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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速報 (Fast report from CWB)

台灣時間 2016/05/12 11:17於臺灣東部海域發生規模5.8有感地震，最大震度宜蘭縣南澳6

級。宜蘭縣政府東偏南方 19.7 公里 (位於臺灣東部海域)座標為北緯24.69度、東經121.95度，

地震深度為17.5 公里，屬於淺層地震。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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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

http://www.cwb.gov.tw

強震即時警報之原理
(1).強震即時警報是指當大地震發生後，利用震央附近地震站觀測到的早期震波資料，
快速解算出地震規模、位置與深度，並以此預估各地區之震度與震波到時等資訊，再
利用快速通訊技術，搶在具威脅性的地震波(S波)到達前，對各地區通報預估的震度及
震波到時等資訊。

(2).強震即時警報能提供那些效益？
雖然強震即時警報所能爭取的應變時間有限，且越靠近震央，預警時間越短暫，但若
能善加利用，將可發揮很大的功效。除緊急避難應變之外，高速交通工具能夠及時減
速、維生線或是瓦斯管線能夠自動關閉和工廠的生產線可以及時停止運轉。

(3).強震即時警報是否有其極限？
i.由於強震即時警報仍需收錄震央附近地震站觀測到的早期震波資料，且資料處理
需要一定的時間，故當近震央地區接收到強震即時警報時，地震波(S波)可能已經
到達，無法有應變時間的地區稱為預警盲區(blind zone)。

ii.若在極短時間內有兩個地震連續發生，強震即時警報系統可能無法精確地分辨其
波形資訊，將會影響強震即時警報的精確度，甚至遺漏或誤報。

iii.若因為測站背景雜訊、人為干擾、通訊品質不佳等等原因，造成地震訊號品質不
佳，有可能將突波雜訊誤判為地震訊號，因而產生誤報。



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

http://www.cwb.gov.tw

後端應用之建議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可提供珍貴數十秒的應變時效，然

而校園建築物結構的安全耐震性，以及確實有效的應變計
畫與演練，才是校園面臨防震減災最重要的基礎。因此學
校應事先勘察其校園結構，擬訂地震防災演練劇本及逃生
動線，並定期進行防震演練，確保學校師生能把握短暫的
地震預警時間。

當接收到地震預警時只要全校師生能依照地震防災演
練時一樣，立刻採取掩護等防護措施，隨後進行疏散才能
大幅減低地震所造成之傷亡。 未來各校可視校舍環境與
師生之需求，自行編列預算，於接收後端利用介接檔案加
裝自動提醒設備，例如自動廣播系統、校園警報器等及其
他通報與應變機制。
0512宜蘭外海地震

右圖是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接收程式。當中央氣象局發
送強震即時警報資訊時，此系統會自動在電腦上展示地震
震央、地震預估震度以及強烈的S波在幾秒鐘之後會侵襲。
若是位於盲區裡就無法提前得知地震訊息。在本次地震中，
強震即時警報資訊在地震發生後約14.7秒向外發布，由於
震央接近臺北市，因此幾乎沒有預警時間。不過針對離震
央區約60公里以外的地區，仍然可以提前數秒到數十秒得
知地震資訊，提早做出準備以減輕地震帶來的影響。



宜蘭平原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宜蘭平原位處沖繩海槽西端，地質構造與地震
活動深受琉球隱沒系統弧後張裂-沖繩海槽地塹的
南北向伸張變形、以及南方菲律賓海板塊隱沒碰撞
造成歐亞板塊邊緣的順時針向旋轉與折彎變形所主
控。琉球隱沒系統弧後張裂的變形主要呈現為沖繩
海槽中大量的微震活動，其中有部分與火山作用相
關聯(如岩漿侵入、火山逸氣、噴發等等)，包含龜
山島。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的地表變形監測結
果則顯示宜蘭平原，特別是南部與其南緣山脈地區，
有明顯的順時針旋轉變形；平行區域山脈與構造線
走向的數條主要平移(左移)斷層是此旋轉變形的主
要發生進行處。2005年發生的宜蘭雙地震(規模
6.1)，震央位於龜山島南方的宜蘭濱海地帶，即同
時帶有南北向沖繩海槽張裂、與順時針旋轉變形的
雙重特徵。

