有
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滑移方向
將逆推中所採用的兩個分量 rake 200 與 rake 1200 兩個分量依其比例結
合，可以獲知每個子斷層之滑移角的變化。圖 3.11a 與 3.11b 為兩分量的分
佈情形，由於研究中以集集地震的平均滑移量 700±500 進行考量，因此整
體看來逆推結果兩分量的分佈與比例較為平均，然而在細部上仍有所不
同。圖 3.11c 是結合兩分量所得之滑移向量，其中箭頭指示滑移的方向與
量值的大小。可以觀察到大部分的子斷層滑移方向以西北-東南方向為主，
平均滑移角度在 60~70 度，此角度非常接近 Harvard CMT 所公佈的震源機
制。然而就每個子斷層而言，由於三維趨勢面在走向上南北有顯著的變
化，因此滑移角的方向在每個子斷層的定義中是有所不同的，以斷層中段
與南段的子斷層來看，因其走向接近 00，因此平均滑移角確實是在 66 度
附近，但對於斷層轉折處之子斷層，由於走向逐漸轉向東方，而滑移方向
也逐漸由 660 轉向 900，亦即接近 dip-slip 的位置，甚至有些子斷層會出現
超過 900 的滑移方向。由此可看出，主要應力方向於震源區中並無多大的
變化，然而就斷層面而言因幾何型態的改變，造成定義上產生截然不同的
滑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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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最終逆推結果。(a)Rake200 分量的錯動分佈；(b) Rake1200 分量的錯動分佈；(c)總錯動量分佈。
紅色星號表示集集地震震央位置。車籠埔斷層以粗黑線表示。於斷層面上不同深度每隔 5km 以實黑線標出。
(c)中之箭號指示滑移方向，其大小對應於錯動之量值。錯動量色階與箭號大小如右側圖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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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斷層北端走向轉向東西方向的區域，滑移向量的分佈極不均
勻，較深的部分偏向 strike-slip 而淺處則偏向 dip-slip，接近轉則區域時則
轉向 dip-slip 為主。由地表破裂的觀測發現，此區域的地表破裂分佈非常
複雜，因此該區呈現較為不規則的滑移方向是可以預期的。特別要注意
的，於斷層中段深處相當於基盤滑脫面所在位置，雖然錯動量相對較小，
但可以看到其滑移向量偏向 strike-slip，於北端與深部大錯動區域接合後，
滑移方向突然轉向 dip-slip 甚至大於 900，此是否意味破裂能量於傳播的過
程中在北端遭遇強大阻力迫使破裂方向產生劇烈變化，關於這方面的論點
將於破裂時間分佈的章節中進行討論。
合成波 v.s 觀測波形
圖 3.12 是觀測波形與逆推所得之合成波比較，每一列分別表示 E-W、
N-S 與 U-D 分量，橫行為同一測站之速度型態資料。觀測波形以粗黑線、
合成波以細紅線表示，將觀測波形之最大速度值置於波列後方以便於進行
比較。由於研究中所採用的強震資料眾多，因此依測站所處之位置將之分
為五個部分，分別是近場震源區：包括斷層上磐、斷層地表破裂沿線與部
分下磐之測站，共 20 個；斷層西側區：包括台中、彰化等地區，主要為
TCU 測站，共 19 個；斷層東側區：花蓮、台東一帶之測站，共 23 個；斷
層北側區：台北、新竹、宜蘭一帶之測站，共 20 個；斷層南側區：嘉南
與高屏地區測站，共 21 個。
整體看來，在波形的振幅能量與頻率特性的表現上，合成波對於觀測
波形有極佳的擬合程度，除了少數幾個速度特別大的紀錄外，如
TCU068e、TCU068n、TCU052e 等，由於其振幅比其它測站大了許多，逆
推時較難以完全掌握。此外，Z-component 的擬合程度普遍較其餘兩個分
量來的好，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於該分量在此次集集地震的紀錄中所佔的
能量相對較小，而相對較小的振幅於逆推過程中較容易加以模擬。就不同
區域的測站來看，以近場震源區(圖 3.12a)之測站的模擬結果最佳，不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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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振幅大小與波形上，三個分量均可模擬的不錯。斷層西側區的測站(圖
3.12b)，Z-component 的擬合度非常高，後續的表面波亦有不錯的解析，然
而 E 與 N 兩個分量擬合度便沒有如此理想，特別是在後面的表面波波相。
在斷層東側區花蓮、台東一帶，觀測波 形普遍呈現長週期的能量(圖
3.12c)，特別是在縱谷北部，此區的波形均有一定程度的擬合，然而南邊
出現較高頻紀錄的測站，擬合度便普遍不理想，但在最大振幅上仍有不錯
的解釋。斷層區北端(圖 3.12d)的測站大部分記錄較為低頻而單純，而波形
擬合度雖然大部分在可接受範圍內，但有些紀錄出現時間與波形上的些微
偏移，由於斷層北端呈現複雜的地表破裂現象，這些小斷層在模擬的過程
中並沒有加以考量，可能因而忽略這些附屬斷層所造成的影響。最後是斷
層南端嘉南一帶的測站(圖 3.12e)，此區的觀測波形呈現較為高頻的情況，
並於後續產生許多表面波震盪，就合成波擬合度來看，其模擬程度尚可，
然而某些測站於先天記錄中便存在嚴重的基線偏移而無法加以解釋，此外
表面波的部分所遇到的情況則和西部測站相同。由於表面波的生成與淺層
構造有直接的關係，雖然研究中已採用三維速度構造與三維波傳進行格林
函數的計算，然而對於近地表淺層部分的低速構造在三維速度模型中仍然
無法加以解析，因此表面波的生成可能不盡完整，因而造成模擬上的困難。
另外，於研究中發現部分觀測記錄有方向錯誤的可能，如 TCU136 測站
的 E-component，Wu et. al.(2001)亦指出，TCU074 測站的 Z-component、HWA033
之 E-component、CHY080 的 Z-component、CHY1015 之 E-component 以及
TCU136 測站的 E-component 等記錄有極性顛倒的現象。此外，CHY080、
CHY028 兩測站記錄有相對明顯的長週期雜訊。然而為保持原始資料的完整性
與處理的一致性，研究中並未特別針對這些存疑記錄進行修正。就震源逆推結
果來評斷，以超過三百筆的觀測資料與震央距一百公里以上之近場強震資料進
行逆推，於其過程中原本便具相當之困難度，研究中能分析至如此良好的擬合
程度其成果已屬難得。在格林函數的計算上，若可以進一步根據更為精確之三
維速度模型進行計算，模擬結果或許仍有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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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a 近場震源區測站之觀測波形與合成波比較。右側為波形比較，左圖標示測站所在位置。

圖 3.12b 斷層西側測站之觀測波形與合成波比較。右側為波形比較，左圖標示測站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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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c 斷層東側測站之觀測波形與合成波比較。右側為波形比較，左圖標示測站所在位置。

圖 3.12d 斷層北端測站之觀測波形與合成波比較。右側為波形比較，左圖標示測站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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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e 斷層南端測站之觀測波形與合成波比較。右側為波形比較，左圖標示測站所在位置。

3.4.4 動態破裂過程分析
過去的研究，受限於計算技術，大部分僅可考量較短的持續時間，即
使是近來被廣泛研究的九二一地震，最長破裂持續時間也僅達到 20 秒。
透過並列線性逆推技術，研究中所採用的 48 個 time-windows，使總可能
持續時間達到近 50 秒，可完整反映整個破裂的時間過程，並使破裂速度
能於更大範圍內進行變化，不論在錯動量的時間分佈或子斷層的破裂行為
上，將能夠以較高的解析能力來加以呈現。研究結果指出，九二一集集地
震的動態破裂過程較過去的認知複雜了許多，特別是在子斷層(即斷層不同
區域)隨時間的錯動行為上，以下將個別詳加說明。
破裂時間-空間分佈
研究中以初始破裂速度 5.0 作為假設，使斷層面上之子斷層於破裂波
前通過之後的時間中，依據各 time-window 的錯動產生時間，判定真實之
破裂速度所產生的破裂延遲時間以及後續之破裂持續時間。圖 3.13 為 921
集集地震的錯動量時間-空間分佈圖。於此種假設下，破裂初始位置維持在
集集震央附近，前 4 秒的錯動量非常微弱，到了第五秒震央西南方出現較
大的錯動，並開始向北方推進，於此同時震央東南方也開始產生錯動(7
sec)，同樣地隨的時間的演進錯動量漸漸向北移動；於震央發生錯動 11 秒
後，整個斷層面上的能量傳播到達斷層中部，接近草屯、中寮附近，此時
不論淺部或深部的錯動量均降低下來，主要破裂波前的前進速度非常緩慢
而幾近停頓的狀態，至第 17 秒前，除了餘震央西南方持續零星的錯動外，
主要破裂位置幾乎沒有多大變化，但錯動量大小則有隨時間增加的趨勢；
由此判定，在草屯附近可能存在第一個斷層面上的 Asperity，破裂波前必
須克服此斷層面上的障礙方能繼續往前傳播。18 秒後，破裂波前終於克服
障礙繼而向北推進，由於克服 Asperity 後所釋放出來的強大應力累積能
量，使其後續的破裂行為一發不可收拾，破裂範圍快速擴大並有向東方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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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921 集集地震的錯動量時間-空間瞬時分佈圖。標示出每間隔 1 秒之瞬時錯動，同時亦可反映每個 time-window
加上 rupture delay time 後的實際錯動位置。紅色星號表示集集地震震央；車籠埔斷層以粗紅線表示。

