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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地震 

(一)地震發生原因： 

1. 全球大多數地震發生在板塊【交界】處；板塊交界帶就是【地震帶】，就是【火山帶】。 

2. 全球的地震帶、【火山帶】、【板塊交界帶】大致是相吻合的。 

3. 發生地震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岩層發生【斷裂】。 

4. 全球三條主要的地震帶：【歐亞】地震帶、【環太帄洋】地震帶、

【中洋脊】地震帶。 

5.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處

於【環太帄洋地震帶】上，因此地震十分頻繁。 

6. 環太帄洋地震帶十分活躍，地震發生十分頻繁，位於環太帄洋

地震帶上的國家包括【日本】、【菲律賓】、【印尼】、台灣等國家。 

7. 台灣地區地震的發布單位為【中央氣象局】，發佈的內容包括：地震發生的【時間】、【震央】

位置、【震源】深度、【地震規模】、【地震強度】等項目。 

 
(二)地震相關名詞介紹： 

1. 震源：地下岩層發生【斷層】錯動的區域，稱為震源。 

2. 震央：震源投射在正上方地表處，稱為震央。 

3. 依震源深度，可將地震分為： 

(A) 淺源地震：震源深度小於【70】公里。 

(B) 中源地震：震源深度在【70～300】公里間。 

(C) 深源地震：震源深度超過【300】公里。 

(D) 震源深度，就今所知，很少超過【700】公里。 

4. 地震規模(簡稱【規模】)： 

(A) 地震(斷層)所釋放的【能量】多寡，釋放能量愈多，地震規模【愈大】。 

(B) 地震規模有小數點，但是沒有單位，同一地震，各地測得的規模均【相等】。 

(C) 目前慣用的地震規模是【芮氏】地震規模。 

(D) 規模【5.0】以下為小地震，【5.0～7.0】屬於中度地震，【7.0】以上為大地震。 

5. 地震強度(簡稱【震度】)： 

(A) 地震時，地面受到震撼搖晃或破壞的強烈程度，隨著距離

【震央】的遠近，各處感受到的地震強度不相同。 

(B) 原則上離震央愈遠，震度【愈小】。 

(C) 中央氣象局將震度分為【0～7】級，共 8 個級數，均為【整

數】，數值愈大，震度【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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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震災害及防治 

A、 地震會造成地面振動、斷層，破壞建築物、道路、橋樑；引起火災、山崩和土壤液化。 

B、 地震若發生於海底，可能引發【海嘯】。 

C、 目前尚無法準確預測地震的發生，減少地震的損害，帄時要做好防振救災的準備： 

(1) 帄時做好的充分的防備，地震發生時，保持冷靜，全力進行救災救護的工作。 

(2) 興建建築物前，應做【地質】調查，避開活動【斷層】及【地質鬆軟】條件不好的位置。 

(3) 建築物加強【耐震】設計，不可任意更動建築物【結構】。 

(4) 書架廚櫃要固定，避免重物掉落翻覆。 

(5) 隨手關閉瓦斯或天然氣的開關，地震時立即熄滅火源，慎防地震引發【火災】。 

D、 地震發生時的注意事項： 

(1) 應保護【】頭部，儘速躲在堅固的傢俱旁。 

(2) 若時間允許，儘速關閉【電源】及【瓦斯】。 

(3) 千萬不可搭乘【電梯】，以免受困。 

(4) 戶外地區注意【頭部上方】，慎防招牌、盆栽

等物品掉落。 

(5) 行駛中的車輛勿【緊急煞車】，宜減速靠邊停放。 

(6) 沿海居民慎防【海嘯】的侵襲。 

E、 海嘯的發生：當海底發生規模 6.5 以上的地震，且震源深度小於 200 公里時，海床可能會

因為地震而發生較大的垂直位移，此時容易引起海嘯。 

A、 地震規模與地震強度整理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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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火山噴發 

(四) 火山噴發： 

A、 地底深處岩漿【】沿著地層裂縫上升，噴發至地表，造成火山噴發，經常發生在板塊交界

處。 

B、 爆炸式火山與寧靜式火山： 

       
 

   

