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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年 ) 地點 地震規模 搖晃持續時間

1964 阿拉斯加 9.2 三分半鐘

2004 印尼蘇門答臘 9.3 九分鐘

2010 智利 8.8 兩分鐘

2011 日本東北 9.0 兩分半鐘

場景一

第一個巨大地震，襲擊了舊金山市。在餐廳

裡，桌上杯子飛了出去、幾乎每個人都搖搖晃

晃沒辦法站穩；大樓陽台震掉了、餐廳的火

舌竄出，棟棟大樓都像紙牌屋一樣，一塊塊崩

落！而片中巨石強森 (Ray) 的老婆，Emma，她

按照指示，爬到頂樓等待直升機救援。搖晃持

續了數分鐘之久，這要多大的地震？！

　　但是，在舊金山底下，可能的孕震構造就

是聖安德列斯斷層，這是一個典型的轉形斷

層，為三種主要板塊邊界 ( 聚合型、張裂型、

轉形 ) 之一。 然而過去規模 9 以上的大地震，

各個都發生在聚合型的板塊邊界，為什麼那裡

可以醞釀那麼大的地震呢？ 

　　這是因為聚合型的板塊邊界，是海、陸兩

板塊的「頭對頭」碰撞。海板塊因為密度較高，

會向陸板塊下方隱沒，厲害的話從頭、到脖

子、甚至整個身體都可以沉下去呢 ! 然而，別

　　依照曾經發生過的地震紀錄，在震源區持

續搖晃超過兩分鐘的，在歷史紀錄上有四個

( 見表一 )。依此類推，電影中的這個地震，規

模不會低於 8.8。

舊金山的地震有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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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這兩個板塊的交界面上還有摩擦力，於是

海板塊越想要下去、就越是卡死在那裡，而這

樣「想要隱沒」的過程，便讓兩板塊間每年數

公分的相對運動速率變成了 0，而這個差值全

轉成能量儲存起來，在地下默默的等待爆發的

機會。

　　儲存的能量一旦爆發，過去所有累積的能

量便會經由斷層面上的錯動，一次性地釋放出

來。所釋放能量的大小，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

做地震矩能量 (Mo)，它是斷層面上的破裂面

積、平均錯動量、和一個彈性常數相乘的結果

( 如下式 )。而只有隱沒邊界，才能提供超過

一千公里長的破裂長度以及數百公里的破裂寬

度。

地大 震 』

『
加 州

表一、 重大歷史地震事件

圖片來源：San Andreas Offi cal Trai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 v=23Vfl sU3kZE

主要的天然災害，包含地震、海嘯、火山、山崩、土石流、洪災、旱災和颱風，這些，

常穩居災難電影的主角。2010 年上映的「唐山大地震」，講述了 1976 年發生在中國唐

山規模 7.5 的地震，這個地震發生在遠離板塊邊界的內陸，是典型的板內地震，當時死

亡人數約二十四萬人。而2013年上映的「浩劫奇蹟」，是以2004印尼蘇門達臘規模9.3

地震所引發的海嘯為主題、依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這個地震則是發生在印澳板塊和

歐亞板塊交界處、一個向東隱沒的海洋板塊上，因為輕忽地震後的海嘯威脅，這個事件

造成的死亡人數高達三十萬人。今年五月底，在台灣熱烈上映的災難電影「加州大地震」

則反其道而行，是科幻片，帶觀眾體會可能發生的巨大地震，會帶來多重大的傷亡。

這一部由巨石強森領銜主演的電影，不失為一部寓教於樂的災難片。片中飽含大量的地

震科學問題和防災概念，看過這部片的各位，不曉得你有沒有曾經問自己 : 真的是這樣

嗎？

在這裡，讓我們跟著劇情，一一向大家解釋片中的謬誤之處。

師大　陳卉瑄教授



地震矩能量 Mo (dyne-cm) = 
                破裂面積 (cm) x 平均錯動量 (cm) x 剪切模量 (3x10 dyne/cm )
地震矩規模 Mw = log (Mo) /1.5 - 10.73