層深處擴展的趨勢，此發展醞釀了即將發生的車籠埔斷層面上最劇烈錯動
行為。在初始破裂發生後 21 秒，於埔里北方的斷層深處突然產生強烈的
錯動，並迅速向西北方斷層淺處傳播，形成長 25 km 寬 10 km 之強烈滑動
帶，為車籠埔斷層面上第二的 Asperity 所在，在 24 秒時此強烈滑動帶之能
量到達接近地表處，並與淺部的錯動相遇在斷層北端，此一匯集爆發出驚
人的錯動，釋放巨大的能量並持續至 28 秒，造成豐原、石岡附近的慘重
災情。29 秒以後，錯動漸趨緩和，但仍有些許能量持續由斷層中部向北方
傳播，而斷層轉折後呈接近東西走向的部分，30 秒後的錯動主要發生在此
區域，但所釋放的能量相對較小。初始錯動 50 秒後，微小破裂持續在斷
層淺處各地發生並陸續向北端傳遞，最後於 60 秒時完全停止，至此結束
整個 921 集集地震車籠埔斷層面上的錯動時間分佈。
滑移時間序列
由錯動量時間-空間分佈可以看出，921 集集地震在整個車籠埔斷層上
的總錯動持續時間長達 60 秒，相較於過去的研究結果，此次所解析出之
持續時間多了將近一倍。就細部斷層面上各區域的錯動行為來看，研究結
果亦較過去能進行更為精確的解釋。圖 3.14 為斷層面上不同位置的滑移速
度與滑移量隨時間變化圖，上方為滑移速率、下方為滑移量。可觀察到各
區域有很大的差異性，此顯示錯動量於斷層面上的發生非常不均勻。首先
以地表破裂附近之子斷層進行分析，在斷層南端的子斷層所顯示出之滑移
速率並不大，但是於 10~50 秒間滑動持續不斷地發生，從錯動量-時間圖可
以清楚看到，總滑移量是在長達 30 秒以上的時間斷斷續續累積起來的。
在斷層中部，子斷層總持續時間仍然很長，但開始出現振幅較高且持續時
間較長的滑移速率，亦即所產生的震波會有較長週期的錯動；值得注意的
是，這些長週期的部分，大都發生在破裂波前通過產生的微量錯動後才發
生，這個現象可以反映到錯動量時間-空間分佈所看到的現象，即於草屯附
近存在一個 Asperity，使錯動於開始之初並不大，經過一段時間克服了阻
力(摩擦現象改變，由靜摩擦力逐漸轉換到動摩擦力)才開始釋放大量的長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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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量。延著斷層破裂線越往北端，總持續時間相對變短，但速率的持續
週期變長。在豐原附近之斷層轉折處(subfault 73)，最大破裂速率突然增大，
達到 3.35 m/s，其持續時間約 10 秒，造成了 15.8m 的位移量，這個現象在
斷層深處的地方同樣可以明顯觀察到，破裂速率突然快速增加，持續時間
約 10 秒後便迅速停止下來，後續幾乎沒有任何錯動產生，由這個結果指出，
斷層北端的滑移速率非常大，但總錯動持續時間相對較短。整體來看，錯
動量在地表處由南向北逐漸遞增，於草屯附近有一局部高峰，到了斷層北
端轉折處達到最大，此點與野外量測的結果非常接近(侯進雄等，2000)。相
較於斷層地表破裂線，於斷層中深度(相當於震源深度)的子斷層，其破裂特
性由南向北亦可看到類似的情況，南端滑移速率較低，但錯動次數較多，
中端與北端的滑移速率較高、持續週期長但次數相對較少，而累積之總滑
移量卻較南端多了許多。唯一與地表子斷層不同的是，中深部斷層的總持
續時間平均較短(約 30 秒)。隨著斷層於北端逐漸向東西方向轉進，滑移速
率與累積錯動量逐漸變小，但仍可以看到多次零星的滑動發生。至於斷層
南側的部分，錯動的發生並不明顯，大部分均於破裂波前通過產生微弱滑
動後便歸於平靜。特別一提的是，於埔里盆地北方之斷層深處所存在之大
錯動量位置(以 subfault 227 為例)，其最大滑移速率極高但持續時間僅約 10
秒，之後便趨於穩定。由此可以佐證，於初始破裂時間後 21~24 秒所產生
的大範圍極大錯動區，其破裂行為是屬於同一機制，隨著時間的演進，破
裂逐漸由深部向淺處推進，最後在地表造成嚴重破壞。
過去的研究基於於數值技術上的考量，逆推結果會受到有限的震源持
續時間範圍所影響，若 time-window 所提供的震源時間函數不夠長，可能
會使後續時間函數所釋放之能量以遠處子斷層的錯動來加以解釋。本研究
除了對於觀測波形加入絕對時間的控制，並利用平行計算技術，使震源持
續時間足以充分反映可能的情況，如各別子斷層達到 30 秒以上的錯動持
續時間、滑移量於不同時間連續或間續發生以及破裂波前接近停頓等現
象，皆是第一次在震源研究中做較完整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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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斷層面上於不同位置之子斷層的滑移速度與滑移量隨時間變化圖。
紅色星號表示集集地震震央；車籠埔斷層以粗黑線表示。黑色虛線
表示斷層面上之等深度線。周圍 x-y 座標圖表示子斷層之震源函
數，上方表示滑移速率、下方為累積滑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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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速度
在多重時間視窗的逆推假設下，破裂速度可以藉由逆推獲得小於初始
破裂速度的變動，若於第一個時間視窗便發生錯動，表示此子斷層之破裂
較早，破裂速度接近初始假設值；反之，若於較後面的視窗方產生錯動，
反映其延遲時間較長，破裂速度低於初始假設值，故多重時間視窗越多可
允許較長的破裂延遲時間並反映較低的破裂速度。圖 3.15a 是假設初始破
裂速度 5.0 km/s 時，破裂波前於斷層面上的傳播時間，圖 3.15b 為經過逆
推後的實際傳播的延遲時間圖，當錯動的振幅達到 0.1m 時將判定為破裂
波前能量通過，而錯動振幅小於 0.1m 便難以判斷有無破裂通過，將各子
斷層與震央間的最短距離除上逆推所得之破裂傳播時間即為各區域的破
裂速度(圖 3.15c)。由逆推結果可以看出，破裂延遲時間的分佈與初始假設
值有非常大的不同，於斷層面上破裂速度非常不均勻，震央深度以上破裂
速度相對較快，深處的斷層破裂速度明顯變慢。由震央附近的破裂時間分
佈推斷，初始破裂主要發生在集集震央深度以上之斷層淺部。在斷層地表
破裂附近，破裂速度似乎有行進較快的趨勢，是否受到自由表面之影響，
其物理機制仍有待探討。此外，於埔里北方之斷層深處，其破裂發生時間
較周圍其它區域晚 2~4 秒，破裂速度屬相對低區，比對該區之震源時間函
數可以看到，除了其延遲時間較長外，滑移速度也異常的大，這種現象通
常發生在克服靜態摩擦個過程，一旦靜態摩擦克服後，所累積之應力瞬間
釋放，造成滑移快速的發生。由於研究中共採用 48 個時間視窗，使得斷
層面上整體破裂物理參數的變動範圍有更大的彈性，甚至有機會出現多重
事件的可能，在動態破裂過程與子斷層震源時間函數的分析中已觀察到這
種現象，雖然破裂速度在此情況下的判定較為困難，但也更接近自然界的
真實情形。由破裂速度的複雜分佈的看來，集集地震震源的破裂過程極為
複雜，除了可能受到車籠埔斷層面上幾何形狀的影響外，斷層面上初始應
力的不均勻分佈亦會影響破裂發生後能量的傳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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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3.15 (a)假設初始破裂速度 5.0 km/s 時，破裂波前於斷層面上的傳播時間；(b)經過逆推後實際傳播的延
遲時間；(c)將各子斷層與震央間的最短距離除上逆推所得之破裂傳播時間即為各區域的破裂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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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time, Duration time and Slip velocity
於破裂分析中可以看到，集集地震的錯動量在斷層面上不同位置有很
大的差異性。研究中還可看到，動態破裂的過程也存在明顯的變化，雖然
這點於過去的研究中亦有所發現，但在解釋上本研究的結果卻不盡相同。
首先就揚起時間(Rise time)來看，由前面分析結果可以看出破裂並非單純
的單一事件，許多地方均出現多次錯動的現象，特別是在斷層淺部。由於
Rise time 的基本定義為單一事件中震源時間函數上升揚起的時間，然而在
如此複雜的破裂行為裡，依傳統方式定義出 Rise time 是有其困難性，故研
究中以每個子斷層之初始錯動至最大瞬間錯動之間的時間對 rise time 重新
定義，由圖 3.16a 的結果中可以看到 rise-time 分佈極不均勻，於震央附近
的子斷層有較長的 rise-time，而接近地表破裂的子斷層其時間相對較短。
此外，在斷層南端與北端亦有很長的揚起時間，雖然這些區域的總錯動量
並不大。特別的是，於轉折處之極大錯動區域，其揚起時間在斷層深部是
相對較短的，但接近到地表時則有比較長的揚起時間。
關於錯動持續時間(Duration time)，由於重複錯動現象的發生，故研究
中以個別子斷層總錯動量達到 90%所花費的時間減去達總錯動量 10%所需
時間，對 duration time 重新定義。圖 3.16b 為斷層面上錯動持續時間的分
佈情形，相較於 rise-time 其顯示出較為單純的分佈。以震央深度為參考，
於其以上的斷層淺處大部分的持續時間均較長，平均錯動持續時間在 20
秒以上；於集集震源深度以下的區域，錯動時間相對短了許多，平均在 10
秒以下。此現象於北端轉折後之斷層也有同樣的發現，淺處持續時間較
長，但整個區域的持續時間還是相對較短，平均約為 15 秒；在埔里盆地
北端附近開始產生的極大錯動區域，其持續時間非常短暫，僅維持不到 10
秒，此區域並一直延伸至接近地表之斷層轉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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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針對滑移速度進行分析，同樣由於複雜的多重破裂現象，僅考量
破裂過程中的最大滑移速度。由圖 3.16c 可以看出，滑移速度大致隨震央
距離加大而增加，於斷層中段較大的滑移速度主要分佈在中深度 5~10 公
里間，平均滑移速度為 0.8 m/s，隨著朝北端前進，最大滑移區逐漸往地表
方向移動，並於斷層北端轉折處達到最大 3.35 m/s。
針對前述 Rise-time、Duration time 與 Max. Slip Velocity 同時進行比較
後，可發現三者間有著微妙關連。於斷層北端之西北-東南向之極大錯動區
域，Rise-time 與 Duration-time 均呈現時間值較短的趨勢，然而卻有著最大
滑移速度。此指出該區域的錯動是瞬間達到極高之破裂速度但隨即快速衰
退而趨於平靜，其中間的變化僅不到 10 秒鐘的時間範圍。於震央區附近，
隨著深度有截然不同的破裂行為，於淺處 rise-time 短而 duration time 長，
指出破裂速度急速上升而隨著時間緩緩下降；在震央深度以下的斷層深
處，rise-time 長而 duration time 短，反映此區域的錯動是慢慢發生逐漸達
到最大，而後旋即結束。斷層轉折後的北段亦屬於此種破裂特性，rise-time
時間長而持續時間相對較短。比較特別的是在地表破裂轉折處附近，
rise-time 與 duration time 均非常地久，指出該區的破裂非常複雜，錯動了
一段時間後才出現最大瞬間滑移量與滑移速度，之後又維持了長時間的滑
動。這些高解析度的破裂物理特性一再地指出，車籠埔斷層的破裂過程是
極為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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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圖 3.16 揚起時間、破裂持續時間與最大滑移速度分佈圖。
(a)Rise Time: 以每個子斷層之初始錯動至最大瞬間滑移速度之間的時間定義。
(b)Duration Time: 個別子斷層總錯動量達到 90%所花費的時間減去達總錯動量 10%所需時間。
(c)Max. Slip Velocity: 破裂過程中各子斷層所出現的最大滑移速度。

(a)

3.4.5 破裂分佈討論
錯動量與餘震分佈
圖 3.17 為最終逆推結果與 921 餘震分佈的比較圖。餘震時間由 1999
年 9 月到 1999 年 11 月，即主震發生後兩個月間由中央氣象局所訂定出之
規模大於 1 餘震。雖然所採用的餘震資料尚未經過更進一步之重新定位，
但其與錯動量分佈間的比對仍然有很合理的相關性。發生大量錯動的區域
其餘震分佈相對較少，而規模較大的餘震主要發生在主震錯動量結束的周
圍。由於主震錯動發生後，於震源區域之應力大部分均已釋放完畢，因此
餘震發生機率偏低，然而在主震錯動區域周圍，除了尚未釋放之大地應力
外，加上主震應力釋放後所造成的應力轉移，造成大部分的餘震均發生在
主震錯動帶的周圍。這個現象在過去許多研究中都有觀察到，如 1992
Landers 地震(Wald and Heaton, 1994)、1994 Northridge 地震(Wald, 1996)等。
錯動量分佈與斷層面幾何
由動態錯動量分佈(圖 3.13)可以看到，主要破裂於草屯附近幾乎停
頓，就整體破裂分佈來看，此區的錯動量相對較高，因此推斷草屯附近在
斷層破裂過程中為一 Asperity。至於其形成原因，由地表破裂可以觀察到(圖
3.18a)，草屯附近的破裂線變化較為曲折，於草屯市南端斷層向西方稍微
偏移隨後保持北偏東 3 度的行進方向，之後於霧峰鄉北端向東方偏移回復
到原本主要方位。與王乾盈(2000)淺層反射震測的結果比較(圖 3.18b)，草
屯-霧峰間錦水頁岩的地下形貌呈現相對高區的情形，這些現象均指出，車
籠埔斷層面於此處可能非平緩之平面，而集集地震破裂的過程在此處遭遇
到較大的阻力，形成斷層面上的 Asperity，當累積之應力克服此一障礙，
能量突然大量釋放，因而產生較大的錯動。此外，於埔里盆地北端斷層深
處延伸至豐原-石岡附近之極大錯動區，與錦水頁岩的地下形貌比對後可看
到兩者間有相當的關係。錦水頁岩在草屯-霧峰之後，於竹子坑-大坑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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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緩和的角度慢慢變淺，過了大坑斷層面迅速下傾隨即又分階段上升且直
逼地表，由動態破裂的過程中可以看到，破裂波前於草屯-霧峰處克服阻力
後破裂挾著極強的力道朝北至東北方向的扇形區域快速發展，突然遭遇此
一屏障後，動能無法於短時間內克服阻力轉而循傾角較緩的西北方發展，
配合原本便已存在之西北-東南方向之大地應力，錯動因而從斷層深處發生
並順勢快速突出地表。王乾盈等(2000)由淺層反射震測的結果推斷，錦水
頁岩於大坑以北迅速向地表接近，迫使斷層破裂順勢朝地表發展，造成石
岡附近極大的錯動，此推論與本研究的結果非常一致。
於斷層最北端之錯動量分佈中可以觀察到，此區的錯動似乎與主要錯
動是分離開來的，由動態錯動分析可以看出，斷層北端的錯動方向並不穩
定，破裂方向約略是由東南斷層深處向北北西淺處發展，最後集中在豐原
-石岡附近。由此推斷，於北部轉折後之斷層是於地震發生之前便存在之弱
面，地震發生之後破裂即依此弱面的幾何形貌進行，整個斷層系統的幾何
形貌是連續漸變的，而非集集地震發生後才產生的地震斷層。
淺層反射震測的結果顯示出複雜的錦水頁岩地下形貌，雖然本研究所
採用的三維斷層趨勢面模型並沒有達到如此的精確性，但藉由高密度近場
觀測資料的逆推結果配合淺層反射震測的解釋，仍究可以指出，車籠埔斷
層在地下之構造形貌可能是控制其破裂行為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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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最終錯動量分佈逆推結果與 921 餘震分佈的比較圖。
餘震時間由 1999 年 9 月到 1999 年 11 月，即主震發生後兩個月間
中央氣象局所定位出規模大於 ML=1 之餘震，以白色空心圓表示，
不同空心圓大小代表不同之規模。黑色星號為集集地震震央；車籠
埔斷層以粗黑線表示；黑色三角形為氣象局自由場強震網所在位
置。圖中亦以黑色實線標示出斷層面上深度 5km、10km 與 15km
之等深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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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8 錯動量分佈與斷層面幾何關係圖
(a) 斷層面上錯動量空間分佈立體俯視圖。黑色星號為集集地震震
央；車籠埔斷層以粗黑線表示；黑色三角形為氣象局自由場強震
網所在位置。於斷層沿線由南向北依序標示出竹山、名間、草屯、
霧峰、竹子坑、大坑、豐原、石岡等地之相對位置。
(b) 車籠埔斷層淺層反射震測施測結果(摘自 Wang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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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震源參數
將最終逆推結果中的 x 向量疊加，可求出地震所釋放之總地震矩 M0。
結果指出，集集地震之地震矩 M0 約略為 1.98x1027 dyne-cm，這個結果與
Harvard CMT 利用 Moment tensor 所得到的 4.1x1027dyne-cm 及日本 ERI
auto CMT 之 2.48x1027dyne-cm 非常接近。將各子斷層同一時間所釋放之能
量進行疊加，即為圖 3.19 所示之平均地震矩率函數(Average moment rate
function)，其時間座標原點為初始發震時間。 可以看出此次地震總持續時
間長達 60 秒，於 20~26 秒間有最大的能量釋放，之後便急速衰減，於 60
秒後完全結束。針對各子斷層於不同時間之走向、滑移、傾角總加起來進
行平均，得到車籠埔斷層面上的平均震源機制，分別為 strike270、dip190 、
rake680，與 Harvard CMT 於地震之初所發佈的結果相差不多，若僅考慮滑
移量前 70%之子斷層，平均機制為 strike170、dip250 與 rake660。最大錯移
量為 15.8 公尺，位在北端斷層轉折附近深 4.5 公里處，而平均滑移量為 1.76
公尺(僅針對具錯動量區域進行統計)。另外，rise-time、duration time 與 slip
velocity 之平均值分別是 6 sec、14 sec 與 0.5 m/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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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平均地震矩率函數(Average moment rate function)，其時間座標原點
為初始發震時間(19990921:01:47:16)。總持續時間長達 60 秒，於
20~26 秒間有最大的能量釋放，之後便急速衰減，於 60 秒後完全
結束。

