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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3日 

依據內政部「災害防救深耕5年中程計畫」辦理。 

為第2梯次執行地方政府，期程為99年至101年。 

參與深耕計畫之行政區有北投區、信義區、內湖區、

南港區、文山區及中山區。  

主要針對地震災害及颱洪坡地災害進行資料收集與分

析，並研擬相關應變機制與防救災計畫。 



主要參與深耕計畫之行政區 

北投區 

信義區 

內湖區 

南港區 

文山區 

中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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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與深耕計畫之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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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S軟體主要應用於下列： 

1.災害潛勢分析 

1) 地震潛勢分析 

2) 成果潛勢圖 

2.防災地圖 

1) 地震防災地圖 

2) 災害潛勢圖 

3.應變體系強化 

1) 文山區兵棋演練 

深耕計畫-研究內容 



深耕計畫-內容架構 

重點計畫 研究內容 研究目的 

災害潛勢分析 
進行臺北市12區地區災害潛勢調查並研提救災
因應對策 

了解颱洪淹水、邊坡坍滑、地震災害對臺
北市之影響，並提出短中長期之改善策略。 

防災地圖 建置12行政區、456里防災電子圖資 
利用淹水潛勢資料之運用流程繪製潛勢圖
資，可作為政府減災、搶救與防救災決策
等依據、並供民眾參考 

應變體系強化 
強化市級、區級災害防救體系之分工與運作機
制 

建立能有效運作的縱、橫向聯繫整合機制，
使得區公所之災害防救任務能與市級各單
位契合。 

教育訓練 
編訂防救災教育訓練教材，培育市級與區級相
關人員防救災素養，99-101年共計辦理32場
教育訓練及3場研討會 

培育提升各單位災害防救知能，並辨識防
災知識缺口，做為未來持續教育訓練規劃
方向。 

社區防災 
協助並輔導區公所於計畫內推動社區防災工作
(99-101年共計辦理78場課程及4場企業防災) 

提升里長及居民之防救災觀念與能力，進
行深耕防救災之工作 

潛勢評估系統 建置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統 
整合全市與12區現有資源，以提供防救
災時救災資源查詢功能，提高防救災作業
資源調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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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分析 



災害潛勢分析－震災事件選定 

• 參考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第
四篇（地震災害），影響臺北盆
地之主要三起地震事件 

1. 事件一（臺北南方） 

2. 事件二（宜蘭外海） 

3. 事件三（山腳斷層） 

– 擇其三者為100年與101年深耕計
畫震災模擬斷層 

 

• 宜蘭外海斷層 
– 菲律賓海板塊向下隱沒至歐亞大

陸板塊下方之隱沒帶 

– 地震震央經緯度修訂為 

（121.88E，24.48N） 

– 位於臺北市東南方，震央距離臺
北市約90公里 

– 事件一（PGA=0.24g） 

– 事件三（PGA=0.3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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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腳斷層 
– 中央地質調查所之活
動斷層分類為第二類
活動斷層 

（更新世晚期活動斷層） 

– 震央經緯度為
（121.44E，25.07N） 

– 位於臺北市西方，震
央距離臺北市約11公
里 

– 事件二（PGA=0.24g）  

– 事件四（PGA=0.32g） 

– 事件五（PGA=0.54g） 

– 事件六（PGA=0.59g） 

– 事件七（PGA=0.6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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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分析－震災事件選定 

TELES軟體模擬斷層圖 



• 臺北南方地震 
– 臺灣東北部為菲律賓
海板塊隱沒到歐亞大
陸板塊下之板塊隱沒
帶，設定為一隱沒帶
斷層，設計臺北地區
首都直下型地震 

– 其斷層震央參酌臺北
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設定為 

（121.5E，24.5N） 

– 位於臺北市西南方 

– 事件八（PGA=0.2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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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分析－震災事件選定 

TELES軟體模擬斷層圖 



宜蘭外海斷層事件設定
假設L

斷層破裂長度

計算MW

地震矩規模

計算ML

地震芮氏規模

TELES軟體模擬

代入L、ML、震源
深度、震央經緯
度、斷層類型、斷
層方向、斷層傾角

輸出
模擬宜蘭外海斷層事件

成果

Wells and 
Coppersmith（1994）

吳逸民等（2000）

宜蘭外海地震事件潛勢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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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事件介紹-宜蘭外海地震事件 



山腳斷層事件設定

假設L
斷層破裂長度

計算MW

地震矩規模

計算ML

地震芮氏規模

計算A
斷層破裂面積

計算W
斷層破裂寬度

代入L、ML、W、震
源深度、震央經緯
度、斷層類型、斷層
方向、斷層傾角

TELES軟體模擬

輸出
模擬山腳斷層事件成果

Wells and 
Coppersmith（1994）

Wells and 
Coppersmith（1994）

吳逸民等（2000）

山腳斷層地震事件潛勢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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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事件介紹-山腳斷層地震事件 



