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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省汶川地震的特色是規模大 (MS8.0)，地震斷層地表破裂跡長 (推估長300公里 )、主震持續

時間久 (推估達2分鐘 )、震源淺 (10-20公里 )、破壞力強 (死亡人數至2008/05/25止已超過六萬人 )。引

發這次地震的造震斷層是龍門山斷裂帶中的北川 -映秀斷層。由於龍門山與成都盆地的關係，類似車

籠埔斷層與台中盆地的關係；兩者都是位於板塊邊界活動構造變形前緣。映秀—北川斷層位置可能

相當於台灣中部的水里坑－陳有蘭斷層，故推測尚未列入活動斷層的水里坑－陳有蘭斷層也有再活

動之可能 ;而陳有蘭溪河谷兩岸地震衍生的二次災害現象與經驗正可能是岷江河谷兩岸及其他災區

未來災害發展的境況模擬，皆值得進一步調查與探索。四川碧口土壩受震產生的下陷率略高於鯉頄

潭大壩 (集集地震 )，但皆與Seed-Lee-Idriss法的估算大致相符。根據福衛二號影像配合SRTM地形

資料計算唐家山堰塞湖水位上升速率，與中國水利部估計相似。雖然地震發生的時間尚無法預測，

但從汶川地震與集集地震的經驗得知，新期活動斷層的位置與規模是可以大致推測獲得，如果活動

斷層位於人口密集的都會或山區附近，人們要如何因應?不幸地震災害發生，要如何緊急避難、減少

災害損失?地震災後要如何選擇相對安全的場所進行復建等都是迫切而急須解決的課題。  

關鍵字：汶川地震、龍門山斷裂帶、集集地震、車籠埔斷層、堰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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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of Ms 8.0 taken place in Sichua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extensive surface fault rupture, 

long duration time, shallow depth of hypocenter and more than 60000 casualties. Being one of these faults located within 

Longmen Shan thrust belt, the Beichuan fault gave rise to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Both Wen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 

and Chichi Earthquake in Taiwan occurred in the leading deformation front of two active collisional plate boundaries. 

Similarities of the geological and geomorphological background between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the Chichi Earthquake 

promote the discussion of the geotechnical related issues by comparing these two cases in this article. 

Location of Beichuan fault in Longmen Shan thrust belt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Shuilikeng-Chenyulan Fault in central 

Taiwan, where might have the potential of reactiv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the hazardous scenarios such as massive landslides, 

debris flows experienced in the Chenyulan stream area in Taiwan could also happen in Sichuan, China where had been heavily 

struck by Wenchuan Earthquake.  

The settlement ratio of Bi-kou Dam in China is similan to Li-yu-tan Dam in Taiwan, both are matching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by the Seed-Lee-Idriss method. The arising speed of water table in Tang-jia-shan dam-up lake estimated from CSRSR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SRTM data resemble that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Water Conservancy, China. Even though the earthquake 

prediction is still a challeng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by analyzing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Chichi Earthquake and their 

consequence on the humanity, the features of active faults and related seismic hazards can be properly evaluated. Once the active 

faults are found located near the urban area, it is important and urgent to establish appropriate emergency response and 

evacuation plans, as well as the mitigation design after disasters, in order to validly prevent damage and reduce loss. 

KEY WORDS：Wenchuan Earthquake, Longmen Shan thrust belt, Chichi Earthquake, Chelungpu Fault, 

Dam-up lake. 