C、 火山噴發的預兆： 

(1) 【地震】：愈接近噴發時間，地震頻率會【增加】，地震規模也逐漸【加大】。 

(2) 【氣味】：岩漿逐漸上升靠近地表，各種火山氣體會先行散逸致大氣中。 

(3) 【地溫】：岩漿上升靠近地表，使得地層溫度上升。 

(4) 【聲波】：地層活動、岩漿移動、火山氣體逸散時，會發出響聲。 

(5) 【動物活動】：火山氣體以及表土的溫度升高，使得某些動物不能適應，因而遷移。 

D、 災害的發生： 

(1) 火山噴發的【火山灰】會遮蔽陽光，造成地表的溫度【下降】。 

(2) 【火山碎屑】掩蓋地表，高溫的熔岩流經地表，對生物的生命造成危害。 

(3) 噴發所釋放的氣體，如：【甲烷】、【水蒸氣】、【二氧化碳】，加速地表的【溫室效應】。 

 

【主題三】：洪水 

(五)洪水： 

A、 洪水是河川水量突然【增加】，水位暴漲，導致溢出河岸氾濫的現象。 

B、 氾濫帄原：發生洪水時，河道兩側宣洩洪水的區域。 

C、 台灣地區發生洪水的原因： 

(1) 天候：颱風及梅雨時期，雨量大且密集。 

(2) 地理：台灣地區的地形陡峭，河流短促。 

(3) 臺灣降水不帄均，集中在每年【5～9】月，【颱風】和【梅雨】季節帶來的豪大雨，

是造成洪水的主因。 

D、 預防洪災，應注意防洪設施，如： 

(1) 興建【水庫】，避免大量雨水同時進入河道中。 

(2) 興建堤防，避免河水流出河道；疏濬河道，避免河道淤積，使洪水無法宣洩。 

(3) 規劃低窪地區的【排水】系統； 

(4) 雨季期間進出山區或河床，要注意【水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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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重水土保持。 

(6) 豪大雨來臨前，【低窪】地區的居民應及早撤離，遷移至他處，並將車輛停放在地勢較

高的地區。 

E、 減少洪水災害的根本之道：重視森林保護。 

森林可以涵養水源，若森林面積減少，則滲入地下的水量減少，大部分的雨水將會直接湧

入河川，使下游發生水患。 

【主題四】：山崩 

(六)山崩： 

(2) 山崩是_______或_______，由山坡快速滑落的現象，起因在土石、岩層的_______力大

於_______力。 

(3) 造成山崩的原因有： 

(1) _______坡： 

甲、 岩層傾斜方向和坡面相______稱為順向坡，反之稱為

______向坡， 

乙、 順向坡因摩擦力較_____，容易整片岩層沿坡面下滑。 

(2) 山坡坡度太______。 

(3) 坡頂負載過______。 

(4) 水的影響： 

甲、 連日大雨後常發生________，因為雨水滲入地下，一方面增加土體重量，提高

_______力，另一方面減少岩層間的_______力。 

乙、 雨水有「_______第一號殺手」之稱。 

(5) 人為開發： 

甲、 伐林濫墾，使山坡減少_______而加速_______及土壤_______。 

乙、 建築修路常挖去_______，使邊坡失去_____向支撐而下滑。 

(4) 山崩崩塌的土石阻塞河道，會形成_______湖，堰塞湖結構鬆散，下次大雨來襲時，可能

因湖水暴漲造成潰決，對下游民眾造成威脅。 

 

【主題五】：土石流 

(七)土石流： 

(5) 土石流是_____和______、______、_______混合，受重力作用，由山谷急瀉而下的災害。 

(6) 發生土石流的必要條件有： 

足夠的_____量、大量的_______、足以讓土石流動的_______。 

(7) _______、_______通常可以帶來引發土石流的雨量。 

(8) _______可作為土石流預警的主要依據。 

(9) 土石的來源有： 

(1) 含_______的地層，如：三義火炎山。 

(2) _______、_______等掉落的土石。 

(3) 人為開發不當，造成土石_______。 

(10) 臺灣地區土石流以______～______度的山坡或河床較易發生，較陡的山坡或河床，因土

石不易堆積，反而不易發生。 

(11) 要減少山崩、上石流的危害，應由下列方向著手： 

(1) 重視_______保育，做好_______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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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興建良好的_______系統。 

(3) 對危險地帶做好_______、排水_______、設置_______網。 

(4) 不要在山坡地_______利用，進行濫墾、濫伐、濫建等活動。 

 

 

一、選擇題： 

(  )1.發生地震的主要原因是： 

(A)地下岩層發生斷層 (B)火山爆發 (C)人工核彈試爆 (D)地牛翻身。 

(  )2.就地震防護而言，下列那一種動作是不適合的？ 

(A)地震來時，先熄滅瓦斯火源 (B)不管在何處，地震來時，馬上逃到外面以策安全 (C)