首都直下型地震事
件設定

假設MW

地震矩規模

計算MW

地震矩規模

計算ML

地震芮氏規模

計算A
斷層破裂面積

計算W
斷層破裂寬度

代入L、ML、W、震
源深度、震央經緯
度、斷層類型、斷層
方向、斷層傾角

TELES軟體模擬

輸出
模擬首都直下型地震事件成

果

Wells and 
Coppersmith（1994）

Wells and 
Coppersmith（1994）

吳逸民等（2000）

首都直下型地震事件潛勢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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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事件介紹-首都直下型地震事件 



•災害潛勢分析【震災事件參數設定】 

 

 

 

 
 

 

 

 

1. 匯出成果資料，進行出圖 

成果潛勢圖－結合ArcGIS軟體 

2. 彙整成果資料，提出分析 
1. PGA分布 

2.倒塌受損棟數  

3.日間傷亡人數 

4.夜間傷亡人數  

5.避難人數 

6.建築物廢棄量 

7.震後起火數 

災害潛勢分析 

項次 斷層帶 芮氏規模 
PGA 

（g） 
事件一 宜蘭外海 6.9 0.24 
事件二 山腳斷層 5.2 0.24 
事件三 宜蘭外海 7.0 0.32 
事件四 山腳斷層 5.5 0.32 
事件五 山腳斷層 6.3 0.54 
事件六 山腳斷層 6.7 0.59 
事件七 山腳斷層 7.0 0.63 
事件八 首都直下型 7.5 0.24 

地 震 事 件 模 擬 參 數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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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分析－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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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分析－出圖 

• 彙整匯出資料 

• 使用TELES軟體：TELES_805r 
– 目前所提供之臺北市分析成果里別數目為449個（現已變更為456個） 

• 匯出資料須修訂為456個 

• 與ArcGIS Shpfile結合須變更行政代號進行資料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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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分析－ArcGIS出圖 

• ArcGIS出圖 

– 凸顯TELES資料分析成果 

– 可依不同行政區及所需區
域進行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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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Sb軟體資料結合ArcGIS軟體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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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出圖 

ArcGIS

地震災害潛
勢分析結果

臺北市里界
Shpfile

臺北市潛勢
分析圖

利用行政代號結合兩邊
資料



災害潛勢分析－ArcGIS出圖 

開啟ArcGis使用工具列 
新增地震災害潛勢分析結果 
拖曳臺北市里界圖資至左方空白Layers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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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選項 左方欄位 



ArcGIS軟體出圖操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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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出圖 



ArcGIS軟體出圖操作－選取出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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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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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出圖－範例 



ArcGIS軟體出圖操作－進行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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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出圖 

ArcGIS軟體可依其出圖所需大小 

進行解析度選取 

如A4大小約為200～500dpi即可 

如A0大小則須1000以上之dpi 

出圖時間視電腦功能及dpi多寡 

而定，越多則所需時間越長 



A0出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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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出圖成果 

分區出圖成果-北投區 



展示於臺北市災害防救深耕計畫研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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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出圖成果 



災害潛勢分析 

• 依TELES軟體所提供之模擬成果進行分析 

1.PGA分布         → 預警系統建立             

2.倒塌受損棟數 → 鑑定時數評估 

3.日間傷亡人數 → 醫療資源配置 

4.夜間傷亡人數 → 醫療資源配置 

5.避難人數        → 臨時收容場所規劃 

6.建築物廢棄量 → 清潔資源及廢棄物分類配置 

7.震後起火數    → 消防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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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棟數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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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 



匯出成果資料，進行出圖 

1) 地震防災地圖 

2) 災害潛勢圖 

1.倒塌受損棟數 → 鑑定時數評估 

2.日間傷亡人數 → 醫療資源配置 

3.夜間傷亡人數 → 醫療資源配置 

提供模擬災害情況參考 

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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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12區地震防災地圖－提出士林區、內湖區及大同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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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出圖成果 



繪製6示範區災害潛勢圖－提出內湖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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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出圖成果 



展示於內湖區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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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出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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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體系強化 



文山區防災兵棋推演 

 提出地震模擬成果以供參酌 

應變體系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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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針對TELES軟體模擬里界圖層，建議因應已變更之
里界行政範圍進行修訂 

針對TELES公共建設之建物資料進行資料彙整 

於今年101年9月19日進行研商會議 

討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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