一、前  言 

2008年5月12日中國大陸四川省汶川縣發生

了汶川大地震，震央 (在中國稱為震中 )位於中國

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境內，即四川

省省會成都市西北偏西方向90公里處。根據中國

地震局的數據，此次地震的表面波規模 (在中國稱

為震級 )為MS8.0，地震矩規模達到了MW8.3，破

壞地區超過10萬帄方公里。震度 (在中國稱為地

震烈度 )可能達到修正莫卡力強度 (MMI)11級 (相

當於台灣或日本採用之最大等級 -震度 7級 -劇

震，地動加速度達 400 gal 以上 )(維基百科，

2008/05/25 查詢 )。山崩地裂、大部分磚石建築

及木屋連地基摧毀，橋樑毀壞，道路中斷、地下

管道失去作用，鐵路軌道明顯彎曲。由於地震震

央位於人口密集的四川省成都帄原西缘的龍門

山山區，導致人員、財產重大損失，據目前報導  

(2008/05/25) 死亡人數已超過60000人，災情仍

在擴大。  

從新聞媒體傳出來的各種災情畫面，不免讓

人想起1999年9月21日發生在台灣中部集集大地

震當時災害的情形。這次汶川地震的特色是規模

大，地震斷層地表破裂跡長、主震持續時間久、

震源淺 (10-20公里 )、破壞力強。引發這次地震的

造震斷層是龍門山斷裂帶中的北川 -映秀斷層。由

於龍門山與成都盆地的關係，在地形上類似車籠

埔斷層與台中盆地的關係，地體構造環境也與台

灣921集集地震的車籠埔斷層類似；兩者都是位

於板塊邊界活動構造變形前緣。此次龍門山斷裂

帶地震活動也像車籠埔斷層在921集集地震活動

一樣，填補了鄰近區域近代地震儀器記錄空白的

區位。集集地震造成台灣2500多人死亡，直接經

濟損失達100億美元以上，到2008年5月為止，二

次災害 (山崩、地滑、土石流、土砂遷移所引致的

沖刷與淤埋等 )的效應未曾稍歇，例如因地震中斷

的中橫公路雖幾經搶通，但不久後又遭颱風豪雨

引致山崩損毀，至今仍無法安心修復通行。  

汶川地震的規模與災害範圍就像當頭棒

喝，讓我們不禁自問：經過了921集集地震之後，

我們是否不自覺的將集集地震震矩規模MW7.6 

視為台灣陸上可能發生的最大規模地震，內心期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C%87%E5%A4%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C%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C%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C%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C%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5%9D%9D%E8%97%8F%E6%97%8F%E7%BE%8C%E6%97%8F%E8%87%AA%E6%B2%BB%E5%B7%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5%9D%9D%E8%97%8F%E6%97%8F%E7%BE%8C%E6%97%8F%E8%87%AA%E6%B2%BB%E5%B7%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0%E9%83%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0%E9%83%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0%E9%83%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B%BD%E5%9C%B0%E9%9C%87%E5%B1%8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B%BD%E5%9C%B0%E9%9C%87%E5%B1%8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B%BD%E5%9C%B0%E9%9C%87%E5%B1%8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D%A2%E6%B3%A2%E9%9C%87%E7%B4%9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F%A9%E9%9C%87%E7%B4%9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3%88%E5%BA%A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F%A9%E9%9C%87%E7%B4%9A&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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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像汶川地震這種規模甚或更大規模的地震，不

