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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 
• 《泉州府誌》 ： 「 （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泉州地震。初九夜連震

十餘次，山石海水皆動，地裂數次，郡城尤甚。開元鎮國塔尖石墜，損扶欄。
城內外廬舍傾圮，覆舟甚多。 」 

• 《晉江縣誌》： 「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604年12月29日）夜，自東
北向西南。是夜連震十餘次，山石海水皆動，地裂數處，郡城尤甚。開元寺
東鎮國塔第一層尖石墜，第二層、第三層扶欄並碎。城內外廬舍傾圮，覆舟
甚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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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新竹
（Hsinchu）在該年亦記錄到異
常之海水變化，其浪高20至30公
分。 
（Lee, 1988；Yang, 1987；李孟
芬，1996；馬國鳳，2006）。 



背景分析（續） 
• 甚至三年後之地震亦有疑似海嘯之記載。《重修洛陽橋記》： 「上萬

曆帝禦極之三十五(1607)年丁未，地大震，城垣坊剝，胥就頹。橋圮
尤甚。而橋北石橋塌低於南四尺奇，潮至輒沒，人不能行，淵趾剝落，
十僅存三、四耳。 」 

• 由以上之文獻以及觀測結果可知，1604泉州地震雖主要災害在內陸，
然而其仍有潛在疑慮引發海嘯，並導致台灣西部沿海之海嘯災害。辛
局長在勤亦指出，自泉州大地震後，東南沿海已超過四百年未發生大
地震，若再有類似規模的強震，地震可能會重創福建以及金門，而其
所引發之潛在海嘯對台灣西部影響則需謹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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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海嘯動力學之角度而言，
1604泉州地震若可引發海嘯，
並傳遞至台灣西岸之新竹地區，
此表示海嘯之能量能夠由彼岸
投射至新竹。 

• 若該震央位置往外海偏移，或
海嘯源強度增強，則新竹之波
高亦將隨之增大。 

• 未來海嘯源之位置若有不同，
則台灣西岸所受之影響需詳細
模擬與評估。 

• 過多情境將影響分析。如何建
立有效且快速之方法以掌握最
可能之潛在海嘯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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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研究目標 
1. 還原1604泉州地震與海嘯 
2. 掌握臺灣西部海岸對於來自於泉州沿海以及臺灣海峽之潛在海嘯

源之影響與衝擊 
3. 研究成果可應用於臺灣西部沿海城市對於海嘯災防策略之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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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 1604泉州地震資料收集，並重建該海嘯情境。 
2. 以泉州沿海以及臺灣海峽西岸為目標，利用IIA法針對臺灣西部重點

城市進行海嘯強度敏感性分析。 
3. 探討位於臺灣海峽之潛在海嘯源對於臺灣西部沿海之影響 



1604年泉州地震相關參數 

李善邦（1960） 整理的中國地震目錄中，1604 年泉州地震震央位於 
25.0° N, 119.0° E，地震規模 M=8 

中央地震工作小組
辦公室（1971） 整理的中國地震目錄中，登錄為 25.0° N, 119.5° E，M=8 

Lee et al.（1978） 整理的地震目錄中登錄為 25.0° N, 119.5° E，表面波地震規
模Ms=8 

吳維燦（1980） 24.8° N, 118.9° E, M=7.5 

郭 增 建 、 馬 宗 晉 
（1988） 評估斷層面為走向 38，傾角 SE54 與走向 133，傾角 SW85 

鄭 世 楠 、 葉 永 田
（1989） 整理台灣地區地震目錄中登錄為 25.0° N, 119.5° E, ML=8.0 

謝毓壽（1991） 認為規模為7.5；1994 年昆明歷史地震研討會地震規模定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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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粵濱海斷裂帶為右移走滑－逆衝之性質，全長約 500 公里，
約略位於福建沿海等深線 50-60 公尺處，如圖1 所示。以閩粵
濱海斷裂帶中間二個斷裂長 250 公里，應用 Wells and 
Coppersmith（1994）經驗式與鄭世楠等（2011）經驗式，評估
對應的規模 MW=7.9, ML=7.5，採用衰減率模擬的等震度圖
（圖2）。 

1604年泉州大地震等震度分布、震央與斷層面解圖。圖中棕色、綠色與紅色，
星型符號分別為李善邦（1960）、吳維燦（1980）、賈素娟（1994）結果，紫

色為目前普遍接受的震央結果。鄭世楠等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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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1604年泉州海嘯（Mw=7.5） 