99

3.5 震源破裂過程分析結論
於本章震源破裂過程分析所得到的成果歸納整理如下：
在資料與方法方面，為求獲得高精度之解析能力，研究中嘗試於多方
面進行突破：資料上採高密度之近場觀測資料並加入絕對時間的考量，總
資料量較過去之研究多出至少一倍以上，完整提供了震源時間-空間訊息並
確保方位包圍完整性；在斷層模型的設定上，三維斷層趨勢面模型可充分
表示出車籠埔斷層面的分佈趨勢，減少逆推過程中模型本身所產生的誤
差；研究中的最大突破在於三維格林函數的採用，藉由對路徑項的有效掌
握可使震源效應更精確地凸顯出來。在逆推主體上，由於研究中所考慮的
時間-空間未知變數數量龐大，藉由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平
行計算程式的發展，將計算量分散於多個參與計算的電腦節點中，達到巨
量數值高速計算之目的。透過 Parallel NNLS 程式，對於破裂延遲時間、震
源持續時間及其它震源參數上均有較大的空間與彈性，有助於更精確地了
解集集地震的破裂時間-空間過程。
在逆推成果方面，最佳解由 48 個 time-window 所完成。結果顯示，921
集集地震的震源總錯動持續時間接近 60 秒，其破裂過程不論在靜態或動態
上均極為複雜；靜態破裂分析指出，主要錯動發生在深度 10 公里以上的斷
層淺部，最大錯動量 15.8 公尺位在斷層北端轉折區深處，並向下延伸至 15
公里深處，此極大錯動區屬於同一發生機制而非獨立事件；動態破裂分析
中更可明顯看出，斷層面上南北兩端有著截然不同的破裂行為，南端由滑
移速率小但次數較多之重複錯移所構成，錯動持續時間長達 30 秒，而北端
極大破裂區之破裂行為主要由滑移速率極高、持續時間僅 10 秒之單一錯動
所支配。與過去的 921 震源研究做比較，本研究於靜態破裂分佈的解析能
力有很大的提升，而就細部的動態破裂時間過程來看，此次的分析確實發
現許多過去所無法完整呈現的現象。這些高精度的靜態、動態破裂過程，
對於後續震源物理與強地動預估等相關研究將可提供更為詳盡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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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九二一集集地震強震過程模擬
4.1 摘 要
本研究結合平行化三維波傳有限差分法與並列線性逆推技術來分析
九二一地震所記錄到之龐大而複雜的強地動記錄，藉此完整地還原地震發
生時的震源破裂機制與強地動發震過程。於路徑效應上，透過三維波傳有
限差分平行計算，現階段已可達成台灣地區大尺度三維波傳數值模擬，然
而受限於已知的三維速度模型，其解析範圍將限制在 0.5Hz。在震源研究
方面，藉由平行化 NNLS 的發展，可採用大量的高品質觀測資料來解析時
間長度達 60 秒之高精度震源時間-空間過程。
研究中首先以密集的近場強震資料透過有限斷層理論對震源破裂過
程進行逆推，其中格林函數採三維波傳有限差分法加以計算。此逆推結果
已於第三章完成，相較於過去的研究，其於靜態破裂分佈的解析能力上有
很大的提升，在細部的動態破裂過程亦有許多過去無法完整呈現的複雜現
象。藉由此高解析度的震源過程與三維波傳技術結合，順推模擬九二一集
集地震的地動發生過程，基於對震源過程與三維路徑效應的精確掌握，將
有助於釐清各區域的強震生成原因。研究結果指出，由車籠埔斷層所產生
之震波傳遞過程明顯受到複雜的震源破裂行為、斷層面幾何模式與傳播路
徑上的速度側向變化影響，造成震波隨震央距離有不同的振幅衰減與震動
特性。車籠埔斷層的低角度逆衝滑移過程中，強震動區域明顯集中在斷層
上磐，特別是在地表破裂沿線。斷層北方區域新竹-苗栗一帶受到震源過程
中破裂向北傳播的影響，沿破裂傳播方向上有明顯的震源輻射 Directivity
效應，因而形成強烈的地表震動。而在斷層西部台中-彰化一帶，雖然位處
於下磐區，但受到三維速度模型中淺層低速區的作用，普遍出現表面波振
幅放大現象。至於嘉義以南的區域，其位置正好位在震源破裂方向的相反
處，建設性震波累積的效應沒有產生，震動相對減小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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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集集地震發生後於各地區之強地動的發生行為與傳遞過程主要
仍是受到強大的震源效應所支配。
本研究結果是結合高精度震源破裂過程與三維震波傳遞來瞭解台灣
地區大地震強地動的生成歸因分析的開端，就九二一地震而言其震源過程
與路徑效應對強地動的影響有更進一步的精確瞭解與掌握，其最終目的乃
希望藉由此研究過程累積相關的技術與經驗，在未來實現強地動預估的具
體目標。

4.1.2 簡 介
台灣位處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碰撞邊緣，每隔一段時間
便會受到板塊運動所引發的劇烈地震能量釋放所影響，1999 年 9 月 21 日
集集地震即為近來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此地震造成台灣中部各縣市嚴重的
災情，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死亡人數超過 2,000 人(Tsai et al., 2001)。其致
災肇因中，屬於天然因素者以車籠埔斷層大幅逆衝錯動長達 80 餘公里和
激烈而長時間的強地動兩項為主。前者造成車籠埔斷層東側隆起，形成數
公尺高之斷層崖，使建於其上之建築物和其他結構物遭受強烈破壞。然而
對於其它地區強地動之破壞性與其產生原因，則需分析強震記錄資料方可
見其端倪。從密集的強震資料分析結果中發現，此次地震在震源區附近造
成強烈的震動，其中以地表斷層沿線最為嚴重，許多記錄中甚至出現前所
未見的永久位移現象。強震記錄狀況極不單純，於斷層南端之紀錄加速度
值高且波形複雜，然而積分至位移後最大位移量卻出現在斷層北邊加速度
波形相對單純的紀錄。此外，上磐區的最大加速度也普遍偏高，甚至有超
過 1g 的紀錄出現；相對之下，下磐區的紀錄振幅相對較小，但長週期的表
面波亦造成台中港一帶的嚴重破壞。震源區以北的 PGV 值普遍較震源區南
端一帶來的強烈，而遠離震央的局部區域如台北盆地、蘭陽平原與花東縱
谷沿線之記錄亦較其鄰近地區顯著放大。這些複雜的強震記錄分佈正暗示
著此次地震的能量傳播過程與複雜的震源、路徑以及場址有絕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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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地震發生後，中央氣象局自由場強震網所記錄到大量的高品質
強震資料，完整保存了地震發生時的種種複雜現象，學者們亦把握此機
會，以各種角度來探討各種造成強烈震動的可能因素。這些研究包括震源
過程的分析，如(Ma, et al., 2001, Zeng and Chen, 2001, Wu et al., 2001)；地震
前後的速度場變化(Cheng et al., 2000, Chen et al., 2001)；以及僅針對局部區
域的場址效應分析(Furumura et al., 2001)等。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瞭解到九
二一集集地震的複雜強震特性，然多數的研究均僅針對單一效應進行探
討，其餘效應的影響則多以較單純的假設作為已知參數進行申論。但自然
界中這些效應的影響是彼此環環相扣的，往往於波形紀錄中所看到的為震
源與路徑效應上的綜合結果。Furumura and Koketsu(2000)結合 Yoshida et al.
(1996)所逆推之震源模型順推模型日本神戶地震斷層沿線的強地動過程，
此為結合複雜震源與波傳研究之成功案例；另外，Furumura and Singh(2002)
透過 Hartzell et al.(1983)與 Hernandez et al.(2001)兩個不同位置地震之震源
研究結果，分析墨西哥附近隱沒板塊在板塊內部與碰撞邊界上所發生地震
的特性及其對強地動的影響程度，亦為結合震源與波傳研究很好的例子。
然而這些研究在震源逆推與強地動順推的過程中採用了不一致的速度模
型，故理論上其研究仍究是屬於各效應獨立分析的作法。針對 921 地震，
Furumura et al.(2002)採相同的方式結合 Yagi and Kikuchi(2000)之震源模型
分析台灣中部以北的強震過程，雖然獲得不錯的研究成果，但波傳模擬與
震源逆推仍舊停留在各自獨立研究的階段。因此，若要更進一步深究震源
與路徑效應間的相關性，同時考量精確的震源過程模型、三維波傳路徑與
局部地區的場址效應絕對有其必要性，唯有透過對震波產生與傳播過程的
充分掌握，我們才有辦法精確解讀地震記錄中所要傳達的訊息。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透過結合第三章之高解析度震源時間-空間過程
與第一章的三維波傳有限差分平行計算技術來順推模擬九二一地震發生
過程，分析台灣地區不同位置的強地動的時間歷時，探討其特性與產生原
因，並提供地震工程與防災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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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結合第三章以平行化非負最小平方逆推法所求得之高解析度
三維震源參數模型與第二章之三維波傳有限差分平行計算技術進行九二
一集集地震的強地動順推模擬。與第二章所探討的單一點震源模擬不同
處，主要是此研究所使用的震源模型於空間上為三維的模式，透過有限斷
層理論將車籠埔斷層面區分為 357 個子斷層，各子斷層之錯動量與發生時
間為經由第三章所述之逆推方法決定。由逆推結果顯示，車籠埔斷層面上
不同位置的錯動平均持續將近 60 秒，且不同子斷層分區有明顯不同的破
裂行為。順推過程中，數值模擬的方式乃將 357 個子斷層於六十秒內以不
同能量釋放模式根據不同位置與時間加以激發，故透過 357x60 個有限震
源分配來模擬整個斷層面上的震源時間-空間過程。關於線性震源逆推過程
與三維有限差分波傳理論，分別於 3.2 節與 2.2 節中已有詳細的說明。本
節則針對此兩部分在平行化程式撰寫過程中的部分關鍵點加以描述，探究
以 Fortran 語言結合標準化平行語言 MPI (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函式庫
如何在不同的應用情況下，針對 CPU、記憶體與硬碟間的資訊傳輸進行程
式最佳化。

4.2.1 線性逆推並列計算 (Parallel NNLS)
首先就 Parallel NNLS 的部分加以討論。由於利用平行計算技術將大
量矩陣的宣告分散於參與計算的電腦節點中，透過資料的重組與各節點間
資料的傳輸，其優點是讓 time-window 的數量可以大大增加，並可大幅提
昇計算效率，因此 Parallel NNLS 演算法的發展對於研究中高解析度震源參
數模型之估算具有關鍵性的意義。由於原始的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為循序程式(Sequential code)，在程式設計上大部分的程序僅針對單一
行或列進行演算，因此其平行方式多屬於 localized computing，於程式最佳化的
過程中顯得格外困難。(圖 2.4)為 Parallel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的
矩陣設定方式，亦即原則上可透過 MPI 將不同 time-window 的矩陣宣告分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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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節點(Virtual nodes)中，由於矩陣 A 所屬之元素會隨計算過程而有所變更，
藉由高速網路進行各計算節點間的資訊連結，可確保矩陣 A 的變動於計算過程
中能維持其穩定的完整性與一致性，並提高整體的運算效能。下面將平行程式
中幾個關鍵原始碼列出並加以討論：
格林函數讀取與擴展

(1)

*

IROOT=0
MND=M*ND
CALL MPI_BCAST(A(1,1),MND,MPI_REAL4,IROOT,
MPI_COMM_WORLD,IERR)

叫用 MPI 函式 MPI_BCAST 將 CPU0 所讀入之矩陣 A 廣播至其它參
與計算的電腦節點中。此一過程屬於集體通訊的資料傳送方式，可以
減少其他計算節點透過硬碟讀取資料的時間。此為 Parallel NNLS 中
為了進行 multiple-time window 計算的重要前置作業。
不同時間視窗中的延遲時間

(2)

ITW = MYID+1
T1 =NINT((-DTIME(IGF)+DELAY(ISTA)-(ITW-1)*WLENG)/DT)+1
T2 =NINT((-DTIME(IGF)+DELAY(ISTA)+TLEN(ISTA)
-(ITW-1)*WLENG)/DT)

由於每個 time-window 允許不同的破裂時間上的延遲，因此不同
time-window 所對應格林函數的起始值亦有所不同。在 Parallel NNLS
的情況下可針對不同計算節點修正各自之格林函數起始時間，其中
ITW(time-window 編號)相當於 MYID(計算節點編號)，此意味著原始
碼於各計算節點中將有不同意義的時間控制參數。
最小平方法-整體運算

(3)

40

*

DO IZ=1,ND
SM=ZERO
DO 40 L=NPP1,M
SM=SM+A(L,IZ)*B(L)
W(IZ+MYID*ND)=SM
ENDDO
CALL MPI_ALLGATHER(W(MYID*ND+1),ND,MPI_REAL4,W,ND,
MPI_REAL4, MPI_COMM_WORLD,I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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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原始碼為正式進入 least-square 的疊代過程，當過程中需要進行整
體運算時，如矩陣 A x b，於平行計算的架構下可針對不同計算節點進
行局部相乘後，再叫用 MPI_ALLGATHER 把各 CPU 算出來的部分和
進行總加，此種資料傳輸又稱為減縮運作(reduction operation)。

(4)

最小平方法-局部運算
ISRC=AINT(REAL(J-1)/REAL(ND))
IF(MYID.EQ.ISRC)THEN
DO I=1,M
AJ(I)=A(I,J-MYID*ND)
ENDDO
ENDIF
CALL MPI_BCAST(AJ,M,MPI_REAL4,ISRC,MPI_COMM_WORLD,IERR)

多數的情況下，Parallel NNLS 所進行的計算均屬於局部運算，也就是
僅有部分 CPU 於該原始碼區間進行計算，如僅針對矩陣 A 中某一行
進行計算，然而運算後所產生的新數值又必須於所有 CPU 中保持一
致，故必須將新參數廣播至所有節點，此方式將造成平行過程中頻繁
的資料傳輸。一般來說節點之間的傳輸效能往往遠低於 CPU 的運算
效率，因此頻繁的傳輸動作將大大減低整體的計算效能。所以折衷的
方式可將局部運算所需的相關參數於一開始便透過 MPI_BCAST 傳輸
到各節點中(如所列出之原始碼)，當所有 CPU 均同步的進行後續之計
算，此時運算過程中所產生的新參數即可不必透過網路傳輸於各節點
而仍可保持一致性。

4.2.2 平行化三維波傳有限差分 (Parallel 3D FD)
由於整個台灣地區三維速度數值模型所需宣告之矩陣非常龐大(約佔
1.5GB)，加上三維波傳之計算具相當程度的複雜性，目前所需的計算量若
由單一工作站進行則僅可完成涵蓋台灣中西部範圍的區域，但藉由電腦叢
集與平行計算的技術，將模擬整個台灣時所需宣告的矩陣與計算量均分到
參與計算的個別電腦節點上，以達成高效能數值計算的目的。在平行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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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我們採用標準化的分散式計算程式庫-MPI (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
進行程式的平行化，使程式能同步於多個計算節點中執行，如此不但可以
解決單一工作站記憶體不足的問題，並可大幅提昇程式的執行效率。程式
中運用 MPI 將數值模型沿深度軸分割後分散於多部電腦，各計算節點完成
每一時間疊代的 time-step 計算後，即透過 MPI 函式 MPI_SENDRECV 進
行邊界資料的交換。此項分割動作可使分割後之波場於相同時間中仍然保
持其整體波場的完整性與同步性。利用 MPI_BARRIER 對所有節點均完成
交換後再同步進行下一個 time-step 計算，如此即可完成一個計算循環。圖
2.6b 為進行三維波傳平行計算時的計算與空間分割示意圖。下面分別根據
順推過程中速度模型切割、三維震源的引入與邊界資料交換等關鍵部分的
平行程式原始碼各別加以說明：