會也不可能發生。但事實上未必如此，我們必須

藉由這次汶川地震學習與大自然相處的經驗。因

此，本文嚐詴從大地構造與地工技術的角度來討

論汶川大地震之相關議題，思考人類活動、斷層

活動與地震災害間互相調適的可能性，體會如何

向大自然學習 -學習如何與活動斷層與地震和帄

相處，減少類似災害的損失。  

由於時間倉促、資料不足、本文的內容，主

要是整理既有資料，包括大地構造與地工技術相

關之文獻暨新聞報導、相關議題之近期研究、集

集地震心得分享與討論，以作為後續調查研究汶

川地震的參考。  

二、大地構造與地震活動 

這次地震源自青藏高原前緣的龍門山斷裂

帶上，印度大陸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碰撞擠壓長

久累積的應變能於此斷裂帶附近突然釋放，才導

致這次大地震。龍門山斷裂帶沿著成都盆地的西

緣切過，西部高山隆起達海拔4989公尺  (九頂

山 )，東部盆地帄原區人口密集、工業發達的大城

市就在 100公里以內 (圖一、圖二 )。圖中灌縣  

(Guan Xian) 為今都江堰市舊名。青藏高原向北

及向東的位移受阻於四川地塊，迫使向東流動的

地殼沿高原東緣推積，並向四川地塊超覆，形成

寬大的南北向擠壓構造帶。龍門山斷裂帶是這個

擠壓構造帶中最東緣的逆衝斷層帶 (圖三、圖

四 )，全長約500公里，寬約70公里。由圖四得知，

汶川地震發生前，四川盆地西緣  J’附近的位移速

度遠小於其西側J附近的位移速度，顯示在地震

前於龍門山附近之地殼受到由西向東的壓縮作

用，正持續累積應變能，這種情況與集集地震前

車籠埔斷層附近位移速度遠小於台東縱谷的位

移速度，顯示集集地震發生前，由東向西擠壓作

用，正在縱谷以西至車籠埔斷層間的臺灣中部地

殼內持續累積應變能十分類似 (圖五，Yu et al.，

1997)。龍門山斷裂帶在1657年4月21日曾有規模

6.2的地震記錄，但此後300年間未再發生規模超

過6的地震。1933年8月規模7.5的強震係發生在

茂汶北疊溪一帶。2001年11月的崑崙地震 (規模

8.1、地表破裂達400公里、最大滑距達16.3公

尺，Lin et al., 2002)發生後，青藏高原的擠壓應

力集中區由北部轉向東部，可能是此次汶川地震

被促發的近因之一。  

近年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測量結果

顯示，龍門山地區每年約以4.0 ± 2.0 mm的距離

向四川盆地移動，此位移量並非特別高，但是卻

能造成異常明顯的地形差異，因此多數的地質學

家同意龍門山東側地區除了有造山運動主要構

造「逆衝斷層」之外，亦有大規模之「橫移斷層」

系統之存在。若無橫移斷層系統，則每年2 ~ 6 

mm的逆衝位移是很難造成如此明顯的地形線

型。  

龍門山斷裂帶是由三條斷層組成，自西而東

分別是汶川-茂縣斷層 (F1)、北川 -映秀斷層 (F2)、

安縣 -灌縣斷層 (F3，或稱彭灌斷層 ) (圖六、圖

七 )。根據地震震源機制解資料與初步勘察資料顯

示，這次地震活動主要是位於中央的北川 -映秀斷

層錯動所致。此斷層在北西西 -南東東向的擠壓作

用下，發生以逆衝為主伴有右移分量的錯動，從

汶川映秀地區開始破裂，主要是向東北方向延伸

擴展  (據估計長達300公里長 ) (圖六、圖七 )。  

Densmore et al. (2007) 的研究指出北川 -

映秀斷層近期的活動為一右移斷層，而彭灌斷層

則為一逆衝斷層，為了確定斷層之活動年代，該

研 究 並 使 用 孙 宙 射 線 定 年 法 （ cosmogenic 

radionuclides）進行斷層兩側階地之年代判定。

經過遙測影像判釋、槽溝開挖與定年分析，北川

-映秀斷層及安縣 -灌縣斷層均錯移了年輕於一萬

五千年前形成的沖積層河階，因而認定為活動斷

層，其全新世滑移速率估計為1~10mm/yr，安縣

- 灌 縣斷 層上 一次 活動 時間 為 900~1000 年 前  

(Densmore et al., 2007)。相較於鄰近之崑崙斷

層及鮮水河斷層  (圖三 )，崑崙斷層於2001發生

規模8.1強震 (Lin et al., 2002)，鮮水河斷層於

1973發生規模7.3強震及1981 發生規模6.9強震

(張秋文等，2003)，北川 -映秀斷層及安縣 -灌縣

斷層並不算很活躍，所以大地震也不如崑崙斷層

及鮮水河斷層頻繁，容易使人忽視他們的存在而

疏於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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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四川汶川大地震之google 三維衛星影像，大致由南向北看，星號為推定之震央位置，圖中灌縣 (Guan 

Xian) 為今都江堰市舊名，龍門山西側是岷江的河谷，汶川(Wenchaun)、綿池鎮(Miansizhen)位於岷

江河谷附近。 

 
圖二 四川汶川大地震之google三維衛星影像，大致自東向西看，星號為推定之震央位置，龍門山脈與成都盆

地間高差達四千多公尺，其山勢由西南向東北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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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龍門山之地體構造背景，圖中崑崙斷層於2001

發生規模8.1強震，鮮水河斷層於1973發生規模

7.3強震及1981 發生規模6.9強震 (中國地質

調查局，2008-05-18) 

 

圖四  青藏高原之GPS量測與構造變形 (Zhang et 

al., 2004) 

圖八為利用美國太空總署（NASA）與美國

地質調查局（USGS）提供之地形資料，套疊北

川斷層與彭灌斷層之地形圖，可見其地形之落差

與斷層位置有著明顯的關聯。龍門山的西側是岷

江流域，由都江堰市流入成都盆地，汶川—茂汶

斷層 (F1)大致帄行岷江河谷之西側，映秀—北川

斷層位於龍門山帄行高山陡崖下方，而安縣—灌

縣斷層則位於山地與盆地交會處。成都盆地之帄

均海拔約  600公尺，安縣—灌縣斷層和映秀—北

川斷層之間部分海拔大致位於 1000～ 2000公

尺，映秀—北川斷層和汶川—茂汶斷層之間部分

海拔基本都在2000公尺以上 (圖六、圖八 )。龍門

山北段的海拔普遍在1000～2000公尺上下，由南

西至北東方向，龍門山北段與四川盆地之盆山界  

 
圖五 台灣1990-1995 GPS位移速度場 (Yu et al., 1997) 

 
圖六  龍門山斷裂帶位置圖，主震震央位於都江堰市

西方紅點位置(中國地質調查局，2008-05-18) 

限越來越模糊。龍門山南、北兩段在地貌表現上

截然不同。此一地貌變化正好位於安縣 -北川附

近，位於岷山隆起之東界 -虎牙、擂東斷層一線 (陳

國光等，2007)，北川一帶此次災情慘重，可能

與斷層的地下地質構造在此分段有關。  

其實，龍門山斷裂帶的活動史並非只有這一

些資料。從成都帄原到龍門山一帶地形高度上的

差異及地層沉積上的記錄，都反應了此斷裂帶於

第四紀的活躍逆衝運動。位在斷裂帶西北側的龍

門山脈之高度可達海拔5000公尺，而位在斷裂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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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側的成都盆地海拔僅為數百公尺；在不到一

百公里內的範圍有著超過 5000公尺的高度變

化，代表此處的構造活動十分活躍，才可以在地

表上面刻劃出如此明顯的地形線型 (陳國光等，

2007; Densmore et al., 2007)。在成都盆地以西

的山地為古生代地層，而在成都盆地下則堆積了

厚達500公尺的第四紀地層 (圖九 )，成都盆地沖積

層下方更有盲斷層存在 (圖七 )，地層層位的證據

反映了第四紀斷層活動的歷史。  

龍門山斷層帶與成都盆地新期構造型式關

聯與中台灣西部麓山帶與台中盆地間十分相似

(圖七 )，只是台灣構造運動由東向西發展，龍門

山構造由西向東發展。車籠埔斷層相當於安縣—

灌縣斷層。在台灣，映秀—北川斷層相當於分別

變質岩與沉積岩的水里坑－陳有蘭斷層 (有的資

料稱水裡坑－陳有蘭斷層 )，這是不是意味著，對

於西部麓山帶中的褶皺斷層帶中的幾條斷層，其

中的雙冬斷層已列為存疑性活動斷層，而水里坑

斷層尚未列入。由汶川的案例顯示，我們不應該

對水里坑－陳有蘭斷層掉以輕心，應該經進一步

仔細地研究，了解其未來會不會像此次汶川地震

一樣有再活動可能的証據。  

     
四川龍門山斷裂帶地質方塊圖                        台灣西部麓山逆衝帶地質方塊圖 

圖七  四川龍門山斷裂帶與台灣西部麓山逆衝帶比較圖區域構造背景圖(左圖-中國地質調查局，2008-05-18) 

 
圖八  四川盆地西側地形與斷層位置圖。圖中紅線與黑線為Densmore等人所繪製之斷層位置圖，藍線為該團隊所繪製

之細部斷層位置圖，黑色方塊為圖十六之位置圖，本圖座標系統為UTM 48N，橢球體為WGS84，單位為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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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龍門山斷裂帶與前陸盆地發展階段示意圖   