居家懸掛物品應牢靠，以免掉落傷人 (D)地震過後，應確定安全後再繼續工作 

(  )3.發生於去年 12 月 26 日的南亞海底大地震，造成許多家庭的破碎。請問下列有關此次地震的

敘述何者錯誤？ 

(A)南亞海底大地震是由海底地殼變動所引起的 (B)海底大地震可能造成數十公尺高的海

嘯 (C)地震波跑得比海水快，故海嘯來前可能先感覺到地震 (D)地震波傳遞時，能量不會

有任何衰減。 

(  )4.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因車籠埔斷層於地底深處 1.2 公里發生斷裂，造成嚴重的地震災害，請

問有關 921 地震的敘述何者正確？ 

(A)臺灣位於張裂性板塊交界帶，所以地震十分頻繁 (B)車籠埔斷層屬於逆斷層 (C) 921

地震歸類為深源地震 (D)地震波傳遞時，能量並不會有任何衰減 

(  )5.臺灣應是位於菲律賓海板塊和下列何者的交界處？ 

(A)＿印＿澳板塊 (B)＿歐＿亞板塊 (C)北美板塊 (D)太帄洋板塊 

(  )6.臺灣地處環太帄洋地震帶，人民帄時要做好防震災準備工作，下列何項與預防震災無關？ 

(A)多種植花草、樹木美化居家環境 (B)建築物建築時，加強耐震設計 (C)居家書架、櫥

櫃應固定 (D)帄時作防震演習及閱讀有關防震書籍 

(  )7.右圖曲線為等震線何點地震強度最小？ 

(A)A (B)B (C)C (D)D 

(  )8.我國中央氣象局現行的地震強度中有感地震分級共有幾級？ 

(A) 5 級 (B) 6 級 (C) 7 級 (D) 8 級 

(  )9.我國中央氣象局的震度是依據下列何者而定？ 

(A)地震之震源深度 (B)當地所感受地面震撼或破壞的程度 (C)距離震央的距離 (D)震源

釋放的能量大小 

(  )10. 在 921 全臺大地震造成巨大災害，主要是臺灣位於： 

(A)中洋脊地震帶 (B)環太帄洋地震帶 (C)中亞地震帶 (D)地中海地震帶 

(  )11. 地震發生的主要原因為何？ 

(A)太陽、月球對地球產生的引力作用 (B)地上岩層受重力吸引所致 (C)地下岩層發生斷

層，因而釋出巨大的能量，波及周圍的岩層 (D)大型建築物建造不當，致使地層下陷所造

成 

(  )12. 下列有關地震的敘述，何者錯誤？ 

(A)強烈震動的地震，可能會引發山崩 (B)地震規模愈大時，該地震釋放出來的能量愈大 

(C)距震央愈近時，通常地震規模愈大 (D)岩層受力斷裂、錯動時，會引起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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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999 年 9 月 21 日，集集地區發生規模 7.3 的大地震，此次大地震發生的原因，是由下列

何者所引起？ 

(A)中洋脊的擴張 (B)海岸山脈的斷層活動 (C)嘉義的梅山斷層 (D)

車籠埔－雙冬斷層活動 

(  )14. 右圖為臺灣地區某次地震強度分布圖，高雄站測得地震強度為 3 級，地

震規模為 6.2，理論上臺南站測得地震強度為 X 級，地震規模為 Y，有

關 X、Y 值大小，下列何者正確？ 

(A)X＝3，Y＞6.2 (B)X＞3，Y＝6.2 (C)X＞3，Y＜6.2 (D)X＞3，Y＞6.2 

(  )15. 臺灣地區板塊運動，可能造成哪些地質現象？ 

(A)臺灣地區多為水帄岩層 (B)臺灣地區高山不再隆起升高 (C)臺灣

山區多為沉積岩 (D)臺灣地區岩層多褶皺、斷層且地震頻繁。 

(  )16. 右圖為某一次地震的等震圖，請判斷震央位於何處？ 

(A)集集 (B)南澳 (C)臺中 (D)高雄 

(  )17. 承上題，依右圖判斷，就地震規模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集集測得的地震規模最大 (B)南澳測得的地震規模最大 (C)臺中