1906
Mw 7.8

Mw 7.9

Andreas

San

Fault

1857

潛
移
段

舊金山

洛杉磯

15 km
< 10 km

1994  Northridge  規模6.7
錯動量 1m

40 km
< 10 km

1989 Loma Prieta 規模6.9
錯動量 2m

1906 San Francisco 規模7.8

470 km
< 10 km
錯動量 4m

2004 印尼蘇門答臘 規模9.3

1300 km

20
0 

km

滑移量 11m

San Jacinto Fault

如果沿著這個板塊邊界有長達 1300 km 的破裂長度，而這個破裂頂多延伸到地底下溫度壓力還

小到可以允許脆性變形發生的深度（在這裡可以定義成地震發生的深度集中區，約從地表向下

延伸到 10 km 深的地方）

(1)　破裂面積 = 斷層長 × 斷層寬 = 1300 km × 10 km = 130000000 cm × 1000000 cm

(2)　平均錯動量 = 10 m = 1000 cm

(3)　剪切模量 = (ΔF/A)/(ΔL/L) ; 這個彈性常數定義了一個面上應力和應變的比值。也就是，

     在一個截面積 A 上給定ΔF 的應力，造成了這個面上本來的距離為 L，拉長 / 縮短了

       ΔL。

試算的結果如下：

Mo = (1300 km x 10 km)(10 m)(3x10 dyne/cm ) = 3.9 x 10 dyne-cm

Mw = log 3.9 x 10 dyne-cm)/1.5 - 10.73 = 8.3

　　而我們知道，

電影中的聖安

德列斯斷層卻

不是這樣的板

塊邊界。它是

一個分隔了北

美洲板塊和太平

洋板塊的轉形斷

層，兩個板塊是

以「肩膀相撞」的方式

互相運動；因此能量累積的

深度，不會超過地殼厚度。

　　它的北段和南段在 1857 年和

1906 年分別發生了兩個地震（如圖

二綠色粗線），斷層破裂長度分別為 470

公里和 360 公里。這兩次破裂的中間部分為什

麼沒接起來呢？因為這一段地表的變形量非常

高，代表兩板塊間互相運動的應變能並沒有被

儲存起來，這就是所謂的「潛移斷層」（圖二

灰色線段）。

　　讓我們假設，如果整段綠色連同潛移段在

單次地震中一併活動，這樣一來斷層的長度可

以到達 1300 公里；以這樣的斷層面積，所造

成的地震規模最高也只能達到 8.3。而這個已

經是最糟的狀況了 ! 所以，這是為什麼片中所

說「規模 9」的地震，是不可能發生的。

圖二、美國加州聖安德列斯斷層 (San Andreas Fault)

分段特性和歷史地震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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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二

劇中地震發生時，大樓搖晃實在太劇烈，Emma 到達頂樓等待直升機時，首先重重地摔倒在地，

被垂直拋離了地面，接著又撞到地板，暈了過去。

什麼決定了地震的搖晃大小和方向 ?

　　一個地震只有一個規模，它描述了釋放的

總能量，但是各地會有不同的搖晃程度，這個

破壞程度就用震度描述。把一個人拋離地心引

力，需要的重力加速度是 1g(= 980 cm/s )。造

成這麼大的搖晃需要規模夠大的地震，或者是

離斷層非常近。

　　舊金山上一次最大的地震，發生在 1906

年，規模 7.8。當時最大的地表加速度據估計

約為 1.1 g（註 1）。地下斷層錯動了，原本靜

止的地面突然加速，這樣垂直和橫向的「地震

力」便會作用在建築物上，讓它上上下下、左

左右右、扭來扭去的搖，在上面的人當然也跟

著被甩出去。

　　加速度地震儀所記錄的波形，在任一瞬間

的最高振幅，就是代表著地面的搖晃動態。首

先到達、主要帶來垂直方向搖晃的，是 P 波（圖

三 a），過了幾秒 S 波帶來更劇烈的水平方向

搖晃（圖三 b），再者是表面波，這時就不會

單單僅有垂直方向的搖晃，水平的搖晃也會伴

隨發生，或是用打旋兒的方式。

　　所以如果地震就在腳下，劇中 Emma 花了

幾分鐘跑到頂樓時，先到的 P 波已然耗盡，剩

下的應該不是 S 波的尾巴，就是表面波了。這

時，感覺到的搖晃不會單單只有垂直方向。

波
從
這
裡
來

波
從
這
裡
來

這樣振動

這
樣
振
動 P波 S波

( a ) ( b )>1 g

振動方向 ( 箭頭方向 )

平行於波的傳播方向

(波浪粗線條 )為 P波；

振動方向垂直於波的

傳播方向為 S 波。

圖三˙地震波振動方向與人感受的搖晃方向關聯示意圖。

右側則標記四個不同規

模地震，其斷層長度、

寬度、和滑移量的差

異。

2

211

28

28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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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都會造成裂谷嗎 ?

　　要造成這麼寬的裂隙，必須在裂隙兩側有

相反方向的拉力。但是聖安德列斯斷層是個右

移的斷層。在斷層線兩側，是橫向的錯動（圖

電影裡 現實

圖四、電影中地震發生後，地表上出現的裂谷。

斷
層

斷
層

圖五、聖安德列斯斷層的錯動方向。

圖中粗線指示斷層在地面出露的痕跡，箭頭代表斷層兩側塊體的相互運動方向。

場景四

接著 Emma 和 Ray 面對的挑戰，是迫降在 AT&T

公園。這時第二次地震已然來到，新聞所說的地

震規模，竟然達到 9.6，高居世界第一。

聖安德列斯斷層的再次錯動 ?