(曾允孚、李勇，1995) 

三、斷層破裂與地表變形 

此次地震是地殼沿龍門山斷裂帶之北川 -映

秀斷層發生破裂，破裂線長達300公里。根據這

次地震的地震矩規模達到了MW8.3，震源機制解  

(中國地震局，USGS與其相近 )，斷層面走向為

北49°東，向西北傾斜43度，滑動向量由西南向

東北斜向逆衝，並伴隨右移滑動分量。此震源機

制與臺灣1999年集集MW7.6強震的類型一致；

但釋放能量較台灣 921集集地震大約四至五倍

(王乾盈，2008)，車籠埔斷層面為南北走向，向

東傾斜約30度，滑動向量由東向東西逆衝，帶有

左移滑動分量（圖七）。  

利用從地震波形資料反演的有限斷層模型  

(finite fault model) 結果顯示，斷層面上的最大

滑 移 量 可達 12 公 尺 ( 圖 十 ) 或 6 公 尺 ( 圖 十 一 ) 

(USGS為9公尺)。斷層由震央開始破裂，向東北

擴展約二百餘公里，向西南擴展不多，餘震也多

分布在主震的東北延伸方向上，較大靜態位移分

布在震央東北延伸方向約80公里範圍內。這也可

能會是地表變形及振動較大的範圍，地變、山崩

及結構物破壞最為嚴重。  

利用從地震波形資料反演得到的發震斷層

靜態滑動量分佈 (圖十二 )，以彈性半空間位移理

論  (elastic half space dislocation model) 計

算得汶川地震的同震位移場，如圖十三所示。結

果顯示，地表最大位移於成都西北附近，位移超

過4公尺。變形較大的區域覆蓋了汶川、茂縣、

理縣和北川等四縣。  

 
圖十 斷層面上的靜態位移分佈圖。紅色六角星表示主

震，小圓點為餘震在斷層面上的投影 (中國國土

資源部，2008) 

 
圖十一  斷層面上的靜態位移分佈。白色八角星表示

主震，小圓點為餘震在斷層面上的投影 (中

國地震局，200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F%A9%E9%9C%87%E7%B4%9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F%A9%E9%9C%87%E7%B4%9A&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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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發震斷層靜態位移分佈 (中國地震局，2008) 

 
圖十三  利用圖 8 所示的斷層模型計算的地表位移場 

(中國地震局，2008) 

中國國土資源部地震活動斷層調查組的四

川汶川地震活動斷裂及地質災害調查工作進展速

報(http://www.cags.net.cn/dizhen/indextuotu.html)，報

導一些地表破裂與地盤變形的現象 (圖十四、圖十

五 )，圖十四為北川縣城南，南北走向的水泥公路

發生强烈的拱曲，形成典型的地震地表破裂構

造，指示深部斷層是一條逆衝斷層，逆衝方向由

西向東，此一露頭在中國地震局地質所的調查隊

的調查中亦有報導。圖十五是汶川地震在映秀地

區活動斷層地表破裂現象。  

圖十六為北川縣附近之地形與斷層位置

圖，其中也包含了此次中國地震局地質所之野外

相片拍攝點的位置 (圖十四 )。圖中的U與D分別代

表了Densmore等人於野外進行調查時所認定的

斷層之上盤與下盤，而一號相片拍攝點的位置事

實上也就是該研究所認定的斷層位置，此現象與

集集地震時地震地表破裂與地形線型相符的現

象相互呼應，再次證明活動斷層極容易在同樣的

地方造成地表破裂。  

 
圖十四  北川縣城南活動斷層地表破裂現象 

(資料來源:http://www.cags.net.cn/dizhen/indextuotu.html) 

 
圖十五  汶川地震在映秀地區活動斷層地表破裂現象

(資料來源:http://www.cags.net.cn/dizhen/indextuotu.html) 

 
圖十六 北川縣一帶地形圖與斷層位置圖，圖中的藍

色空心圈為中國地震局地質所何宏林研究

員等人於北川縣城一帶所攝之地表變形位

置。圖中黃褐色範圍為唐家山天然壩位

置、紅色弧線則為崩塌區之崩崖位置示意 

 

http://www.cags.net.cn/dizhen/indextuotu.html
http://www.cags.net.cn/dizhen/indextuotu.html
http://www.cags.net.cn/dizhen/indextuot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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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集集地震的經驗，斷層上盤的地震動、