(1)

150

速度模型的切割
OPEN(MYID+19,FILE=FILENAME)
DO 150 IX = 1,NX
DO 150 IY = 1,NY
DO 150 IZ = ISTART,IEND
READ(MYID+19,'(3(I3,1X),F6.3)') XX,YY,ZZ,V(IX,IY,IZ)
CONTINUE
CLOSE(MYID+19)

第二章中提到，平行化三維波傳有限差分的計算中，主要是將不同深
度的計算量分散到各參與計算的電腦節點中，以增進整體的計算效
率。故於三維速度模型上，勢必需根據不同深度加以切割。實際的作
法亦是將此三維數值模型事先分割成不同的檔案，每個檔案包含不同
深度範圍的資料並各具不同的檔名。讀取速度模型時各 CPU 便可根
據不同的檔案讀取所需的資料範圍。若將不同檔案置於各 CPU 所屬
之硬碟中亦可提升資料讀取的效率。其中 MYID 為計算節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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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源的平行化過程

(2)

3120
3119

DO 3119 K = 1,IEND
KK=K+ISTARTG-1
IF(KK.GE.ISZ0(M).AND.KK.LE.ISZ1(M))THEN
DO 3120 J = ISY0(M),ISY1(M)
DO 3120 I = ISX0(M),ISX1(M)
U1(I,J,K) = U1(I,J,K)+AMP*SU(I-ISX0(M)+1,J-ISY0(M)+1,ISZ1(M)-KK+1,M)
V1(I,J,K) =V1(I,J,K)+AMP*SV(I-ISX0(M)+1,J-ISY0(M)+1,ISZ1(M)-KK+1,M)
W1(I,J,K) =W1(I,J,K)+AMP*SW(I-ISX0(M)+1,J-ISY0(M)+1,ISZ1(M)-KK+1,M)
CONTINUE
ENDIF
CONTINUE
ENDDO

在順推模擬的過程中，需引入接近 2 萬個震源，每個震源均有不同的
位置與機制，不同深度的震源在平行計算的架構下必須考量由哪些計
算節點來引發以減縮資料傳輸所需花費的時間。所列的原始碼為控制
此一過程的重點部分，其中 ISTARTG 為各計算節點的 Z 方向起始值，
AMP 為震源時間函數於某一瞬間的振幅值，SU、SV、SW 為各震源
所屬機制之 Moment tensor density 矩陣。
分割邊界上的資料交換

(3)

1
2

1
2

LLMM=NX*NY
ITAG=51
CALL MPI_SENDRECV (U2(1,1,IEND), LLMM, MPI_REAL4, R_NBR, ITAG,
U2(1,1,ISTARTM1), LLMM, MPI_REAL4, L_NBR, ITAG,
MPI_COMM_WORLD, ISTATUS, IERR)
ITAG=52
CALL MPI_SENDRECV (U2(1,1,ISTART), LLMM, MPI_REAL4, L_NBR, ITAG,
U2(1,1,IENDP1), LLMM, MPI_REAL4, R_NBR, ITAG,
MPI_COMM_WORLD, ISTATUS, IERR)

此段原始碼為平行化三維波傳有限差分法中最重要的部分。由於將模
擬的範圍沿不同深度進行切割，各計算節點擁有相同大小但不同的計
算範圍，如此可將三維數值模型的龐大記憶體宣告量分散到參與計算
的節點中，並藉由多個 CPU 同步計算來增加計算效率。然於各計算
節點的邊界區間上必須進行資料交換，使波場在整個空間中能夠隨時
間保持連續性。所列原始碼即為控制邊界上資料交換的重要通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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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透過叫用 MPI_SENDRECV，可使各計算節點將轄區裡最後一維
(Z-component)的陣列元素透過網路傳送給右鄰 CPU，同時自左鄰 CPU
接受轄區外的前一個陣列元素。在 MPI 中此屬於點對點通訊的基本資
料傳輸方式。三維波傳的計算中，每完成一個 time-step 即需進行一次
邊界資料交換以保持整個三維空間中波場的完整性。
透過 MPI 進行平行程式的發展，除了需要對理論部分與 MPI 語言能
清楚了解外，對於電腦中硬體之間的運作方式也必須同時加以考量，如此
平行後的程式才能達到最佳化，進而幫助我們解決 e-Science 問題，而這也
是進入高速計算世界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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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資料與模型設定
4.3.1 強震資料分析與處理
記錄特性
中央氣象局的強震網(Taiwan Strong Motion Network, 簡稱 TSMN)在
這次九二一地震的過程中記錄到 663 筆資料，並於車籠埔斷層沿線十公里
範圍包含了近 60 筆的紀錄，詳盡記載了地震發生時的近場震源過程。這
組資料使九二一地震成為目前世界上強震記錄中保留最為完整的災害地
震，此亦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對震源物理過程與地震波傳行為進行更深
入的研究。
這些密集的強震記錄指出，此次地震所造成的地動最大加速度達到 lg
以上(水平方向 PGA)，而整個台灣有超過 100 個測站其最大加速度高於
0.25g，這些分佈範圍廣泛的強烈震動造成了整個台灣的嚴重破壞。災情最
為慘重的莫過於車籠埔斷層地表破裂沿線，其附近的幾個測站如 TCU068、
TCU052、TCU072 等均記錄到 1 公尺以上的永久位移，這是過去台灣的強
震記錄中所從未見過的現象。分析沿線加速度記錄可以發現，由南往北的
測站記錄其頻率逐漸由高頻漸漸轉向低頻，南端之加速度值較高且波形極
為複雜，然而積分至位移後最大位移量卻出現在斷層北邊加速度波形相對
單純的紀錄(圖 4.1a)。上磐區的最大加速度也普遍偏高，平均超過 0.5g，甚
至有超過 1g 的紀錄出現，如 TCU084、TCU129。相對的，下磐區的所記錄
到的振幅相對較小，但週期較長的表面波(如 TCU112、TCU123、TCU140
等)亦造成台中-彰化一帶的嚴重破壞。震源區以北新竹-苗栗的 PGV 值普遍
較震源區南端一帶來的高。此外，遠離震央的局部區域如台北盆地、蘭陽
平原與花東縱谷沿線之記錄亦稍微較其周圍地區來的高。這些複雜的強震
記錄分佈皆指出 921 地震的震波傳播過程與複雜的震源、路徑以及場址效
應有絕對的關係。本論文將詳細分析所有 921 地震所記錄之強震資料，將
順推模擬的結果與之比較來探究各區域強地動發生的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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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
由於加速度型態之記錄較為高頻且波形複雜，其頻率範圍以現有的三
維速度模分佈進行順推模擬，無法在有限的頻寬範圍內完整地解釋，相對
的位移型態的紀錄相較之下較為單純，但因近震源區之記錄有出現永久位
移的現象，要模擬位移記錄中的此種現象於三維波傳有限差分法的計算過
程中容易產生數值上的不穩定，故本研究僅針對速度型態的紀錄進行分析
與模擬。為保持順推過程與逆推結果間的一致性，因此對觀測資料採取與
逆推過程中相同的資料處理流程，在此針對全部 663 筆強震記錄進行基本
資料的前置處理。其流程包括：將由 BSSA 光碟中所提供之原始氣象局強
震加速度型態記錄進行一次積分至速度，接下來修正基線偏移並進行帶通
濾波 0.01~0.5Hz。在時間的控制上，依據絕對時間修正的結果將所有資料
校齊在主震發生時間前 10 秒(01:47:06)並向後延伸 140 秒，不足之記錄以
基線平均值加以補齊。時間矯正後重新以 0.5sec 進行取樣，最後以發震時
間(01:47:16)為起始點擷取分析所需之時間段，共持續 100 秒。對於順推結
果之合成波形處理與觀測波形保持一致以進行比較，其處理步驟較為單
純，僅需進行帶通濾波(0.01~0.5Hz)與重新取樣(0.5sec)即可。

4.3.2 三維震源參數模型
研究中以第三章九二一集集地震震源逆推結果作為震源模型。該研究
與過去的結果相比較，成功的在多方面有所突破：(1)資料上採高密度之近
場觀測資料並加入絕對時間的考量，總資料量較過去之研究(Lee and Ma,
2000； Ma et al., 2001；Zeng and Chen, 2001；Wu et al., 2001)多出接近一倍
以上，完整提供了震源時間-空間訊息並確保資料在方位包圍的完整性；(2)
在斷層模型的設定上，三維斷層趨勢面模型可充分表示出車籠埔斷層面的
分佈趨勢，減少逆推過程中模型本身所產生的誤差；(3)研究中的最大突破
在於三維格林函數的採用，藉由對路徑項的有效掌握可使震源效應更精確
地凸顯出來。(4)在逆推主體上，由於研究中所考慮的時間-空間未知變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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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龐大，藉由並列線性逆推技術(Parallel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的發展，將計算量分散於多個參與計算的電腦節點中，達到巨量高速數值
計算之目的。(5)透過 Parallel NNLS 程式，對於破裂延遲時間、震源持續時
間及其它震源參數上均有較大的空間與彈性，有助於更精確地了解集集地
震的破裂時間-空間過程。
此震源模型的研究結果指出(圖 4.1b)，921 集集地震的震源總能量釋放
持續時間接近 60 秒，其破裂過程不論在靜態或動態上均極為複雜；靜態破
裂分析指出，主要錯動發生在深度 10 公里以上的斷層淺部，其中存在兩個
可能的 Aspersities，分別位在斷層中部的草屯附近以及斷層北端轉折處之豐
原-石岡一帶。最大錯動量 15.8 公尺位在北端的 Aspersity 並產生最大滑移速
度 3.35m/s，大錯動區的範圍並向東南方延伸至 15 公里之斷層深處，整個極
大錯動區於震源時間函數分析中指出屬於同一錯動機制而非獨立事件；在
動態破裂時間過程分析上，斷層面上南北兩端顯示截然不同的破裂行為，
南端由滑移速率小但次數較多之重複錯移所構成，錯動持續時間長達 30
秒，而北端極大破裂區之破裂行為主要由滑移速率極高、持續時間僅 10 秒
之單一錯動所支配。透過此高精度的靜態、動態震源破裂模型，對於九二
一地震強震過程的模擬可提供更為詳盡的震源訊息。

4.3.3 三維速度數值模型之建立與設定
由三維波傳與走時分析的結果(詳見 2.3 節)指出，Rau et al. 的三維速
度模型不論在走時或波相的產生均展現較為明顯三維側向速度變化上的
特性。就三維震波傳遞考量，研究中於第三章之三維格林函數之計算以及
本章的順推過程乃一致採 Rau and Wu 的逆推結果。圖 4.1c 為層析成像法
(Tomography)速度逆推結果中的幾個東西向剖面。研究中以(120.0E,21.85N)
為座標原點，以 0.5km 為網格寬度，分別向北、向東及向下延伸 770、420
與 112 個格點建立三維速度數值模型(圖 4.1e)。為了減少於邊界上的人為
反射，採用複合式吸收邊界，分別為 A2 Absorbing Boundary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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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quist and Majda,1977)與 Non-reflecting Boundary Condition (Carjan et al.,
1985)。於三維波傳平行程式中，運用 MPI 對空間切割成數個區塊，將不
同深度之計算分散於多部電腦中，各計算節點完成當時之 time-step 計算
後，透過叫用 MPI 函式 MPI_SENDRECV 進行邊界資料交換，使分割後之
波場於相同時間中仍然保持其完整與一致性。同時，再利用 MPI_BARRIER
待所有節點均完成資料與該 time-step 的波場交換後再同步進行下一個
time-step 計算，如此完成一個計算循環。圖 4.1d 為本研究之模型設定與三
維網格在平行計算上的空間分割示意圖。

4.3.4 三維震源參數模型於平行計算中的設定
上述震源模型乃根據有限斷層理論將車籠埔斷層趨勢面分為 357 個子
斷層，每個子斷層均包含了 60 秒的震源能量釋放過程，其中包括隨時間
改變之震源機制與釋放能量。由於在逆推過程中格林函數的震源時間寬度
為 2 秒，而在 multiple-time window 的假設下 window 間彼此需重疊 1 秒，
如此子斷層於整個破裂過程中之震源時間函數即為加整後之包絡面，因此
可以預期在每個子斷層中會產生不同的震源時間函數，以對應在各個子斷
層中相異的破裂特性。在順推模擬過程中，將根據不同時間、地點與能量
釋放的形式陸續激發 21420 個子震源(357 個子斷層 x 60 秒)，來完整描述
這個複雜的震源過程。由於三維波傳的順推過程是根據不同深度將計算量
分散到參與計算的 CPU 中，21420 個震源於空間中的引入必須謹慎考量，
不同深度的震源在平行計算的架構下必須以適當的相鄰計算節點來激
發 ， 各 子 震 源 之 波 傳 能 量 傳 播 至 計算 節點 的 邊 界 時 ， 則 需 透 過 叫 用
MPI_SENDRECV 來進行邊界資料交換，如此三維震源所激發的波場在整
個空間中能夠隨時保持時間上的連續性，產生的合成波方能確實反應逆推
的結果，同時也精確計算出複雜的三維震源過程對強地動可能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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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三維波傳順推模擬之資料與模型設定。
(a) 強地動資料: 921 集集地震近場強地動觀測波形；
(b) 三維震源參數模型: 破裂過程逆推所求得之高精度三維震源模型；
(c) 三維速度模型:

Rau and Wu(1995)之 Tomography 逆推結果；

(d) 數值計算參數設定: 三維波傳有限差分平行計算之網格設定；
(e) 三維波傳模擬: 三維波傳模擬結果之地表瞬時波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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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強地動模擬結果與討論
本節將進行九二一地震三維震波傳遞順推模擬以分析複雜震源效
應、三維非均質速度路徑效應與局部場址效應在地震過程中對地表強地動
的影響程度。研究中利用平行計算的技術，採二階有限差分法對整個台灣
進行大尺度三維模擬。因受限於現有三維速度模型的解析度，模型的網格
寬度及模擬的頻率範圍將分別限定在 0.5km 與 0.5Hz。數值模型中並未考
慮衰減因子 Q，一方面於近距離下 Q 對震波的影響並不明顯，再者目前包
含全台灣之 Q 值研究尚未健全，故關於 Q 值的相關影響有待後續進一步的
研究。此外，地表地形於計算上亦未加以考量，除為了因格距過大避免計
算過程中於自由表面產生不穩定現象外，因無足夠的地表速度、地形與海
洋資料亦是目前暫時無法考慮的因素。於此種低頻大尺度的三維計算設定
下，平行化之二階有限差分法能提供足夠的解析度，於考量多個計算節點
下有不錯的平行運算效能。計算過程中，三維網格之速度模型以及交互疊
代的兩個 time-steps 之三分量波場分佈亦需同時存在，以 921 地震而言，
針對所有震源參數陸續激發，其整個三維模擬的記憶體耗用量達 1.5GB，
於 PC Cluster (AMD 1800+, SMP)架構下以 8 個 CPU 進行 100 秒(2500 個
time-steps)的波傳計算，其平均完成時間約為 2.5 小時。

4.4.1 地表強震記錄模擬
檢視三維震波傳遞的順推模擬結果，最直接的方式即以合成波形與觀
測波形進行比較。於第二章中我們未進行此一步驟，其主要因素是單一點
震源之假設過於單純，經第三章 921 集集地震高精度震源分析後，對複雜
震源效應已有充分的掌握，因此結合精確震源與路徑效應後的模擬結果足
堪與實際資料比對來進行檢驗。圖 4.2 為垂直方向速度型態之觀測波形與
合成波模擬結果之比較，圖中亦顯示初始錯動發生後 40 秒之地表瞬時波
場，可看到其在不同方位上有明顯不同的地表振動分佈方式，關於地表波
場的振動過程將於下一節有詳細討論。我們先就各方位上幾個代表性測站
來進行分析，圖中黑色粗實線為觀測波形，紅色細線為三維合成波，後方
之數字表示觀測波形之最大速度值，所有波形均經過正規化以方便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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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接近震源區之西部平原進行比較，近震源區北端之觀測記錄較
為單純但卻有最大的振幅，如 TCU128、TCU064 等，這些測站之合成波
形普遍模擬的不錯，顯示震源模型對於主要能量釋放的時間與位置有很好
的控制。往南至斷層中段西側，震波能量有機會進入較為廣大的平原區，
由 TCU141 中可以看到類似表面波之能量震盪，合成波對這些能量有極佳
的模擬，但這些類似表面波的能量究竟是震源或是場址效應，於後續章節
將有詳細的討論。到了震源區南端之 CHY029 測站，觀測波形又回復單純
的型態，但此時的振幅極值已經開始下降。整體看來，斷層西側測站的模
擬結果均相當接近觀測波形。往南端進入嘉南地區，以測站 CHY054 與
CHY102 為代表，兩者的波形與 CHY029 相當接近但振幅極值更小，後續
時間的微小震盪因而被突顯出來，這些微小震盪在模擬的過程中不易解
釋，因此合成波對後面的波相擬合度較差，但對於較大能量之振幅仍有不
錯的解釋。然而再更往南端之 KAU069，合成波與觀測波形間便開始出現
稍大之誤差量。於震源區北邊，包括苗栗、新竹、桃園一帶，觀測波形顯
得相當單純，如 TCU045、TCU095、TCU147 等，其主要由一個週期長、
振幅大之波相來支配，這個長週期的能量隨距離的改變出現的時間也不
同，合成波對這些測站之波形均有不錯的解釋，特別是在長週期能量部
分，對於此特殊現象的產生原因後續將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台灣東側之強
震站密度較低，主要分佈在宜蘭、花蓮與花東縱谷區，這些測站由南往北
出現主要頻率上的轉變，南端台東地區較為高頻如 HWA037、HWA002 等，
而北端宜蘭、花蓮一帶則相對較低頻如 ILA067、ILA010、HWA057 等，
從模擬的結果指出，北端低頻的紀錄擬合度較佳而南端記錄中高頻的部分
則有較大的誤差。
整體來看，三維波傳順推模擬的結果對觀測波形均有不錯的擬合
度，除了要歸功於第三章的高解析度震源參數模型外，適切的三維速度
構造與波傳數值計算技術亦是成功模擬的關鍵。接下來將以動態時間歷
時的方式進行地表波場模擬以分析各區域的強地動時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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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地表強震記錄模擬。垂直方向速度型態之觀測波形與合成波模擬結
果比較，其中黑色粗實線為觀測波形，紅色細線為三維合成波，記
錄後方之數字表示觀測波形之最大速度值，所有波形均經過正規化
以方便比較。圖中亦顯示初始錯動發生後 40 秒時之地表瞬時波場，
紅色星號代表集集地震震央，紅色實線為車籠埔斷層之地表破裂
線；灰色三角形與實線分別表示自由場強震站與主要的地質構造分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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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地表波場模擬
為詳細分析強地動之模擬結果，以瞬時快照的方式顯示波場隨時間的
演化過程，首先就地表的部分進行討論。圖 4.3 為模擬結果，由於篇幅上
的限制僅將地震發生後的一百秒內，於垂直方向所產生的地表振動情況中
較具變化的瞬時波場表示出來，其分別是 2.5 秒、15.5 秒、22.0 秒、27.0
秒、37.0 秒、54.5 秒、64.5 秒與 94.5 秒的地表波場，同一時間之震源錯動
分佈亦顯示於右下方。
車籠埔斷層於台灣時間 1999 年 9 月 21 日 01:47:16 時開始產生錯動，
由於初始錯動(震源)位於深度 5km 以下的地方，加上初期錯動量並不顯
著，於斷層錯動後的 3 秒內地表仍未有明顯的震波能量。約 5 秒鐘後，於
集集震央與車籠埔斷層間開始出現明顯的震動，其主要極性為向上，由此
可推斷於發震之初的錯動主要發生在震源深度以上之斷層淺處，這點於震
源逆推的結果也可以看到。其後，明顯的震波能量開始往南北兩側傳播，
同時向西進入西部平原，相對之下東方之中央山脈的震動情形並不明顯。
在 3.4.4 節錯動量動態歷時分析中曾提及，於發震後 10~20 秒間斷層面
上的錯動於草屯附近遭遇到 Aspersity，導致破裂波前行進緩慢，而在這段
時間的地表波場則以穩定的狀態向外擴展(15 秒時)，直到地震發生後 22
秒，破裂波前克服該 Asperity 所產生的強烈能量才出現在地表，造成明顯
而強烈的震盪。斷層北端轉折附近的極大錯動的破裂時間約在 20~25 秒，
該錯動由深部快速轉移至地表，此強烈錯動行為所產生的巨大能量於 27
秒時與第一個 Aspersity 的震波能量匯聚在一起，在地表造成振幅極大的強
烈的震動，於豐原-石岡一帶造成慘重災情。然而若仔細觀察此段時間波場
的演進，此強烈震動的生成過程非常緩慢，一方面在 17 秒時由草屯附近
Aspersity 的能量傳播逐漸向北累積，其間破裂持續朝北方前進，最後石岡
附近的 Aspersity 能量於 27 秒時繼而補進，其間的時間接近 10 秒，整個大
振幅波動的週期於近 10 秒鐘才完成，此顯示該區的地表震動模式是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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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卻持續很長一段時間，進而累加至可觀的震動振幅，這點由北端的幾
個強震記錄中可以得到證明，如 TCU068 雖然有很大的速度與位移振幅，
然而其最大加速度值卻是相對較低的。此一長週期的巨大震動能量產生後
持續朝北方前進，於 37 秒時進入三義-苗栗地區。這種因震源破裂的主要
方向所引致於某方位呈現較強烈的強地動特性稱為震源輻射 Directivity 效
應。由於斷層面上的主要錯動持續往北傳播，震波能量匯集在北方，因此
容易產生建設性的能量累加，造成地表極為強烈的震動。同時間可觀察到
部分能量朝西北方向傳播進入台灣海峽，此部分能量於後續時間有放大的
現象，但由於三維速度模型於該區並無良好的速度分佈與解析度，因此對
這個現象暫持保留。相對之下，嘉南地區的地表震動顯得較為平靜，其位
在主要錯動方向相反的南方，建設性能量累加的情況不易發生，因此強震
動的情形較不明顯。
地震發生後 54.5 秒，長週期能量進入 桃園-新竹地區，並仍然維持相
當大的振幅，而台灣東部此時也感受到顯著的震動，地震能量於震源產生
後，向東越過中央山脈的過程其能量不甚顯著，但隨著由中央山脈進入花
東縱谷與海岸山脈後，震動似乎有放大的現象，其形成原因將於後面以垂
直剖面的方式加以分析。北台灣於一分鐘後(64.5 秒)感受到這波強大振幅
所帶來的震撼，雖然三維速度模型並無法呈現台北盆地的詳細形貌與盆地
內部的低速沈積物特性，但由此結果可以推斷，固然台灣北部距離震央超
過 150 公里，然而隨著震源過程 Directivity 效應所產生的巨大能量累積，
藉由震波的傳遞會造成沿傳播方向的慘重災情。故大台北都會區的強烈震
動並非完全歸因於盆地效應，震源的破裂特性仍是影響的主要因素。地震
發生 90 秒後，整個台灣地區的地表波場逐漸趨於平靜，於 100 秒後接近
靜止，回歸到初始狀態。
透過此模擬結果推斷，災害地震於震波傳播的過程中除了受到三維路
徑效應的影響外，強烈而複雜的震源效應是支配強地動分佈的主要因素。
在此種情況下，我們很難依據地表地動記錄與數值的模擬結果將個別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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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出來。由於震源破裂持續將近 60 秒，此一過程中能量不斷由震源區
釋放，同一時間中的波相可能同時包含速度側向變化與震源直接影響的效
應，如斷層下磐的台中-彰化地區，其強震行為究竟導因於複雜震源過程、
路徑上的反射折射或者是表面波的生成仍難以推斷。為此，於 4.4.3 節中
我們將嘗試以垂直瞬時剖面進一步分析各區的強地動生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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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垂直方向地表速度波場歷時。依序表示將地震發生後一百秒內所產
生的地表地動情況中較具變化的瞬時快照，波場之右下方為同一時
間之震源錯動情形。由左至右依序是 2.5 秒、15.5 秒、22.0 秒、27.0
秒、37.0 秒、54.5 秒、64.5 秒、94.5 秒的地表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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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地表 PGV 模擬
本節中仍將焦點擺在地表，進行關於地表最大地動速度(PGV)的模擬
與分析。研究中將所有自由表面之 421x671 個格點的合成波進行帶通率波
0.01~0.5Hz 使其與逆推結果的資料處理一致，並根據 PGV 的定義取速度型
合成波中之絕對振幅最大值，便可獲得該位置之 PGV。值得注意的是，這
邊所指的 PGV 其頻率範圍僅限定在 0.01~0.5Hz，對於九二一大地震而言其
記錄中高頻的成分相對較少，主要振幅由 0.5Hz 以下的頻率所支配，故此
頻率範圍仍可以反應整體的地動趨勢。下面將針對 E、N、Z 三個分量的模
擬 PGV 與觀測值相比較，並分析幾個剖面上的 PGV 衰減趨勢。
E、N、Z 三分量 PGV 模擬結果
圖 4.4a 為觀測記錄之 PGV 分佈，由左至右分別為 E、N、Z 三個分量，
圖 4.4b 為模擬之 PGV 分佈情形。首先就水平方向上之 E、N 兩分量進行
討論，可以看到上磐區的 PGV 相似度極高，最大值均出現在斷層北端轉
折處附近，然而模擬所得之範圍相對較小，但若就觀測記錄仔細分析，可
以看到於最大值右側並沒有測站紀錄進行控制，繪製等值線時僅能以外插
的方式補齊因而顯示出較大的分佈範圍；相對之下，三維波傳的模擬結果
則是考慮到較密的格點來繪製 PGV 分佈，其間距僅為 0.5km，因此可減少
外插的使用獲得較完整的 PGV 分佈圖。位於下磐區之西部海岸平原其模
擬結果與實際觀測間有些微差距，特別是在台中-彰化一帶，觀測記錄普遍
較模擬的結果來得大，然而絕對振幅的差距仍可控制在一倍以下。震源破
裂方向所產生的 Directivity 效應於兩者間均可以明顯看出，10 cm/s 之 PGV
等直線由震央區朝北方一直延伸到大台北都會區。震源區西南方嘉南一帶
的模擬結果也相當接近，主要落在 10 cm/s 之 PGV 等直線內。中央山脈於
兩者的結果中均屬於較為平靜的區域， PGV 值在 10 cm/s 以下，但越過花
東縱谷後，局部地區於觀測記錄中有放大現象產生，如蘭陽盆地、花蓮地
區 與 海 岸 山 脈 的 部 分 地 區 。 這 些 局部 放大 的 現 象 於 模 擬 結 果 中 除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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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omponent 有些微接近的結果外，其餘地區並沒有顯示出來。
接下來針對 Z 分量進行分析。兩者仍同樣指出最大 PGV 落在斷層北
端轉附近，但觀測記錄仍由於資料不足而顯示出較大的分佈範圍。需要注
意的是，模擬結果於該區西北方向延伸出較大的 PGV 分佈，且有顯著朝
北方擴張的趨勢；嘉南一帶在 Z 分量紀錄的 PGV 是相對較低的，但合成
波中仍出現比較大的振幅並造成可觀的 PGV，這些現象是此分量與水平方
向的模擬結果所不同的地方，但誤差值仍可維持在一倍以下。此外，台北
都會區於模擬結果中顯示出較高的 PGV，中央山脈內部也有顯著較大的
PGV 分佈並部分延伸至東部海岸，這些現象於觀測記錄中雖然不明顯，然
而由於資料上觀測資訊仍有所不足，特別是在中央山脈內部與台北都會區
南方，因此難以評斷這些異常模擬結果的正確性。
就整體結果來看，結合三維震源過程與波傳效應對於模擬最大尖峰速
度(PGV)的分佈情形有很大的幫助。在震源區上高精確度的震源模型可以
明確指出強烈 PGV 的發生位置，而透過三維波傳的計算，震源破裂過程
所產生的 Directivity 效應與三維速度不均質變化的影響亦可清楚反映在
PGV 的模擬中。雖然目前台灣地區的三維速度模型對於局部地區之場址效
應與沖積平原區下方淺層極低速區並沒有足夠的解析能力，因此無法完整
產生場址或表面波等異常放大現象，但此模擬結果確實可掌握大部分 PGV
的主要分佈趨勢。