　　長期累積的應力總有一天會讓岩石破裂，

岩石「棟北條」時，就會發生裂縫，發生在哪

呢？會在地層中相對較脆弱的位置，那就是以

前曾經破裂過的斷層。

場景三

當 Emma 一路爬過重重障礙、終於順利到達

直升機後，她還以為噩夢就此結束。沒想到

這還只是開始。在飛機上，一眼所見盡是滿

目瘡痍。最怵目驚心的，是地面裂開了大大

的縫，大到超過 9 公尺，上頭的房子車子全

掉了進去！ 

發生海嘯的可能性 ?

場景五

不久，海退發生，緊接著海嘯就要到來。

Emma 和 Ray 在船上，眼睜睜地看著滔天巨浪

席捲而來。

　 聖安德列斯斷層的最北段延伸入海，是有

可能造成波浪局部被擾動的。在 1906 年規模

7.8的地震發生時，的確在潮位站記錄到了 10

公分左右的海嘯（註 2）。然而，90% 以上的

聖安德列斯斷層在地底下的延伸，都是四周硬

梆梆的岩層，很難對海體造成大規模的擾動。 

但是，強烈的搖晃如果引發了沿岸的山崩，是

有機會引起海嘯的，像 1812 年 Santa Barbara

的地震就造成了數公尺的海嘯。

　 我們需要多大的浪高，才能沖垮金門大

橋？答案是 200 多公尺。過去數據顯示，即便

在隱沒帶發生規模 9 以上地震，引發的海嘯也

頂多 10 公尺。所以，電影中金門大橋被海嘯

沖垮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圖六、斷層應力狀態隨時間變化圖。

能量累積到頂峰，這時地

震發生，能量瞬間釋放，

當應力回到最低值，需要

繼續累積能量，才能產生

下一次的地震。時間

基準值

累
積
能
量

破裂臨界值
應
力
狀
態

釋
放
狀
態

　　地震發生時，能量釋放，這時應力狀態瞬

間掉到最低點，斷層處於最虛弱的狀態，要給

它時間慢慢恢復強度，才能再一次有能量對抗

外來的應力（圖六）。 漫長的幾百年至幾千

年間，板塊間相對運動不停地提供應力來源。

在我們腳底下也一直進行著岩石破裂、 強度

恢復、再破裂、再恢復的週期，這就是地震週

期。

　　在聖安德列斯斷層，要發生一個規模超

過 8的地震，要整段都得發生錯動。所以，有

沒有可能剛剛才錯動完，馬上又再發生一次？  

其實機率非常非常小，因為這時，它虛弱得

很，需要等待更久的時間重新恢復強度、再進

行應力的累積。在現實中，應力狀態沒有一定

的臨界值，因此應力累積的最高峰和最低點因

地而變、隨時間而變。

 　但是，有沒有可能根本是隔壁斷層造成規

模 9.6的地震呢？鄰近的斷層當然存在，但卻

零零碎碎接不在一起，也就無法造成非常長的

破裂。
圖片來源：San Andreas Offi cal Trai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 v=23Vfl sU3kZE

圖片來源：San Andreas Offi cal Trai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 v=23Vfl sU3kZE

四），因此裂谷的出現，在這樣的斷層帶上是

幾乎不可能的。 



後記 附錄 : 房屋要夠脆弱，才能破成一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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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文所言，這部電影帶過的許多科學事

實，多為誇大不實，然而卻把地震和海嘯可能

造成的危機，深印在觀眾腦海。在地震頻仍的

臺灣，最大的隱憂不是單一天災，而是颱風、

驟雨、土石流、地震等多個天災接連發生的複

合式災害。即便目前的建築物耐震程度不至於

造成房屋瞬間倒塌的災難，但地震發生時，如

果建築物損毀、管線破裂造成了火災，我們應

該怎麼做 ? 如果土壤液化發生，我的家還能不

能住 ? 能不能自我評估 ? 如果在颱風季接連發

生了地震，加劇了山崩和土石流的危機，我們

開車經過山邊，要怎麼防患於未然 ? 要怎麼幫

助需要幫助的山區村民 ?  

　　這些問題，不是政府機關的責任，而是

我們人人的責任。因為當災害發生時，我們沒

有充裕的時間等待答案，唯有具備正確的防災

意識、多多了解自身的居家環境，才能助人助

己。

　　從 20世紀中期以來，國家建築法規都是

以「最壞狀況下」建築物需要對抗的搖晃來設

計的：  1. 離斷層有多近？  2. 斷層多長多寬，

最大規模多少？  3. 近斷層的最大搖晃程度。

如果我們對法規所要求「小震不壞、中震可

修、大震不倒」和建商的工程品質有信心，大

樓要整棟倒塌或攔腰折斷的機率非常小哪！  

舊金山有一座世界聞名的抗震建築─泛美金字

塔，它的底部重、形狀對稱，在 1989 年規模

6.9 的 Loma Preita 地震時驚人地「零損傷」，

當時 49 層樓的水平搖晃，比地下室還大了五

倍（如上圖）。這張有趣的圖，說明了地震發

生時，在不同樓層感覺到的搖晃程度有巨大的

差別。想要了解建築物和地震如何共舞，可以

參考共振效應的介紹 (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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