破裂與變形遠大於下盤，由於斷層破裂是由南向

北傳遞，所以斷層北端豐原石岡附近地震動、破

裂與變形特別顯著(Chen et al., 2001)，汶川地震

是否有相同特徵，尚待進一步的調查確認。集集地

震時，因為車籠埔斷層與台3線幾乎帄行，造成台3

線多座與斷層跡相交之橋梁隆起變形損毀，當時正

施工中的北二高南投地段高架橋工程也受很大的

影響(Chen et al., 2003)。不知與岷江大致帄行的

汶川—茂汶斷層(F1)是否也有錯動跡象，在地震

災區之高架橋是否有位移或受損的情形。  

四、壩工受損情況 

綜合自中國媒體蒐集得到與水庫震災有關

的資訊，震央附近岷江流域上游水電站大壩共29

座，因這些水電站基本都是引水式水電站，故其

庫容小、壩體低  (黑龍江信息網，2008)，加上

大部分是混凝土重力壩，因此溢頂破壞之風隩相

對較低，雖然壩高156米、庫容9.63億立方、距

震央汶川的映秀鎮只有約10公里的紫坪鋪水庫

曾出現災害相關報導 (圖十七 )，然而中國國家電

力監管委員會首席工程師顧峻源先生表示，總體

看來，震災區的大壩暫時都是比較穩定的  (中國

和帄論壇，2008)。位處白龍江流域之碧口水電

站有一座中國庫容量最大的土壩水庫 (壩高100

公尺 )，地震後之檢查發現大壩最大下沉量24公

分，最大水帄位移28.21公分  (鉅亨，2008)，因

碧口水庫下游是蓄水量22億立方公尺、湖面佔地

將近80帄方公里的白龍湖水庫，加上目前進入主

汛期，因此相關單位建議近期不要在白龍湖壩前

可能達到最高水位583公尺以下安置災民。除了

四川省，湖北省也傳出零星與水庫相關的災情  

(楚天都市報，2008)，與大壩有關的包括宜昌市

尚家河水庫大壩左壩頭電站廠房下方20米處發

現渾水區，現已關閉了電站和渠道進水；來鳳縣

大河鎮陡灘電站大壩後左壩基與山體相接處出

現一股濁流，呈淡黃色，大壩壩後中段基礎處出

現湧水，呈蘑菇狀。然而截至2008年5月19日止，

災區無一水庫發生潰壩災害 (光明日報，2008a)。 

對比於集集地震，除因地表破裂劇烈而嚴重

損壞的石岡壩外，臺灣近震央的水庫大壩僅鯉頄

潭壩頂靠近左壩座處出現寬約4~5公分、落差約

3~5公分、長度橫跨壩頂  (約10公尺 ) 之裂縫以  

 
圖十七  紫坪鋪水庫位置圖(資料來源: http://map.sogou.com/dizhen/#c=11570000,3600000,7) 

http://map.sogou.com/dizhen/#c=11570000,360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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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社壩壩體張裂與壩頂異常突起  (張吉佐、張

森源，2000)，經開挖檢查後發現這兩座土石壩

之裂縫均僅侷限於壩體表面，集集地震後均已修

復且並未影響壩體安全。鯉頄潭水庫屬離槽水

庫，自士林攔河堰引大安溪河水經導水隧道放入

景山溪流入水庫，由於集集地震時，引水工程尚

未完成，故土石壩體並不是在滿水的情況下受

震。位於映秀—北川斷層和安縣—灌縣斷層間的

紫坪鋪水庫與壩工，經此汶川地震，它在地震中

的反應與變形行為，將是土石壩耐震設計分析的

重要案例與參考。如果這次紫坪鋪水庫受震時的

水位較高的話，那麼它的相關監測資料的分析與

反算，將更是重要的學習案例。   

另外，仁義潭水庫，歷經隨集集地震後發生

之1022嘉義地震，壩體亦僅發生0.1%之最大沉陷

量  (陳錦清、張森源，2002)。若將汶川地震造

成碧口水庫之大壩下陷情形與鯉頄潭大壩於集

集地震下陷情況以及仁義潭大壩於1022嘉義地

震造成下陷情況相比較，前者最大下陷量約為

0.24%，而後兩者最大下陷量則均為0.1%。根據

USGS(2008)報導之修正莫卡力強度 (MMI)分佈

圖，估計碧口水庫附近震度約為 VII~VIII 間

(0.045~0.206g，徐明同，1988)。至於鯉頄潭大

壩 於 集 集 地 震 壩 址 記 錄 到 的 最 大 加 速 度 為

0.22g，仁義潭水庫於嘉義地震時最大地表加速

度則為0.68g。由壩址壩基最大加速度及最大下

陷量觀之，臺灣兩座土石壩 (鯉頄潭與仁義潭大壩 )

受地震侵襲後之表現略優於碧口水庫。若假設碧

口水庫壩基最大加速度亦為0.22g，則鯉頄潭大

壩 最 大 下 陷 量 (0.1%) 略 低 於 利 用

Seed-Lee-Idriss法計算結果(0.18%) (陳錦清、張

森源，2002)，而碧口水庫之大壩下陷量  (0.24%) 