海嘯到時圖 
(Arrival time) 

最大波高圖 
 (The maximum wave height) 

初始波高（海嘯源） 
(The initial wave height) 

海嘯大約2小時後抵達基隆 



新竹站水位歷線圖 
Time-history free-surface elevation at 

Hsi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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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1604年泉州海嘯（Mw=7.5） 
潮位站最大波高 

The largest wave height at each tidal ga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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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1604年泉州海嘯（Mw=7.9） 

最大波高圖 
 (The maximum wave height) 

海嘯到時圖 
(Arrival time) 

初始波高（海嘯源） 
(The initial wave height) 

海嘯大約2小時後抵達基隆 



新竹站水位歷線圖（Mw=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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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站水位歷線圖 
Time-history free-surface elevation at 

Hsinchu 

潮位站最大波高 
The largest wave height at each tidal gauge 



使用IIA分析分析台灣海峽潛在海嘯
源對台灣西部海岸之影響 

• 以海嘯源強度分析法(Impact 
Intensity Analysis，以下簡稱
IIA) 進一步分析台灣海峽之
潛在海嘯源，分別對新竹以
及台灣西部海岸之重點地區
之影響。 

• 例1：何處之海嘯對新竹沿
海有最大之影響？ 

• 例2：核電廠在面對海嘯危
害與風險，應優先於何處佈
設海嘯監控儀器？ 

• 例3：在沿海發現海嘯沈積
物或海嘯石，該古海嘯事件
最可能由何處地震所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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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可否由距離遠近來判斷可能之海嘯源？ 
可以，但錯誤風險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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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源A 海嘯源B 

本案例中，海嘯源A與海嘯源B皆位於基隆港外海不遠處，然
而其對基隆港之卻有極大差異。海嘯源A之能量主要朝北部傳
遞，對基隆港幾乎無影響，然而海嘯源B之能量卻主要傳遞至
基隆，對基隆港危害極大。 
此案例突顯情境分析法之缺點，亦即有挂一漏萬之疑慮。 



Method of Impact Intensity Analysis (IIA) 

Study area 

1. Discretized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into small uniform source 
regions 

2. Calculate the wave propagation from each source region. (This 
requires high performance computation) 

3. Record the maximum wave height (MWH) at the study area  
4. Place the MWH value on the corresponding sourc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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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IIA :九鵬 (22.124520, 120.89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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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8, Yap Trench （亞普海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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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A :九鵬 (22.124520, 120.89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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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里亞納T09 



亞普海溝 
(原方向) 

 

1 2 3 



1 2 3 

黑線:合成點源之結果 
紅線:各點源疊加之結果 
 
海嘯波具有線性疊加之
特性。 

Hualien Hualien Hualien 

Hualien 



亞普海溝 
(重疊能量通道) 

 

1 2 3 



IIA 小結 

• IIA 分析圖可判各海嘯源對研究場址之衝擊
影響程度。 

• 若海嘯源並未位於IIA之路徑，則該海嘯源
對研究場址影響有限。並可藉由此法排除
不可能之海嘯源，以縮限情境分析個數。 

• 若海嘯源部分或全部位於IIA 之路徑上，則
對研究場址必有影響，且最大影響發生在
走向與路徑垂直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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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A 新竹-南寮舊漁港 
若震央位址往北移動，則影響程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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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台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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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東石漁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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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安平漁港 

26 



高雄-旗津區高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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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東港大鵬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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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南寮舊漁港                             台中-台中港                           嘉義-東石漁人碼頭 

台南-安平漁港                          高雄-旗津區高雄港                    屏東-東港大鵬灣 



總結 
• 本研究還原1604泉州地震與海嘯。由結果可知，該地震規模大約為

Mw=7.5-7.9。而新竹海嘯波高約18-40cm。 
• IIA可用於評定各海嘯源對研究場址之衝擊影影響。研究結果發現，

海嘯源不位於IIA路徑上，則對研究場址幾無影響。然而，若海嘯源
部分或全部位於IIA路徑上時，則海嘯對研究場址必有衝擊。影響程
度最大之情境發生於走向與路徑垂直時。 

• 由新竹之IIA分析可知，若泉州地震往東北芳偏移5-10KM，則海嘯對
新竹之影響程度將加劇。 

• 本研究亦分析台灣西部種點城市與港口對台灣海峽潛在海嘯源之影響
程度。研究結果已呈現與討論。 

• IIA法不僅適用於未發生之潛在海嘯威脅分析，亦適用於古海嘯定源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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