123

(a)

(b)

圖 4.4 觀測記錄與合成波之 PGV 分佈。由左至右依序是 E-component、
N-component、Z-component 的 PGV 分佈情形。
(a) 觀測記錄 PGV 分佈
(b) 合成波之 PGV 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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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V 衰減趨勢比較
下面針對 5 個東西向剖面，分析該路徑上之三維模擬結果與觀測 PGV
值間的相關程度，並藉由密集的模擬測點歸納出各剖面上 PGV 的衰減趨
勢。圖 4.5 標示出 A-A’、B-B’、C-C’、D-D’與 E-E’等五條剖面位置，其中
B-B’、C-C’與 D-D’分別跨越斷層北中南三個區域。研究中將搜尋剖面附近
±5 公里範圍內強震站之 PGV 與該剖面之模擬結果進行比較，由於 PGV 在
不同震央距離上有非常明顯的差異，因此將採用相對振幅的方式，根據格
點 100 之模擬結果同時對其它格點與觀測資料進行正規化，並依對數值畫
出以方便比較。
(a) A-A’剖面
此剖面位於震源區南端，並無跨越斷層面(圖 4.6a)。其西側主要為嘉
南平原，可以看到強震資料數目非常多，而東邊範圍直到海岸山脈東側，
測站相對較少，中央山脈內部幾乎沒有觀測資料。由相對振幅圖中可以看
到，西側的模擬的結果接近觀測資料之趨勢線，由於該區處於沖積平原，
表面波的產生無法完整加以模擬，由資料中更可清楚看到 PGV 隨不同位
置的強烈變動，這種分佈狀態以目前已知的速度資料與波傳技術仍無法完
整地加以模擬。東側之觀測資料數量雖少卻較穩定，模擬的結果也頗為接
近。圖 4.6a 並繪出部分合成波與觀測波形，可以看到，雖然於左側測站之
PGV 相對振幅比較上由於採用了對數座標而使其間的差異容易觀察，但在
實際波形上波相間的相似性頗高，以 CHY029 為例，觀測與模擬之最大振
幅間的誤差對整體波形的模擬結果並不會產生具意義的影響。
(b) B-B’剖面
此剖面跨越震源區南端，於模擬結果可以觀察到地表破裂線附近 PGV
間的強烈落差(圖 4.6b)。於斷層西側近斷層線附近 25 公里範圍內，模擬結
果顯著低於觀測值，如 CHY024，就其合成波來看與觀測值間的差異主要
在最大振幅，個別波相上的模擬結果仍然不錯。斷層線東側與西側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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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間的 PGV 模擬結果普遍良好，波形相似度也頗高。
(c) C-C’剖面
斷層面中部兩側之 PGV 分佈主要由此剖面所描述，剖面西側有非常
均勻的測站分佈而東側花蓮地區則是呈現密集的分佈趨勢，但中央山脈仍
是測站的空白區(圖 4.6c)。由此剖面的結果可以看到，不論是位在下磐之
西部平原、上磐之西部麓山帶與東側的花蓮地區，PGV 模擬結果均非常接
近觀測值。值得一提的是，跨越此剖面之三維速度模型與車籠埔斷層間的
分佈趨勢亦相當一致。由 B-B’與 C-C’兩剖面可看到，地表破裂線西側相
較於東側是屬於衰減趨勢較低的情況，此現象的形成原因推測與平原區下
方低速區接近地表所形成之密集速度梯度有關。同樣的情形在中央山脈進
入海岸山脈後也有出現，但現象較不明顯。
(d) D-D’剖面
此剖面跨越斷層北端最大錯動區，斷層西方之台中地區有非常密集的
強震站分佈，斷層上磐亦有測站加以控制(圖 4.6d)。由觀測與模擬的結果
可以看到兩者的分佈趨勢極為接近，觀測波形在最大振幅上的擬合程度極
高。雖然觀測資料於中央山脈中僅有 TCU088 進行控制，但由順推的結果
可以發現，跨越斷層線兩側的 PGV 分佈情形有很大的不同；西側隨距離
快速衰減，而東側的衰減趨勢較為緩和。這個現象可能與斷層幾何形貌及
錯動量的分佈趨勢有關，將於後面詳加討論。
(e) E-E’剖面
最後 e-e’剖面的 PGV 模擬值偏高(圖 4.6e)，這些測站主要分佈在斷層
北端之三義一帶，從之前地表 PGV 分佈的比較上同樣可看到，此區域的
模擬趨勢普遍偏高。回到剖面上之波形比較上來看，確實其在最大振幅上
無法完整模擬，但整體波形的擬合程度仍在可接受的誤差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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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七個剖面位置示意圖。底圖為模擬之垂直方向 PGV 分佈。

(a) A-A’剖面

圖 4.6

各剖面之最大速度值衰減趨勢。上方為通過剖面之速度模型，右
測是剖面附近之合成波與觀測波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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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B’剖面

(c) C-C’剖面

圖 4.6 各剖面之最大速度值衰減趨勢 (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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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D’剖面

(e) E-E’剖面

圖 4.6 各剖面之最大速度值衰減趨勢 (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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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震源效應分析
錯動空間分析
由地表 PGV 分佈之模擬可以看到極為複雜的分佈，其形成的可能原
因包括震源與三維波傳的綜合效應。為詳細分析各種效應之影響程度，首
先就震源效應中斷層面上不同區域之錯動進行討論。研究中將震源模型依
照錯動量的分佈特性區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 I：震央以南之斷層淺部、II：
斷層中部草屯附近之 Aspersity、III：北端極大錯動區，由埔里盆地北方向
西北方向延伸至斷層淺部石岡-豐原一帶、IV：地表破裂向右轉折後東勢附
近之斷層北端、V：10km 以下之斷層深部，相當於基盤滑脫面位置。
I.

震央以南之斷層淺部—此區之錯動量相對較小，主要錯動方向為西
北西，圖 4.7a 為以此區域之震源錯動所模擬之 PGV 分佈情形。由結
果可以看到，主要影響位在上磐區，幾乎相當於此錯動量向上投影
的位置。此外，於下磐區也有可觀的量值，PGV 呈扇形往西部平原
方向擴展；相較之下，東部之 PGV 量值小而不明顯。

II.

斷層中部草屯附近之 Aspersity—於 3.4.4 節動態破裂分析中曾經提
到，此區之錯動非常緩慢，並以多次錯動的方式於克服摩擦力後逐
漸累積出可觀的錯動量，在此模擬過程中仍然保持其時間上的破裂
特性。由模擬結果圖 4.7b 可以看到，此區對 PGV 的影響範圍較為
廣大，主要分佈在震源區東西兩側的台中-南投一帶並往宜蘭方向延
伸。由於該區之錯動方向以接近東-西向居多，因此對斷層西側之西
部平原有非常直接的影響，但並未向下擴展至嘉南平原。最大速度
10cm/s 等值線亦延伸至宜蘭與花蓮地區。

III.

北端極大錯動區—這個區域的錯動雖然距離發震時間 25 秒後才產
生，但是卻由深部向斷層淺處快速滑動，並持續約 10 秒造成極大的
錯動量，為集集地震中最大的 Aspersity。於此錯動量上方直接造成
最大 PGV(圖 4.7c)，其量值超過 100cm/s，但僅限於淺部接近地表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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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附近，深處雖然也有極大的錯動量，但由於深度較深因而減低了
對地表的影響。然而大於 10cm/s 的分佈範圍仍相當廣泛，包括整個
震源區上磐與下磐台中-彰化一帶，並向北方延伸至大台北都會區，
南方的嘉南平原也在此錯動量的影響範圍，對中央山脈以東的影響
不大，僅延伸至花蓮一帶。
IV.

轉折後之斷層北端—雖然此區非常靠近極大錯動區，但錯動量卻迅
速縮減且滑移方向不具一定的趨勢。其 PGV 的影響範圍不大(圖
4.7d)，主要在斷層北側東勢一帶，對於較遠的地方沒有顯著的影響。

V.

10km 以下之斷層深部—這個區域相當於基盤脫離面的位置，但逆推
結果顯示深部的錯動非常微弱，加上深度較深，由圖 4.7e 可看到，
其對地表 PGV 的影響並不大，而這也反應出基盤脫離面於主震發生
時雖有活動，但對地表強地動的影響度並不高。
與圖 4.4b 之垂直方向 PGV 模擬結果比較可以看出，分區模擬後加總