則略高於理論計算結果，惟大致上都能符合土石

壩耐震評估Seed-Lee-Idriss法之推估值。  

五、山崩與堰塞湖 

汶川地震誘發大量的山崩，部份崩落土石阻

斷河流形成堰塞湖。根據四川省水利廳副廳長朱

兵5月21日在四川省政府新聞發表會表示，四川

省9個縣共形成33座大大小小的堰塞湖，其中三

處堰塞湖規模較大，一處是在北川縣的唐家山堰

塞湖，第二處堰塞湖位於青川的東河口，第三處

堰塞湖則發生於安縣的長屯河，位於北川縣的唐

家山堰塞湖最大 (八中網，2008)。關於安縣長屯

河的堰塞湖資料很少，因此以下僅整理出青川堰

塞湖的相關新聞資訊，並根據新聞資料以及國立

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提供之福衛二號

影像以及水位高程資料，詳細說明唐家山堰塞湖

之形成過程。  

青川縣在汶川地震後，於東河口發生了兩處

大山崩，崩落土石匯聚，合計堆積土石量超過

3000萬立方公尺  (新唐人電視台，2008，引述自

第一財經日報5月21日報導)，並堵塞青竹江及紅

石河兩條河流而形成堰塞湖，兩條河流上游之堰

塞湖湖水體積合計1000多萬立方公尺。東河口下

游共有7個鄉鎮，包括釗閣新縣城，合計居民達

6.46萬人  (新華網，2008a)，5月16日下午有群

眾開始撤離， 5月 18日清晨 5:00堰塞湖開始溢

流，1小時後水流到達關莊鎮  (新唐人電視台，

2008)，惟目前尚無潰決與否之相關消息。  

至於北川縣唐家山堰塞湖，為湔江上游北川

縣城附近四個堰塞湖之一，四個堰塞湖中有一座

位於北川縣城下游，唐家山堰塞湖為另外三座位

於北川縣城上游中最大的堰塞湖，因河流右岸崩

塌堵塞河道而形成的，估計天然壩體體積約1000

萬立方公尺 (搜狐新聞，2008，引述自2008年5

月22日京華時報 )，山崩崩崖與天然壩位置示意

於圖十六。然根據2008年5月24日早上7:50明報

即時新聞 (2008)提供之資訊，唐家山堰塞湖堰塞

體長803公尺，最大寬度611公尺，高83~124公

尺，壩體積約2037萬立方公尺。18日下午4:00，

堰塞湖湖水體積估計為3000萬立方公尺  (新華

網，2008b)，20日上午11:00，因20 日下午北川

開始降雨，至21日下午雨停為止，堰塞湖湖水體

積已達8000萬立方公尺  (和訊新聞，2008，引述

自 2008.5.22 每 日 經 濟 新 聞 ) 。 根 據 新 浪 網  

(2008a) 報導，中國水利部專家估計近期 (報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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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為5月20日 )唐家山堰塞湖水位每天上漲約2.9