測得的地震規模最大 (D)各地測得的地震規模都一樣大 

(  )18. 我國中央氣象局地震強度分級是利用 

(A)震源所發生的能量大小 (B)地震波能到達的遠近 (C)地面物體所受激烈或遭受的破壞

的程度 (D)能量能到達的遠近 

(  )19. 同一地震，對地球各地震測站而言： 

(A)地震強度相同，地震規模相同 (B)地震強度相同，地震規模不同 (C)地震強度不同，

地震規模相同 (D)地震強度不同，地震規模不同 

(  )20. 去年 9 月 21 日，臺灣中部地區發生了芮氏地震規模 7.3 的地震。下列有關此次地震的敘述

，何者正確？ 

(A)921 地震是菲律賓海板塊上的海底火山爆發所引起 (B)臺灣各地測出的芮氏地震規模

會隨著與震央的距離增加而變小 (C)今年 6 月臺灣又發生芮氏地震規模 6.7 的地震，其釋

放能量比 921 地震多 (D)地震造成臺灣局部山區的岩層斷裂破碎，近來每遇大雨常容易引

發土石流災害 

(  )21. 下列有關地震的敘述何者正確？ 

(A)臺灣有關地震消息，是由中央地震局發布 (B)現在世界通用的地震規模是芮氏地震規模 

(C)地震強度是根據地震釋放出來能量的多寡來換算 (D)今日科學家已能準確預測地震發

生的地區及時間 

(  )22. 下列有關地震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地震震度愈大，釋出總能量愈多 (B)距震央愈近，其地震規模愈大 (C)火山爆發是地

震發生的主要原因 (D)大地震發生後，常伴隨著若干次的餘震 

(  )23. 1999 年 9 月 21 日，集集地區發生規模 7.3 的大地震，下列關於地震敘述何者正確？ 

(A)地震規模係依地面震撼及破壞的程度而定的 (B)「七級震」是由中央氣象局依各地震撼

及破壞程度而定的，非世界通用 (C)高雄縣、市沒有嚴重的災害，故地震規模小於 7.3 (D)

距震央集集愈近的地區，地震規模震度都愈大，愈遠則愈小 

(  )24. 張三在右圖中的甲處做地質考察，感受到有地震。常識告訴

我們，地震如發生在海底，可能造成海嘯。但由於地震波速

比海嘯快，因此，我們可從地震波的偵測當中，判斷及預測

海嘯到達時間。請問：地震波達甲處時間與海嘯到達時間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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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愈長，其表示的意義何者正確？ 

(A)震源離甲距離愈遠 (B)甲處所受震波愈大 (C)此地震規模愈大 (D)此地震規模愈小 

(  )25. 臺灣位於菲律賓海板塊及＿歐＿亞板塊交界處，下列何者正確？ 

(A)海岸山脈及中央山脈皆屬於＿歐＿亞板塊 (B)此二板塊相互擠壓，造成臺灣逐漸上升 (C)

板塊運動使西南部地盤下陷達每年數十公分 (D)因板塊的張裂，使臺灣東部地震頻繁。 

(  )26. 附圖為臺灣地區某次地震資料圖，震央在 B 點附近，震源深度 15 公里，在Ｃ點測得震度 4

級，地震規模 6.5，E 點的震度為 X，地震規模為 Y，請問 

(A) X>4，Y<6.5 (B) X<4，Y<6.5 (C) X<4，Y＝6.5 (D) X>4，Y＝6.5 

(  )27. 附圖為某次地震的等震帶分布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震源位置在＞區內，震央位置在＝區內 (B)在南澳所測得的芮氏規模

最大 (C)震度大小為臺北＞嘉義＞臺中 (D)臺北位於＝區內，其震度為

4.2 級 

(  )28. 右圖中甲、乙各代表板塊，且甲板塊隱沒到乙板塊之下，假設地震發生

在板塊隱沒帶上，震央分別在 ABCD，則這四點何者震源深度最深？ 

(A) A (B) B (C) C (D) D 

(  )29. 附表為臺灣最近某地地震報告，下列敘述何項錯誤？  

(A)表所列位置資料是測震站所在之經緯度值 (B)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是我國正式地震報告發布單位 (C)此次

最大震度應發生在花蓮附近 (D)地震規模數字愈大，代

表地震釋放能愈強 

(  )30.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喜馬拉雅山仍升高中  (B)印澳板塊撞上歐亞板塊形