的結果可能不盡相同。主要原因在於影響 PGV 分佈趨勢除了錯動量位置
的考量外，錯動量發生的時間亦是重要的因素，其發生順序會對震波產生
能量的建設、干涉等消長特性，進而改變不同區域的振動極值。當將不同
區域之錯動分開模擬時，雖然也有加入逆推結果的時間順序考量，但不同
區域間的時間關連卻消失了，因而造成總加後與完整錯動量的模擬結果間
仍有所差異。
錯動時間分析
圖 4.7f 為完全不考慮震源之錯動時間順序與破裂延遲時間，所有的滑
移量均於地震開始後兩秒內旋即破裂完畢。由該結果可以看到，強烈 PGV
之分佈範圍縮小了，主要分佈型態由北端極大錯動區之震源輻射型態所支
配，形成近似點震源的 PGV 分佈，而原本破裂波前向北傳播所產生之
Directivity 效應於此並不存在。由此分析可知，錯動量發生的時間順序對
於整體 PGV 的分佈有極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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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 4.7 震源效應對 PGV 分佈之影響。(a)-(e)為錯動空間對 PGV 之影響，
將震源模型依照錯動量的空間分佈特性區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a)
震央以南之斷層淺部；(b)斷層中部草屯附近之 Aspersity1；(c)北端
極大錯動區之 Aspersity2；(d)地表破裂向右轉折後之斷層北端；
(e)10km 以下之斷層深部。(f)為錯動時間對 PGV 之影響。各圖中左
上角顯示所模擬之震源模型，箭號標示出滑移方向與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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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路徑效應分析
關於震源效應對 PGV 之影響，於前節中已有初步的探討，本節則針
對路徑效應的部分加以討論。研究中以逆推所得之震源參數，分析於四種
速度模型下的 PGV 分佈情形，其分別是 Rau and Wu (1995)之三維速度模
型、Ma et al.(1996)之三維速度模型、何美儀等(1994)之一維層狀速度模型
以及半空間均質模型。
以 Rau and Wu 之三維速度模型進行波傳模擬之結果(圖 4.8a)於先前已
有討論，在此節中提供與其它速度模型的模擬結果進行比較。圖 4.8b 為根
據 Ma et al.(1996)之速度模型所獲得的測試結果。可以看到，在震源模型相
同的情況下，以 Ma et al.進行波形計算所求得的最大振幅值相對較低，於
分佈型態上兩者間也有些許差異。
接下來分析半空間均質模型(Vp = 6.0 km/s)的結果，這個結果亦可以當
作純粹由震源效應所造成的現象。由圖 4.8c 中可觀察到，往北擴張之 PGV
仍然非常明顯，顯示北方強烈的 PGV 確實導因於震源 Directivity 的效應。
但西部平原區於此結果中卻反應出比較低的 PGV 值，由此可推斷，此區
於集集地震所產生之振動應與平原區下方的低速沈積層的分佈有直接的
相關性。整體來看，半空間均質模型所模擬之 PGV 分佈於分佈範圍與量
值大小上均減弱許多，這應該是由於缺乏深度上的速度側向變化，於震波
傳遞時僅能產生簡單的直達波所致。
圖 4.8d 是一維水平層狀速度模型的模擬結果。與 4.8a 比較可以看到，
其 PGV 分佈不論在範圍或量值上均超過三維之結果。於震央區附近的差
異較小，但北方卻受到過於強烈之 Directivity 效應，有著廣泛而強烈的 PGV
值；震央南方同樣有 PGV 偏高的情形，10cm/s 並持續擴展至高雄與台東
地區。遠離震源區之較低的 PGV 分佈大致以震源區為中心呈同心圓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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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分析乃基於震源模型已知的假設下所進行，若震源模型未知而
欲以觀測記錄加以逆推的情形下，根據不同形式的速度模型進行震源逆
推，可以預估以半空間均質模型來計算格林函數會產生較大的錯動量值，
因其格林函數振幅較小而單純，需以較大的震源效應來解釋觀測值，吳湘
儀(2000)之集集地震震源過程強地動逆推結果即為一例；相對地，利用一
維水平層狀模型所進行之逆推結果會產生地震矩值小、錯動量分佈不明顯
之震源模型，因為其格林函數產生過於強烈之反射、折射效應與表面波波
相，波形複雜且振幅過大，造成需減抑震源效應來解釋觀測紀錄。當然若
僅選擇震源區附近之測站進行模擬，此路徑效應差異的影響或許能有所減
低。由此可知，適當的速度模型不論於震源研究或強地動模擬中均扮演重
要的角色，其複雜的影響程度實則不能予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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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8 路徑效應對 PGV 之影響。
(a) Rau and Wu (1995)之三維速度模型；
(b) Ma et al.(1996)之三維速度模型；
(c) 半空間均質模型(Vp = 6.0 km/s)；
(d) 何美儀等(1994)之一維層狀速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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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強地動過程分析
關於地表 PGV 之分析，其僅比較震波時間序列中之能量極大值，且
僅侷限在自由表面的位置。為更詳細分析波形隨時間的能量變化過程及其
影響因素，分別以震源北、中、南三區做 B-B’、C-C’、D-D’三個東西向剖
面及兩個跨越上磐與下磐之 E-E’、F-F’南北向剖面(圖 4.5a)，根據波場瞬
時剖面以及合成波與觀測波形間的比較，探討造成地表強地動過程的產生
原因。
東西方向 B-B’ 剖面
首先分析 B-B’剖面，此剖面通過震源區南端，並跨越西部平原、西部
麓山帶、中央山脈、花東縱谷與海岸山脈北端等地質區。由圖 4.9a 可以看
到，三維速度模型大致能夠反映出這些地質區彼此間的速度特性。在圖 4.9a
中我們僅就幾個特殊時間之瞬時剖面進行討論，由於集集地震之初始發震
位置在斷層面南方，故於此剖面上會第一個觀察到到震波能量的產生。震
源破裂波前於第 16 秒時開始遭遇草屯附近之 Aspersity，能量逐漸大量釋
出，此時斷層上磐產生明顯的波動，而繼續朝北傳播之破裂波前亦產生明
顯的能量回傳至斷層南端。22 秒時斷層北端極大錯動區釋放出強烈的能
量，但這些強烈震動直到 40 秒以後才傳到南端的剖面上，而由於距離遠
且與破裂方向相反，極大錯動區的能量對此區並沒有造成重大的影響。於
北端極大錯動後斷層淺部仍持續有錯動發生，因此斷層面附近於 55 秒時
仍不斷有波動產生；此外，前面時間的波動能量於此時進入西部平原低速
區，開始於淺處出現表面波放大的現象。向東傳播之震波通過海岸山脈後
也產生些許放大，於 75 秒時可清楚看到。圖 4.9b 為此某面上沿自由表面
不同位置之合成波。由於此剖面通過斷層面且跨越複雜地質區，為便於分
析，每筆合成波波形均乘上地表破裂至該位置之距離以去除幾何衰減效
應，如此可以凸顯不同距離上的異常震波能量變化現象，圖中並描繪出直
達波與草屯及豐原-石岡附近的兩個 Aspersities 之走時曲線以供參考。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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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區域來看，西部平原與麓山帶的震波振動情形均非常明顯，並持續將近
60 秒。這些長時間的地震波動一方面來自南端斷層面上的重複錯動現象，
但主要還是由兩個 Aspersity 於不同時間所產生的強烈震動所支配。西部平
原區於後續仍震盪很長一段時間，此為淺處表面波的作用所造成。相對之
下，中央山脈區的震動顯得極為微弱，即使是 Aspersity 所產生的強大波動
進入中央山脈後亦快速衰減，由於我們已將幾何衰減效應去除，因此其直
接的原因可能是中央山脈下的速度變化或震源破裂機制的特性，這些可能
性將於其餘剖面分析過後將再進行討論。圖 4.9c 為通過 B-B’剖面附近的觀
測波形，其同樣均已乘上距離來補償幾何衰減，由於測站數目少且與剖面
間仍有距離上的誤差，故僅供作參考。
東西方向 C-C’ 剖面
此剖面所跨越之地質區與 B-B’剖面接近，但主要通過斷層中段草屯附
近之 Aspersity，同樣的我們僅就幾個波場瞬時剖面進行分析。於 16 秒時，
第一個 Aspersity 開始釋放能量，因此剖面中可以看到斷層淺處附近有非常
大的震動(圖 4.10a)，由於該 Aspersity 的能量釋放持續非常久，因此強烈震
盪的時間也很長(28 秒)， 38 秒附近震動與北端 Aspersity 之能量匯聚在一
起，形成長時間的強烈震動。整體來看，主要能量還是集中在震源區之上
磐，下磐區近震源處亦受到強烈的震源效應所影響，距離震源較遠的地方
則轉而為表面波所支配，這些現象於圖 4.10b 的合成波形中可以更清楚地
看到。B-B’剖面所觀察到於中央山脈處的震波能量相對較少的現象，在此
剖面更為明顯，圖 4.10b 顯示，剖面上 Aspersity 的能量於格點 200 以東(相
當於由西部麓山帶進入中央山脈)後快速衰減，僅有第二個 Aspersity 之能
量能勉強通過，而進入海岸山脈後又有放大的現象發生。但由於觀測資料
在中央山脈中屬於空白區，因此難以於圖 4.10c 的資料中察覺到此一現象。
此外，由合成波之走時曲線可以看到 Aspersity1 與初達波 Pd 間的距離較
B-B’剖面時縮小了，因為 Aspersity1 直接在這個剖面上發生，其震波能量
不必經過縱向的波傳時間而直接於剖面上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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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向 D-D’剖面
最後的東西向剖面通過斷層面北端的極大錯動區(Aspersity 2)，由於破
裂由南端發生後向北方傳播，因此剖面上的震動現象將最晚出現。由圖
4.11a 中第 16 秒的瞬時剖面可以看到，初期的震動並不明顯，這些震動是
由震央附近的錯動所產生之震波所傳來。到了第 22 秒，剖面上開始出現
明顯的能量，這次的能量是由 Aspersity1 所貢獻。由於破裂波前克服
Aspersity1 之阻力後，破裂範圍快速擴展且滑動量遽增，繼而產生北方之
Aspersity2。此一過程中，錯動所產生之波動能量隨著破裂波前向北傳播繼
而不斷地累積，逐漸成為強大的 Directivity 效應。在 38 秒的波場可以看到，
此 Directivity 效應累積了非常可觀的能量，形成範圍廣大且持續時間極長
的能量波動，此時整個震源區幾乎在同一個極性下持續了將近 5 秒。雖然
此剖面於 30~40 秒間有非常強烈的波動，但其整體的震動持續時間也相對
較短，50 秒後很快就趨於緩和，在 75 秒時已經接近完全靜止。由剖面上
之合成波來看(圖 4.11b)，震源破裂方向所產生 Directivity 效應之影響可以
更明顯地看出，斷層面附近 Aspersity1 與 Aspersity2 的走時曲線非常接近，
其所產生的震波能量幾乎疊合在一起，造成異常劇烈的強烈震動，因此我
們會在附近之 TCU068 與 TCU052 兩個測站看到持續將近 10 秒、地表最
大振動速度超過 100cm/s 的特殊現象。
關於中央山脈處的震波能量相對較少的現象，於東西向的三個剖面中
均有出現，而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可以在瞬時波場找到，由連續之波場瞬
時剖面中可以發現，各剖面上的能量異常放大區主要集中在幾個區域，分
別是震源區之上磐、台中一帶之西部平原、海岸山脈以及順著車籠埔斷層
面向東傾斜方向的深部地殼。其中震源區上磐是直接受到強烈震源效應所
致，而西部平原放大主要為淺部低速層所產生的表面波，海岸山脈的異常
放大與其下方淺部劇烈的速度變化有關，至於沿斷層面向東傾斜方向的異
常放大應直接與車籠埔斷層低角度逆衝的破裂特性有關，亦即此區受到強
烈三維震源輻射型態分佈所影響。由於斷層面上的主要錯動機制為低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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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衝滑移，此時地表斷層線右側之垂直震源輻射型態的放大區域朝地下深
處延伸，而左側的的放大區是指向自由表面。若加上震波於自由表面上振
幅加倍的考量，可以推斷西部平原區會產生非常明顯的震動，因為輻射集
中區指向上卻無法進入空氣中，因而大量陷在淺部的低速層傳播，達到一
定距離後便容易出現可觀的表面波；相對之下，中央山脈下方的能量主要
往下方傳播，淺部雖然有自由表面的加成性，但並未處在能量集中區，因
此與震源區上磐或西部平原區的紀錄比較起來，中央山脈下方確實沒有產
生強烈震動的條件，而向西跨越花東縱谷進入海岸山脈後，高速區突然躍
升到接近自由表面，於地表附近產生很大的速度梯度，能量傳播至此便容
易陷入其中產生類似表面波放大的現象，這個現象於花東外海更加明顯，
但由於缺乏實際觀測資料因此無法有效比對來證實。由以上的分析可以推
斷，若地震發生於麓山帶的眾多低角度逆衝斷層中，將會在台中-彰化一帶
的西部平原上產生強烈震動，但相對地中央山脈與宜蘭、花蓮、台東等地
區在此種震源輻射特性下的災害會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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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B-B’剖面之模擬結果。
(a) 瞬時波場剖面圖。紅色實線表示車籠埔斷層之剖面投影，灰色實線為通
過該剖面之速度等值線，最下方為速度模型。
(b) 剖面上合成波與觀測波波形記錄。上方為合成波，根據震源分區之模擬
結果將直達波 Pd、Aspersity1 與 Aspersity2 之理論走時曲線分別以點
線、虛線與實線繪出。下方是觀測波形，於其上方標示出所屬測站名稱。
所有波場與波形均為垂直分量之速度型態，並除去幾何衰減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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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C-C’剖面之模擬結果。
(a) 瞬時波場剖面圖。紅色實線表示車籠埔斷層之剖面投影，灰色實線為通過該
剖面之速度等值線，最下方為速度模型。
(c) 剖面上合成波與觀測波波形記錄。上方為合成波，根據震源分區之模擬結果
將直達波 Pd、Aspersity1 與 Aspersity2 之理論走時曲線分別以點線、虛線與
實線繪出。下方是觀測波形，於其上方標示出所屬測站。所有波場與波形均
為垂直分量之速度型態，並除去幾何衰減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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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D-D’剖面之模擬結果。
(a) 瞬時波場剖面圖。紅色實線表示車籠埔斷層之剖面投影，灰色實線為通過該
剖面之速度等值線，最下方為速度模型。
(d) 剖面上合成波與觀測波波形記錄。上方為合成波，根據震源分區之模擬結果
將直達波 Pd、Aspersity1 與 Aspersity2 之理論走時曲線分別以點線、虛線與
實線繪出。下方是觀測波形，於其上方標示出所屬測站。所有波場與波形均
為垂直分量之速度型態，並除去幾何衰減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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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向 F-F’剖面
接下來對兩個南北方向之剖面進行討論。首先分析的是通過地表破裂
西邊之剖面，其北端為台灣海峽，於三維速度模型中並沒有解析度，因此
這部分的結果僅供做參考，約於格點 475 以南開始進入台灣本島，其位置
在三義附近，由此點往南進入西部平原後之速度側向變化並不明顯，由圖
4.12a 中可以看到其接近水平，直到格點 300 進入阿里山山脈後才有明顯的
變化，剖面南端到達高雄-屏東地區，位於東邊之震源區範圍約在格點
300~450 之間。在波場瞬時剖面上，所擷取的時間維持和東西剖面相同以
方便進行比較。在第 16 秒時，震央附近所產生的錯動能量已經以波動的
方式傳播至西部平原，而 Aspersity1 初期錯動逐漸開始產生，因此於此瞬
時剖面中可以 看到較北方 之波場能量 大 於其南方。於 15~22 秒 間，
Aspersity1 釋放出大量能量，在 22 秒的瞬時剖面上可以看到，震波能量的
分佈較先前大了許多。其後，破裂波前克服阻力持續朝北傳播，Directivity
效應在這段時間逐漸累積成形。28 秒時北方的 Aspersity2 釋放出最大的能
量，瞬時波場出現強烈的震波震盪。由於 Directivity 效應，此強烈震盪一
直維持到 38 秒，其後高振幅之長週期能量繼續往北方傳播進入台灣海峽，
並產生類似表面波放大的現象，但由於速度模型沒有解析度亦沒有測站架
設，故此區的模擬結果僅供作參考。55 秒時向南傳播之能量仍持續前進，
於格點 200 之後出現微弱的表面波放大現象，在 75 秒時仍然有能量持續
傳播。將整個瞬時剖面同時比較，可以看到往北方之能量非常明顯且有較
長的週期，相對之下往南方的能量分散而微弱，但以較高頻的方式出現。
圖 4.12b 將合成波與觀測波形依震央距離排列以進行比較，由於南北向
剖面跨越震源區的範圍較廣，因此各記錄維持絕對振幅進行比較而不進行
幾何衰減的去除。圖中粗黑線為觀測波形、細黑線是合成波，可以看到兩
者於不同距離中均有不錯的擬合度。雖然氣象局之自由場強震網的布置使
921 地震成為世界上記錄最為完整的災害地震之一，但若要詳細分析強地
動產生原因，其密度仍稍嫌不足，但透過此研究，我們可以精確還原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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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地動過程，藉由模擬之密集合成波與三維波場來分析強地動生成原因。
由間續的觀測資料與連續的合成波均可以清楚看到瞬時波場中所描述南
北方向不同波傳特性的現象，北方的波形振幅大且持續時間長，南方則振
幅較小但顯得高頻。透過估計之走時曲線可看到，Aspersity1 與 Aspersity2
之走時於北方較為接近而南方則逐漸分離，這再次說明了震源破裂過程中
Directivity 效應的影響，這個現象於 G-G’剖面會有最為清楚的展現。