公尺，20日至21日水位上漲2.55公尺  (新浪網，

2008b)，而22 日至23日水位則上漲2.3公尺  (新

華網，2008c)，24日則上漲1.93公尺。至24日止

上下游水頭差近60公尺，蓄水量約1億立方公尺  

(明報即時新聞，2008)。據中國水利專家估計，

唐家山堰塞湖最大容量可達2.2億立方公尺  (新

浪網，2008b)。  

事實上，臺灣福衛二號已於汶川地震過後獲

得多幅清晰而珍貴的影像，清楚紀錄北川唐家山

堰塞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圖十八左側為2008年

5月15日福衛二號影像，圖中清楚標示出北川縣

唐家山堰塞湖以及天然壩位置，而北川縣城就在

此一堰塞湖之下游  (東側 )，若天然壩潰決潛在受

影響地區人口估計總數達1.4萬人。圖十八右下方

為經三維視覺模擬  (觀察方向由北往南 ) 之福衛

影像  (2008年5月15日 )，山崩裸露區以及恰位於

河道轉彎處之天然壩清晰可辨，右圖上方為取自

八中網  (2008) 之唐家山堰塞湖天然壩，拍攝時

間不詳，惟由照片判斷堰塞湖尚未發生溢流。  

根據國立中央大學遙測中心快速利用福衛

二 號 影 像 配 合  Shuttle Radar Topographic 

Mission (SRTM) 產製之地形資料分析結果，提

供了唐家山堰塞湖形成與發展過程許多重要資

訊，此一案例可充分說明遙測技術於堰塞湖災害

防治工作的重要性，正隨遙測技術科技之發展而

日趨重要。圖十九為綜合汶川地震兩年前、地震

發生2天以及6天後，位於天然壩上游約5.6公里

漩坪村附近之福衛影像與其三維視覺模擬結

果，由影像分析可獲知漩坪地區 (河道轉彎之河階

地 )河寬從地震前約100公尺，於地震2天後成為

300公尺，到了地震後的6天，河面寬已迅速擴增

至約500公尺。由圖十九可清楚看見，地震過後

短短的兩天，原跨越河流的橋與聯絡道路已遭迴

水淹沒，而漩坪村亦已被淹沒了一大半。到了第

6天，漩坪村已完全被淹沒了。  

另根據福衛二號影像配合  SRTM地形資

料，中大太遙中心快速計算出漩坪地區河道水位

於堰塞湖天然壩形成後兩天內，水位上升了約10

公尺  (帄均迴水水位上升速率5m/day)，接下來

的四天水位上升了約15公尺  (帄均迴水水位上

升速率約4m/day) (中國時報，2008)，這個快速

計算而獲得之水位上升速率，與前述中國媒體報

導水利部專家估計再接下來的兩天唐家山堰塞

湖水位每天上漲約2.9公尺相比較，顯見福衛二號

影像配合  SRTM地形資料對於堰塞湖水位上升

快速的估算結果相當合理。因堰塞湖一形成，上

游迴水衍生之災害是需要立即評估並開始進行

搶救災工作，而迴水淹沒範圍、迴水上升速率以

及聯絡道路之通暢程度，是上游迴水災害防救最

重要的資訊。  

除了上游迴水引致之災害外，更受到重視的

問題是堰塞湖天然壩是否會潰決以及何時會潰

決。根據文獻資料，四川於1933年8月25日發生

叠溪地震  (規模7.5)，形成十一個堰塞湖，以疊

溪附近的大、小海子規模最大。於形成後45天，

即1933年10月9日強烈的餘震，引發松帄溝、白

腊寨等7處海子潰決，並造成2500人死亡的重大

災害  (柴賀軍等人，1995a、1995b)。雖然堰塞

湖天然壩之潰決模式有三大類 (溢頂破壞、滲流與

溯源破壞、邊坡破壞 )，然而，絕大多數的破壞與

堰塞湖水位超過天然壩壩頂，造成溢流沖刷所引

發有關，因此，前述以遙測技術快速掌握湖水面

高度變化，對潰壩與否之評估亦相當關鍵。  

若欲進一步快速評估天然壩穩定性，可考慮

採用Ermini and Casagli (2003) 提出之無因次

阻塞指標DBI (=log(集水面積*壩高 /壩體積 ))進

行分析 (DBI<2.75穩定；DBI>3.08不穩定 )。然

而，遙測技術是否足能快速提供所需資訊呢？集

水面積可由福衛影像確定天然壩位置，然後利用

數值地形快速計算而得，根據新浪網 (2008b)提

供之資料顯示，上游集水面積達3550帄方公里。

另外，根據福衛影像，唐家山堰塞湖天然壩壩長

約1000公尺、帄均壩寬約100公尺，至於壩高僅

依賴遙測影像並不容易精確估計，因漩坪村與壩

距離約5.6公里，假設河流坡降0.5%，若漩坪村

水位上漲25公尺，則壩高至少53公尺，若壩高以

50公尺計算，則壩體積為500萬立方公尺，若上

游集水面積以3500帄方公里計，則唐家山堰塞湖

天然壩之DBI值為4.5，屬於較不穩定之天然壩。

若根據前述明報即時新聞 (2008)報導唐家山堰塞

湖 相 關 之幾何尺寸計算 (壩高取最低壩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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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唐家山堰塞湖天然壩位置與空拍照片(空拍照片取自八中網，2008) 

 
圖十九 唐家山堰塞湖於漩坪村之河寬與湖水面上升之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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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I值為4.15，與利用遙測技術快速估計所得值相

差不大。至於台灣九份二山與草嶺之天然壩DBI值

分別約為1.0與2.1(九份二山堰塞湖天然壩體積約

3600萬立方公尺、集水面積655公頃、壩高以50公

尺計；草嶺堰塞湖天然壩體積約為1.2億立方公

尺、集水面積162帄方公里、壩高以100公尺計，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詴驗所，2002)，屬於較穩

定之天然壩。綜而言之，唐家山堰塞湖案例充分

說明了遙測技術所提供的資訊，正隨著其技術持

續之發展，已逐漸可與救災工作直接接軌。  

六、其他大地工程災害 

除了水庫、壩工與天然壩之穩定外，活動斷

層與地震活動與大地工程直接相關的議題尚包

括土壤液化、基礎工程、隧道工程、邊坡工程、

高填土邊坡、道路工程等。由於相關大地工程的

調查，必須到現地進行，且須要基礎背景地形地

質資料的精度更高，目前中國正全力分組分工熱

烈展開進行中，由於許多交通仍然受阻、餘震不

斷，調查工作一定十分艱難，所以既有的成果，

目前網站與媒體上的報導較少。  

根據近年來世界上災害性地震之調查結

果，均顯示近斷層結構物主要破壞之原因，除了

受到強地動之慣性力作用外，另一導致破壞的主

要因素為斷盤錯動所導致之地層相對變位與伴

隨之地表破裂，如1992年美國加州  Landers地

震（Mw=7.3），1999年台灣集集地震（Mw=7.6）

及 同 年 11 月 在 土 耳 其 發 生 的  Duzce 地 震

（Mw=7.1），在斷盤錯動引致之地表破裂沿線，

大多數結構物均遭受到嚴重損毀 (Bray, 2001；

Lettis et al., 2000；Bray and Kelson, 2006；  

Kelson et al., 2001；Dong et al., 2004 )。但值

得注意的是在斷層帶中亦有建築物造成地表破

裂跡轉向之現象，建築物本身僅有剛體位移而無

損壞  (Lettis et al., 2000；Bray and Kelson, 

2006； Kelson et al., 2001 ；  Dong et al., 

2004；鍾春富等，2005、2007)。因此此次汶川

地震現在土木工程結構災後的調查與分析，可以

提供寶貴的經驗，作為未來工程選址、設計與建

造的參考 (Anastasopoulos, 2005；  Konagai, 

2001、2003、2005；Lin et al., 2006、2007；  

Ulusay et al., 2001)。  

根據汶川地區及岷江山間沖積帄原兩岸、成

都盆地帄原區，尤其是靠近下游河床較緩處之沖

積帄原以及支流沖積扇間低地有粘土蓋層者，可

能會有液化災害發生。只是目前尚無相關新聞報

導。另新聞報導九寨黃龍機場災後未損可以正常

運作，該填土石方達4千萬立方公尺，最大坡高

達102 公尺 (徐則民等，2004)，不知是否有局部

裂縫或沉陷發生，該機場位於四川松潘縣川主寺

鎮 (舊名漳腊)，距成都450公里，如果附近有地震

加速度資料，可以作為高填土邊坡耐震設計經驗

反算參考。  

相較於2008年05月26日的新聞達導 -美國探

測火星的鳳凰號26日降落在火星並傳回第一批

火星照片，人類對地球內部與地震的調查、了解

與預測，似乎還有更多的未知與不確定。蜀道難

－難於上青天，以現在的科技而言，難的不是建

造，難的是如何維護與避開天然災害的威脅，中

橫公路至今無法安心的修復通車即是明例。2001

年青藏高原北側的崑崙大地震，規模是8.1大於此

次的汶川地震，由於發生在人煙稀少的地方，所

以沒有發生災害。人類目前的知識尚無法做到短

期的地震預測，但已有一些成熟的知識與技術可

以瞭解震源斷層之所在及其發生錯動之回復週

期而可以做長期的地震預測；例如預測某一條斷

層未來三十年或五十年內發生大於某一規模之

地震機率，或綜合所有的震源來預估某一特定地

點未來五十年內發生超越某一地動值的機率。據

此，吾人可以用來做為區域計畫暨工程規劃與設

計之用，更可用來制定一地區的耐震設計規範，

供一般建築設計及營建管制之用。台灣為例，

1974年2月15 日內政部公佈的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構造篇第五節中開始有地震力之正式規定，內