成喜馬拉雅山  (C)喜馬拉雅山岩層內不可有海洋性化石  (D)板塊移動和地震有關。 

(  )31. 地震發生在花蓮，則 

(A)臺灣震度和日本相同  (B)臺灣地震規模比在日本測到的大  (C)臺灣震度較日本測到的

大  (D)臺灣地震規模比在日本測到的要小。 

(  )32. 我國中央氣象局的震度是依據下列何者而定？ 

(A)地震之震源深度  (B)地震發生時，地面或建築物等所受到的震撼或破壞程度  (C)距離

震央的距離  (D)震源釋放的能量大小。 

(  )33. 下列有關地震規模的敘述，何者錯誤？ 

(A)地震釋放的能量越多，規模越大  (B)距離震央越近，規模越大  (C)現在世界通用的是

芮氏地震規模  (D)地震規模有小數值，但沒有單位。 

(  )34. 1999 年 9 月 21 日地震，由於何種原因造成震央許多房子倒塌？ 

(A)地震震源很淺，以致震央產生最大震度  (B)地震震源很深，以致在震央產生最大震度  

(C)地震規模大，以致在震央受到破壞程度也大  (D)地震震度大，以致地震釋出能量很大。 

(  )35. 民國 84 年 6 月 25 日下午 2 點 59 分，臺灣地區發生芮氏地震規模 6.5 的地震，造成三峽地

區部分房屋崩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距臺灣愈遠地方，測到地震規模愈小  (B)都市地區高樓林立，其震度最大  (C)此地震

因歐亞板塊隱沒到菲律賓海板塊下而造成  (D)土質鬆軟是地震使該區部分房屋崩塌原因之

一。 

(  )36. 民國 84 年 1 月 17 日凌晨 5 時 30 分，發生在日本的阪神地震之資料如下：為芮氏地震規

模 7.2 的強烈地震，震央在淡路島附近，震源深度約 30 公里，震災慘重。則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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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與震央距離相同兩地，地震規模不一定相同  (B)能量相等的兩次地震，震源深度愈淺的

，造成的災害較大  (C)若以臺灣中央氣象局所定的震度而言，則震度 6 的地區是震度 5 者

受災程度的十倍  (D)由於是淺源地震，可推斷是因中洋脊的擴張所造成。 

(  )37. 預防地震或地震來襲時的應變工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帄時多閱讀有關地震之書籍  (B)地震來襲時，應先關電源、瓦斯  (C)地震過後，常有

火災發生，故防火與防震密不可分  (D)地震發生時，不管身在何處，都應逃往空曠的室外

，以保障生命安全。 

(  )38. 下列有關地震災害的說法，何者「錯誤」？ 

(A)房屋建造時，應加強耐震設計  (B)帄時應作防震演習，免得臨事慌張  (C)目前無法準

確預測地震發生時間和地點   (D)我國中央氣象局震度分級採用芮氏地震規模。 

(  )39. 民國 87 年 7 月 17 日嘉義縣境阿里山西方 14.2 公里發生規模 6.2，震度 5 級的地震，震源

深度只有 500 公尺，造成多人死傷。下列有關此次地震的敘述，何者正確？ 

(A)阿里山西方 14.2 公里處的地表位置為震央所在  (B)規模 6.2 係依地震造成地震震動或

破壞程度而定的  (C)臺灣任何地區的震度與震央一樣同為 5 級  (D)震央位在震源正下方

500 公尺深的地方。 

(  )40. 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地震規模 7.3，震央震度 6 級，則在臺南市的小惠當天所感受到的

資訊何者正確？ 

(A)地震規模小於 7.3 (B)地震規模大於 7.3 (C)地震強度大於 6級  (D)地震強度小於 6級

。 

(  )41. 民國 84 年 1 月 17 日凌晨 5 時 30 分，發生在日本的阪神地震，甲、乙、丙三生做了以下

的結論：(甲)以板塊構造而言，日本地處三個板塊的交界，而臺灣只位於兩個板塊的交界，

因此日本的大地震不會在臺灣發生  (乙)臺灣與日本同樣位於聚合性界線的地震帶上，因此

臺灣和日本都受大地震的威脅  (丙)不管如何，地震發生在臺灣西部，其災害將比發生在東

部還慘重。以上結論正確合理的是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甲乙丙。 

(  )42. 地震發生的主要原因為何？ 

(A)地上岩層受重力作用，使其下滑力超過摩擦力所引起(B)太陽對地球所產生的引力作用(C)