南北方向 G-G’剖面
最後一個剖面位在地表破裂東側，南北橫越整個震源區之上磐。其北
端同樣有部分落在台灣海峽但比例較小，於本島通過苗栗地區隨後進入斷
層上磐之東勢、石岡、南投、埔里、集集等災情最為慘重之區域，中南段
則進入中央山脈末端，整個速度構造呈現北高南低的趨勢。圖 4.13a 中亦
將剖面所切過之斷層面繪出，可以看到三維斷層模型的走勢與王乾盈等
(2000)的結果非常一致，顯示出錦水頁岩的深度由南往北逐漸變淺，致使
破裂面於東勢附近出露地表，而其變化趨勢亦與速度模型間有不錯的一致
性。由於剖面直接通過斷層面，因此錯動量發生後所產生的震波能量便直
接反映在剖面波場上。於第 16 秒時，主要破裂波前已經行進至 Aspersity1，
瞬時剖面中紅色區域即為該 Aspersity 所釋放出之強大震動能量，此時震源
區南方的震動範圍因經過較長時間故比北邊來的大；到了第 22 秒，破裂
波 前 傳 播 至 斷 層 北 端 ， 此 時 錯 動 量 最 大 的 Aspersity2 正 在 醞 釀 ， 而
Directivity 效應也正逐漸形成；地震發生後的 28 秒，Aspersity2 釋放出極
大的能量，而在波傳的過程中所形成的 Directivity 效應至此已極為明顯，
斷層中部隨時間之錯動所產生的震波與北方 Aspersity 所釋放的大量能量
匯聚在一起，造成極端強烈的震動。由瞬時剖面可以看到，強烈震動的範
圍非常廣大且持續時間極長，其單一週期之波長跨越了至少 30 公里的範
圍。此強烈的震波能量並持續向北方前進，沿途均造成明顯的強烈震動。
相對之下，震源區南方缺乏震波累積的效果，能量傳播一段距離後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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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減。但值的注意的是，往南傳播的能量除了在自由表面附近見到較明顯
的震盪外，順著斷層面朝南方下傾的方向亦觀察到有些許的放大現象，這
和先前東西剖面於中央山脈下方的結果非常類似。車籠埔斷層面上之平均
滑移角度為 66 度，因此有一部分為朝向北方之滑移分量，該分量於垂直
面上的震源輻射型態在北邊放大區朝向自由表面，而南端則指向地殼深
處，這便可以解釋順著斷層面之震波放大現象，而斷層北端放大之能量朝
自由表面處傳播，震波在地表處無法再往上傳而大量累積在地表淺層附
近，加上破裂過程中沿途累積的 Directivity 效應，使得北方的震波能量極
端地強烈。圖 4.13b 為觀測波形與合成波之比較，雖然觀測記錄位處於複
雜的震源區上方，但是合成波仍然對其有極佳的解析能力。由連續之合成
波波形可以看到，震源的 Directivity 效應十分明顯，該現象由格點 375 處
開始產生並逐漸累積至格點 450 達到最高峰，且持續影響北方廣大的範
圍。南邊的震波能量沒有累積的加成效果，各自傳遞一段距離後便逐漸消
散，僅有強大的 Aspersity2 所產生的能量可以維持至剖面南端。
由以上各剖面的分析可知，921 地震的強烈震源特性不僅在震源區附
近造成直接的影響，遠離震源區的地方其強地動行為仍然受到震源上的特
性所支配。因此對於像 921 之災害性地震而言，於進行強地動預估等相關
研究時，高解析度的震源模型是必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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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F-F’剖面之模擬結果。
(a) 瞬時波場剖面圖。紅色實線表示車籠埔斷層之剖面投影，灰色實線為通過該
剖面之速度模型等值線，最下方為速度模型。
(b) 剖面上合成波與觀測波波形記錄。其中粗實線為觀測記錄，後方表示其所屬
測站名稱，細實線為合成波形。根據震源分區之模擬結果將直達波 Pd、
Aspersity1 與 Aspersity2 之理論走時曲線分別以點線、虛線與實線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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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G-G’剖面之模擬結果。
(a) 瞬時波場剖面圖。紅色實線表示車籠埔斷層之剖面投影，灰色實線為通過該
剖面之速度模型等值線，最下方為速度模型。
(b) 剖面上合成波與觀測波波形記錄。其中粗實線為觀測記錄，後方表示其所屬
測站名稱，細實線為合成波形。根據震源分區之模擬結果將直達波 Pd、
Aspersity1 與 Aspersity2 之理論走時曲線分別以點線、虛線與實線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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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強地動分析結論
結合平行化三維波傳有限差分法與並列線性逆推技術來分析九二一
地震所記錄到的龐大複雜資訊，可接近完整地還原地震發生時的震源與強
地動過程。根據第三章透過逆推所得之高解析度震源模型與三維波傳技術
的結合來順推模擬九二一集集地震強過程，基於對震源過程與三維路徑效
應的充分掌握，確實有助於釐清各區域的強震生成過程。地表 PGV 模擬
的分析結果指出，複雜的震源過程對震源區有最直接的影響，而破裂過程
中所產生的 Directivity 效應則有系統地使某些遠離震源區的方向產生較大
的 PGV。此外，速度模型的適切與否對於 PGV 模擬結果亦有相當的重要
性，採用單純化之一維速度模型不論在振幅極值或模擬波形上均難以反應
真實情況，特別是在震央距離較遠處。以台灣複雜的地體結構而言，三維
速度非均向變化對震波能量傳遞的影響不能予以忽略。
由波場與波形的分析結果清楚顯示，車籠埔斷層所產生之地震波動於
不同的區域有截然不同的特性。複雜的震源破裂行為、斷層面幾何模式與
傳播路徑上的速度側向變化均造成震波隨震央距離有不同的衰減與震動
特性。由於車籠埔斷層的低角度逆衝特性，強震動區域明顯集中在斷層上
磐，特別是斷層北端之豐原-石岡附近，受到其下方 Aspersity 所釋放出的
強烈波動為震源不均質性最直接而明顯的影響區域。斷層北方新竹-苗栗一
帶受到震源過程中破裂朝北發展的影響，沿破裂傳播方向上有明顯的
Directivity 效應，造成強烈的地表震動。而在斷層西部的台中-彰化一帶，
雖然位處於下磐區，卻由於三維速度模型中的淺層低速區影響，普遍出現
表面波振幅放大現象。至於嘉義以南的區域，其位處在震源破裂方向的相
反處，震波建設性累積的效應沒有北方來得強烈，震動相對減小許多。震
波於中央山脈中，受到車籠埔斷層面逆衝滑移特性的影響能量快速衰減，
但向東進入海岸山脈後，由於近地表速度梯度的強烈變化而產生些微放
大。整體而言，集集地震發生後於各地區之強地動的發生行為與過程主要
仍是受到強大的震源效應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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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 結
5.1 討論與結論
(1) 透過平行計算的技術結合台灣現有的三維速度模型，現階段的研究已
有能力將台灣地區三維速度側向變化所造成的主要特性加以模擬與
描述。就三維波傳模擬之考量，Rau and Wu 之 Tomography 逆推結果
能提供較明顯的三維波傳特性。
(2) 於台灣地區的單一點震源三維模擬結果指出，地震波明顯受複雜三維
速度構造所影響，特別是在走時的變化、後續反射波相以及表面波的
生成。這些三維波傳所看到的現象與半空間均質模型或一維與二維模
型的模擬結果有很大的差異。其最大加速度值(PGA)的模擬結果指
出，PGA 的分佈強烈受到震源機制與震央位置所影響。然而就大規模
地震的實際觀測記錄而言，如 921 集集地震，近震源區域之 PGA 的
分佈則主要受到有限震源之破裂行為所控制。此外，強烈的地表震動
即使在離震央很長一段距離的情況下仍然可能存在，其造成的原因和
特殊的地質構造與近地表的場址效應有很大的關係。
(3) 在九二一震源過程逆推方面，為求獲得高精度之解析能力，研究中成
功於多方面有所突破：資料上採高密度之近場觀測資料並加入絕對時
間的考量，總資料量較過去之研究多出至少一倍以上，完整提供了震
源時間-空間訊息並確保方位包圍完整性；在斷層模型的設定上，三維
斷層趨勢面模型可充分表示出車籠埔斷層面的分佈趨勢，減少逆推過
程中模型本身所產生的誤差；研究中的最大突破在於三維格林函數的
採用，藉由對路徑項的有效掌握可使震源效應更精確地凸顯出來。在
逆推主體上，由於研究中所考慮的時間-空間未知變數數量龐大，藉由
Parallel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程式的發展，將計算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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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於多個參與計算的電腦節點中，達到巨量數值高速計算之目的。透
過並列線性逆推技術，對於破裂延遲時間、震源持續時間及其它震源
參數上均有較大的空間與彈性，有助於更精確地了解集集地震的破裂
時間-空間過程。
(4) 高度精確化的逆推結果指出，921 集集地震的震源總錯動持續時間接
近 60 秒，其破裂過程不論在靜態或動態上均極為複雜；靜態破裂分
析指出，主要錯動發生在深度 10 公里以上的斷層淺部，最大錯動量
15.8 公尺位在斷層北端轉折區，並向下延伸至 15 公里深處，此極大
錯動區屬於同一發生機制而非獨立事件；動態破裂分析中更可明顯看
出，斷層面上南北兩端有著截然不同的破裂行為，南端由滑移速率小
但次數較多之重複錯移所構成，錯動持續時間長達 30 秒，而北端極
大破裂區之破裂行為主要由滑移速率極高、持續時間僅 10 秒之單一
錯動所支配。與過去的 921 震源研究做比較，本研究於靜態破裂分佈
的解析能力有很大的提升，即使就細部的動態破裂過程來看，此次的
分析確實發現許多過去所無法完整呈現的現象。這些高精度的靜態、
動態破裂過程，對於後續震源物理與強地動預估等相關研究將可提供
更為詳盡的訊息。
(5) 結合平行化三維波傳有限差分法與並列線性逆推技術來分析九二一地

震所記錄到之龐大而複雜資訊，可接近完整地還原地震發生時的震源
與強地動過程，有助於釐清各區域的強震生成過程。這個研究將使九
二一地震在密集的高品質地震記錄資料外，亦將成為世界上少數成功
結合高精度三維震源與路徑效應詳細分析大尺度強地動過程的災害性
地震。
(6) 921 地震地表 PGV 模擬的分析結果指出，複雜的震源過程對震源區有
最直接的影響，而破裂過程中所產生的 Directivity 效應則有系統地使
某些遠離震源區的方向產生較大的 PGV。此外，速度模型的適切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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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PGV 模擬結果亦有相當的重要性，採用單純化之一維速度模型
不論在振幅極值或模擬波形上均難以反應真實情況，特別是在震央距
離較遠處。以台灣複雜的地體結構而言，三維速度非均向變化對震波
能量傳遞的影響不能予以忽略。
(7)

921 地震三維波場與波形的模擬結果指出，車籠埔斷層所產生之地震
波動於不同的區域有截然不同的特性與生成過程。複雜的震源破裂行
為、斷層面幾何模式與傳播路徑上的速度側向變化等均造成震波隨震
央距離有不同的衰減與震動特性。由於車籠埔斷層的低角度逆衝特
性，強震動區域明顯集中在斷層上磐，特別是斷層北端之豐原-石岡
附近，其下方 Aspersity 所釋放出的強烈波動為震源不均質性最直接
而明顯的影響。斷層北方新竹-苗栗一帶受到震源過程中破裂朝北傳
播的影響，沿破裂傳播方向上有明顯的 Directivity 效應，造成強烈的
地表振動。而在斷層西部的台中-彰化一帶，雖然座落於下磐區，卻
由於三維速度模型中的淺層低速區影響，普遍出現表面波振幅放大現
象。至於嘉義以南的區域，其位處在震源破裂方向的相反處，震波建
設性累積的效應無法產生，故震動相對較弱。震波於中央山脈中，受
到車籠埔斷層面逆衝滑移特性的影響能量快速衰減，但向東進入海岸
山脈後，由於近地表速度梯度的強烈變化而產生些微放大。整體而
言，集集地震發生後於各地區之強地動的發生行為與過程主要仍是受
到強大的震源效應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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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與未來展望
現階段而言，強地動的預估與場址效應的模擬於技術上是確實可以達
成的，但就其模擬頻率範圍上我們仍然需要高度精化之三維速度模型，特
別是在淺層低速區域的解析度上，同時更為強大的平行電腦系統也必須加
以考量來因應高階有限差分的龐大計算量，以求在解析度與計算效率上獲
得均衡。此外，震源過程的精確程度亦是影響強地動模擬精準性的重要因
素，特別是在範圍狹小確有著高密度人口的台灣地區。本研究於震源模型
的的研究已克服許多先前研究所無法完成的目標，但自然界的震源破裂現
象仍遠較現有的震源模型來的複雜，如三維空間中的複雜破裂位置、次生
斷層與非線性的破裂行為等，因此對於高精度震源模型的研究未來仍有許
多努力的空間。
檢驗模擬結果的最客觀方式乃藉由已知的觀測資料進行比對，然由本
研究中看到，雖然台灣目前已是世界上強震網最密集的地區之一，但九二
一地震發生時大部分的紀錄缺乏絕對時間，而分佈位置主要是沿著人口密
集的都會區，相對之下中央山脈便成為記錄的空白區域，縱然模擬的結果
包含了整個台灣，但某些特殊現象仍無法由觀測資料有效證實。幸而在 921
地震發生之後，強震站絕對時間的校正與分佈的不均勻性已受到各界注
意，許多大型計畫正針對此缺陷進行補強，包括 TAIGER、TOP、PBO 等，
可以預見未來於台灣地區將有分佈極為均勻且密集的高品質地震資料，而
分析這些龐大而複雜的資訊將是未來地震研究者的重大挑戰。
就九二一集集地震而言，雖然其對台灣造成了重大生命與經濟上的
損失，然而藉由這次大自然對人類的試煉，對於災害性地震的震源破裂
過程、路徑效應與其所產生的複雜強震現象我們已能更精確地瞭解與掌
握。而最終目的乃希望藉由此研究累積相關的技術與經驗，在未來實現
強地動預估的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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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Rupture Process and Wave Propagation Analysis
of the 1999 Chi-Chi, Taiwan, Earthquake
Shiann-Jong Lee
ABSTRACT
A complex source process inversion technique including three-dimensional fault geometry,
three-dimensional Green's functions and parallel non-negative least square inversion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high resolution spatio-temporal slip distribution of the 1999 Chi-Chi, Taiwan,
Earthquake. The 3D fault geometry was inferred from the aftershocks distributions and
high-resolution reflection experiment studies. It shows dip angle of the fault becomes shallower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near flat at the deeper portion of the fault. The 3D Green’s functions were
calculated from a 3D finite-difference code using 3D velocity structure derived from tomographic
studies for grid size of 0.5km and time interval 0.05sec. The 3D Green’s functions show
significant azimuthally variation of the waveform suggest the necessity of the 3D Green’s
function calculations in Taiwan. On account of the 3D fault geometry and 3D Green’s functions,
we use parallel linear inversion technique to invert the spatial/temporal slip distribution of the
1999 Chi-Chi earthquake using the dense strong motion waveforms considering huge amount of
multiple time windows. Finally, the 3D source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the inversion result was
used to forward modeling the full-wave 3D wave propagation of the 921 earthquake. Our study
here emphasizes the necessary of 3D fault geometry and 3D Green's function that correctly
account for both the complicated source process and wave propagation effect of the large
damaged earthquake. The major achievements of this research are stated below :
A. High resolution 3D source process inversion
Final result is drive from 48 time-windows inversion. The rupture process shows very
complex spatio-temporal slip behavior. Major slip area is located at the shallow part of the
fault (about 10 km depth). The largest slip, 15.8m, is at about 30 km north of the epicenter
which is near the bending of the fault and extend to about 15km depth. The rupture time
history at southern and northern parts is entirely different. In southern part, the slip behavior
is composed by repeatedly and small slip rate; while the northern part is dominated by single,
duration about 10 sec, large slip rate event. Comparing with previous results, the resolution of
the static slip distributions is more refined in this study. The same with the dynamic rupture
process, there is some phenomena that can only be revealed detail in this study. These high
resolution source process analyses can help to promote further study in earthquake physics
and strong ground motion prediction.
B. Forward strong ground motion simulation of the 921 Chi-Chi earthquake
Joining the high resolution source process model and parallel 3D wave propagation technique,
we have successfully reproduced the strong ground shaking during the Chi-Chi earthquak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observed waveforms from a dense strong
motion waveforms clearly demonstrate that the variation of the velocity structure and the
complex fault slip process greatly affect the damage during the Chi-Chi earthquake. The
source directivity effect produced large amplitudes along the direction of the rupture
propagation. Low velocity under shallow part of Coastal Plain generated significant amplified
ground motion. Under Central Range, the seismic wave was relatively weak owing to the
energy radiation mechanism of the Chelungpu fault. The ground motions were then amplified
further by the high velocity gradient under Coastal Range. Finally, the strong ground motion
characters at different regions were mainly dominated by intense source effect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point out that a close link with strong motion observations, source studies,
detailed knowledge of velocity structur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prediction of strong ground motion feasible in the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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