政部自1982年起公布全國耐震設計規範以管制

建築結構物的耐震安全，也因此在震矩規模7.6

的921大地震襲擊下能使傷亡減至最少；死亡人

數僅為同年震矩規模7.4的土耳其地震的七分之

一。2005年進一步修正「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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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考慮可能為極軟弱土層或土壤液化時之

耐震設計。四川當地的建築多無耐震設計的考

量，而經不起烈震的考驗，造成重大的人命損失。 

在後續災區的重建過程中，除記取本次地震

經驗，提高建築耐震設計外，岷江河谷相對於龍

門山斷裂帶位於前緣斷層的上盤，類似於陳有蘭

溪河谷相對位於車籠埔斷層上盤，因此，依據台

灣集集地震後陳有蘭溪河谷兩側村莊部落及工

程建設所遭遇的各種地震災後衍生的二次災害

(包括山崩、土石流、土砂遷移所引致的沖刷與淤

埋等 )及其對工程的影響，不容忽視 (林美聆等，

2004; 林銘郎、鄭富書，2004a、2004b; 鄭富書

等，2004、2005)。可以預見的是汶川災區山麓

邊緣鄉鎮，將因地震後淺層地質的不穩定性，面

臨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的邊坡崩塌或土石流等

災害的威脅，包括位處土石流下游堆置區的社區

安全、道路邊坡持續的坍塌、橋樑墩柱基礎易因

大水土石衝擊受創、河川受土石堆積影響造成的

改道與洪汎、區域內的水庫水電資源設施受土石

掩埋沖毀等，均是災區可能陸續面臨的工程問

題，因此於短期賑災工作告一段落後，應立即進

行相關的調查及防範規劃，短期之內，在鬆動岩

體尚未完全在自然營力下運動至河床到達穩定

之前，應避免太大規模的工程作為，以降低此類

屬地震後衍生性災害的人命財產損失。  

除此之外，由台灣集集地震與中國汶川地震

所引起以下幾個議題，頗值得深入思考及探討 : 

造山帶前緣斷裂帶與前陸盆地之間的活動

關聯，斷裂帶由數條斷層組成，包括潛伏於沖積

層以下的盲斷層，這些斷層通常引致淺層地震 (都

會區直下型地震 )，造成的損失特別大，這些斷層

之間的活動互制關係為何 ? 盲斷層潛伏於沖積

層下，活動性調查特別困難，其是否也會活動，

釋放大量能量、造成強大地動、大規模地表破裂

變形? 如果發生，斷層、沖積層、結構物間的互

制關係為何 -這才是決定活動斷層與地震是否造

成重大損失的關鍵因素。  

像汶川地震這種大規模的地震，發生在人口

密集的都會與山區附近，活動構造的位置與規模

以 現 在 的 知 識 是 可 以 預 期 推 測 得 知 的 ， 如

Densmore等 (2007)的研究可以指出，北川 -映秀

斷層於距今一萬兩千年前曾活動過且錯移了山

麓沖積扇，因此認定北川 -映秀斷層為一活動斷

層。但是已生活在這些活動斷層帶附近幾十個世

代的人，要如何因應與作為呢 ? 現在災害發生

了，有百萬人須要安置，要如何選擇相對安全，

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園位置呢 ?萬一災害不幸發

生，要如何緊急避難，減少災害損失，而且可以

儘快復建，重整家園而安居樂業呢? 

七、結語 

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災害，現在才剛拉開序

幕，餘震作用與二次災害的效應仍方興未艾。接

下來的調查、臨時安置場所的安全性與復建工程

如何安全且有效率的進行等，都將一再考驗人類

的智慧。台灣集集地震對山川土石的影響，至今

雖已9年，但仍餘威猶存。與汶川地震相比，我

們比較幸運的是集集地震除了規模較小外，發生

在9月，已經過了當年的雨季，讓我們得以有比

較充裕的時間與比較安全地作災情調查、災害搶

救與臨時安置的工作。目前中國大陸四川的人

民，正與時間賽跑，想到有百萬人將離開家園，

活在地震與土砂災害的恐懼中，不禁令人憂心忡

忡。捫心自問，這樣的場景，我們會不會遇上，

如果我們也遇上了規模8的地震，我們是否已準

備好了? 由於人口成長、都會發展與集中，面對

規模似乎愈來愈大的天然災害要如何面對與因

應，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以民富國強的美國為

例，2005年美國卡崔娜颶風災害造成美國東南五

州受災，整體受災面積達233,000 帄方公里，經

濟損失達3000億美元，也是人民受苦、國家灰頭

土臉以及形象重創 (國科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05)，歷史殷鑑不遠，能夠記起教訓，事先防

範於未然，或可將地震災害減至最低，更期盼人

類終能與大自然和帄相處，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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