地下岩層發生斷層，因而釋放出能量(D)建築物周圍檔土牆防護不良，使得地層下陷。 

 
二、填充題： 

1. 地震發生過後，將各地的地震強度標示在地圖上，此圖稱為＿＿＿＿＿＿。 

2. 測量地震所釋放能量的大小，全世界通用＿＿＿＿＿，規模大於＿＿＿以上稱為大地震。 

3. 地震發生時，地下岩層發生斷層錯動區域稱為______，投射正上方地表處稱為_______。 

4. 地震發生時，表示地震大小有兩種方式：一為各地測量的數值都相同的＿＿＿＿；另一為離震

央愈近，數值愈大的_________。 

5. 地震時，中央氣象局描述地面上感受到震動激烈程度，或物體遭受破壞程度，稱為________，

若依據地震所釋放出能量大小來計算出值，稱為_________。 

6. 如圖為民國 24 年新竹、臺中地震的等震度分布圖，請問： 

(１) 有關此次地震的報導，下列何者可能正確？ (A)震央深度在 5 公里以下  

(B)臺南地震強度為 2.5 級  (C)有感地震遍及全島  (D)在臺北測得地震

規模為 7.1。答：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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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A)新竹  (B)臺北  (C)花蓮  (D)高雄；比較以上四個都市的震度大小為何？_______。（

填代號） 

(３) 由等震帶之分布，可知在震央處之震度應為級。__________。 

(４) 由等震帶之分布，可知恆春的震度應為 0 級，稱為______感地震（填有或無）。 

(５) 在恆春測得的地震規模值應______於臺北測得的規模值。（填大、等或小）。 

7. 試回答下列問題： 

(１) 如圖為某區域的地震強度分布圖，請問：由圖可知震央在何處？ (A)

甲(B)乙(C)丙(D)丁。______。 

(２) 甲、乙、丙、丁的震度大小為 (A)甲＞乙＞丙＞丁(B)丁＞丙＞乙＞甲

(C)甲＞乙＞丁＞丙(D)甲＞丁＞乙＞丙。______。 

(３) 甲、乙、丙、丁的地震規模大小為 (A)甲＞乙＞丙＞丁(B)丁＞丙＞乙＞甲(C)甲＝乙＝丙＝

丁(D)甲＝乙＞丙＝丁。______。 

8. 試回答下列問題： 

(１) 由此圖可得知震度大小 (A) A＞B＞C＞D (B) B＞C＞D＞A (C) C＞D

＞B＞A (D) D＞C＞B＞A。______。 

(２) 若 F 的規模為 5 級，則花蓮 (A) 3 級(B) 4 級(C) 5 級(D) 6 級。 

(３) 比較 ：、；、＜、＝、＞ 的規模大小 (A) ：＞；＞＜＞＝＞＞ (B) ＞＞＝＞＜＞；＞： (C) 

：＝；＝＜＝＝＝＞ (D) ：＝；＞＜＞＝＞＞。______。 

9. 如果你是一位記者，你想播報一則地震消息，試回答下列問題： 

(1) 有關地震規模，哪一種播報方式是對的？ (A)甲地地震規模 5 級 (B)乙地地震規模 5.3

級 (C)丙地地震規模 5.0 (D)丁地地震規模 11。______。 

(2) 若對地震強度播報，哪一項播報方式是對的？ (A)甲地地震強度 5 級 (B)乙地地震強度

5.3 級 (C)丙地地震強度 5.0 (D)丁地地震強度 11。  ______。 

10. 西元 2004 年 12 月 26 日，臺北時間上午九點左右，印尼的蘇門答臘島附

近發生芮氏規模 9.0(依美國地質觀測中心數據)的地震，深度約 40 公里

。本次地震並引發海嘯.，造成數十萬人死亡。關於本次地震，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地震規模是依地面搖撼破壞的程度決定  

(B)泰國、馬來西亞的震度和印尼的震度相同  (C)本次

地震的震央應位於海底  (D)芮氏規模 9.0 的地震，強度

比規模 4.5 的地震大 2 倍。_____。 

11. 右圖是某次發生規模 5.6 地震後所繪製的等震圖。請問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臺南測得的地震規模最大  (B)

臺北測得的地震強度最大  (C)就釋放的能量而言，這僅

是一次小地震  (D)臺灣發生的地震，多源自歐亞板塊和

菲律賓海板塊碰撞擠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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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民國 90 年 5 月 15 日上午 7 時 38 分，在宜蘭南澳地震站東方 16.3 公里處發生規模 4.5 的地震

。右圖是這次地震各地農站測得的震度。參考右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就規模而言，這

是一次中型地震  (B)臺北市的震度已到了無感地震的程度  (C)臺北市測出的地震規模應為

2.5  (D)一般而言，離震央愈遠，震度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