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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ve days before the 2008 Sichuan M8.0 Earthquake, I observed strange
electrical signals from a tomato plant in Yilan, Taiwan. That opened my
door to quake forecast. Since then, I observed electrical signals of plants,
tofu, soil, water or air to predict earthquakes. I successfully predicted a
lot of quakes. Now I have about 30 quake forecast st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I will publish a series of papers for my discoveries in the past 10
years. This paper is the start of the series. I am Founder and CEO of
Taiwan Quake Forecast Institute.
2008年汶川M8.0地震前5天，我在台灣宜蘭觀察到番茄植株的奇怪電訊
號。這開啟了我的地震預測之門。從此，我觀察植物、豆腐、泥土、水或
空氣的電訊號以預測地震。我成功預測了很多個地震。現在我在全球各地
有大約30個地震預測站。我將發表一系列論文介紹我10年以來的發現。這
篇論文是此系列論文的第一篇。我是台灣地震預測研究所創辦人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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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番茄植株對於火燒葉片、冰塊接觸或機械傷害會有反應，而產生電訊號
扛扆扲扯扭扭 扡扮扤 扌扡扵扴扮扥扲戬 戲戰戰户扝。番茄植株典型電訊號的頻率為戰到戰戮戰戲扈扺，振幅
為戵到戵戰扭扖，持續時間為半小時到一小時。
我的番茄植株的奇怪電訊號的頻率為戰到戱戲扈扺，振幅為戳到戸戰扭扖，持續時間
為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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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我使用穿刺電極測量番茄植株的電訊號。我的實驗方法與扄扺扩扵扢扩戓
扮扳扫扡等人相
似扛扄扺扩扵扢扩戓
扮扳扫扡 扥扴 扡扬戮戬 戲戰戰戱扝，但是有一些差異。
我使用的番茄植株大約户戵扣扭高，大約戳個月大。我使用直徑戰戮戲扭扭的鍍銀銅
線當做穿刺電極。我使用天勝公司的托扣扴扩扯扮扖扩扥扷 扉扉資料擷取系統，每個電極的
輸入阻抗為戱戰才 扯扨扭扳。我的扆扡扲扡扤扡批 扣扡执扥的前面戨南面戩開口而無屏蔽。我只使
用一或二個頻道測量番茄植株和泥土之間的電位差。我的取樣頻率為戱戰戰扈扺，
並使用戰到戲戰扈扺的帶通濾波器。圖戱為番茄植株。
實驗後，我以才扡扴扬扡扢濾除低頻戨小於戰戮戱扈扺的戩訊號，以突顯高頻訊號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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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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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戲戰戰戸年汶川才戸戮戰地震前戵天，我用番茄植株進行火燒葉片實驗，番茄植株產生
了典型的火燒葉片的戱小時電訊號。但是在典型的訊號之後，出現許多奇怪的高
頻訊號。奇怪的高頻訊號持續了戵天。然後戲戰戰戸年汶川才戸戮戰地震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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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戲為戲戰戰戸年戵月戱戲日汶川才戸戮戰地震前戵天番茄植株的電訊號。這些訊號和所
有已知的植物電訊號都不同。
後來，我在台灣宜蘭本地的戲個地震前，從另外戲棵番茄植株觀察到類似的
訊號。
圖戳為戲戰戰戸年戶月戲日宜蘭才戶戮戰地震前，從第戲棵番茄植株觀察到的電訊號。
圖戴為戲戰戰戸年户月戱戲日宜蘭才戴戮戵地震前，從第戳棵番茄植株觀察到的電訊號。
所以，顯然這些番茄植株電訊號是地震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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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番茄植株在大地震前產生電訊號的機制仍屬未知。也許它感受到電離層的濃度
下降或其他東西。根據扉扫扥批扡等人的研究，在大地震前有強大的電場，而動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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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能感覺此電場並產生反應扛扉扫扥批扡 扥扴 扡扬戮戬 戱戹戹戸扝。
我建議監測番茄植株電訊號以預測大地震。這在未來也許能拯救人命。我需
要進一步的實驗以驗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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