宜蘭地區目前尚未發現具明確地表特徵的活動
斷層，然而此地區有許多地質斷層與地形崖，諸如
宜蘭平原的北緣、濁水斷層、平原南方山脈帶內新
生代板岩與中生代片岩的邊界斷層等，都可能在此
複雜地體構造下重新活化而為活動斷層。

From JCLee (李建成博士)

TESIS的即時震源機制與背景地質、地震活動及震間變形
等資訊



宜蘭近海雙震初步研究及孕震構造判斷

From JCLee (李建成博士)

2016年5月12日臺北時間中午，發生規模5.8中型地震，震央在宜蘭近海約8-
10公里，深度12-18公里，一個多小時後，在其東側附近約5公里處，又發生了規
模5.6的地震。這連續兩個中型地震，根據其地震震源機制自動快速結算結果，及
分佈位置來判斷，其「孕震構造」，很有可能是「東西走向垂直分佈」的地質構造，
這是個以南北向張裂為主的正斷層滑移。至於斷層傾角及傾向，還需要更多後續的
科學資料及分析，例如餘震分佈的資料分析結果。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附近
（更接近宜蘭陸地），也發生了相似的南北向張裂型地震（雙主震 ML5.9），從深
度及位置來看，本次2016年的地震可能是同一個孕震構造的東側斷層破裂滑移的
結果。2005雙主震的研究顯示，此孕震構造有明顯的張裂特徵，不僅僅是一般的
斷層滑移，有些科學家解釋可能與地下火成活動（例如岩脈侵入）有密切關聯。

宜蘭外海在地體構造上是沖繩海槽西端，地質構造與地震活動深受琉球隱沒
系統弧後張裂-沖繩海槽地塹的南北向伸張變形所影響，而「弧後張裂」也造成了
許多火成活動，例如岩漿侵入、火山逸氣、噴發等，而其中宜蘭近海的龜山島，就
是這些火成活動的結果之一。



震度分布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

左圖展示全台數百個Palert強震站的震度

分布，星號為震央位置。宜蘭地區最大震

度為6級，台北至桃園地區震度為2-4級，

西部平原因沖積層放大效應，震度略比東

部明顯。整體震度分布型態與氣象局發布

的震度圖相類似。

動態圖: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palert_m
edia/gif/2016/20160512031714_1.gif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


Focal Mechanism from full-waveform inversion
震源機制解

http://tecdc.earth.sinica.edu.tw/FM/http://gcap.earth.sinica.edu.tw/

AutoBATS CMT (IES)

利用波形逆推求得地震的錯動形式、規模、及中心深度。

gCAP (IES)



Focal Mechanism from full-waveform inversion
震源機制解

From http://rmt.earth.sinica.edu.tw/ Dr. Shiann-Jong Lee (李憲忠博士)

IES_RMT_Real-time Moment Tensor

http://rmt.earth.sinica.edu.tw/


Summary of Source Parameters
震源參數比較

資料來源 深度 規模

CWB 17.5 km ML=5.8

RMT 10 km Mw=5.7

Auto BATS 13 km Mw=5.7

WPhase 17.5 km Mw=5.9

GCAP 12 km Mw=5.7

Global CMT 12 km Mw=5.8

各單位所求得的主震相關參數都相當地
一致。

震源機制解的地震能量中心深度落在
10~17.5公里之間，比氣象局速報深度
略淺。

地震矩規模(Mw)約為5.7~5.9。

此地震的震源機制屬於正斷層形式略帶
走向滑移，有兩個可能的破裂面，分別
為東西走向中低角度北傾的斷層面，或
是東北-西南走向高角度往東南傾的斷
層面。
應力壓縮軸(P軸)較接近高角度的西北-
東南方向，而拉張軸(T軸)則為西北-東
南方向，約與沖繩海槽的擴張方向平行。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

RMT
(IES)

auto BATS
(IES)

W-Phase
(IES)



2005/03/05宜蘭雙主震

2016/05/12的地震落在2002/05/15地震序列與2005/03/05年雙主震餘震系列的東側(左
圖)，2005年宜蘭雙主震的規模大小都接近6。BATS CMT解的震源錯動型態也相近(右
圖) ，為帶走滑的正斷層形式。

From 中央大學王乾盈教授 中央氣象局 2000~2016 規模大於3.5的地震事件



震央附近之背景地震活動

本圖顯示2000~2016/04/31 規模大於3.5的背景地震活動資料(Data Source :CWB)。
將背景地震沿著東西向剖面投影，投影長度80公里。

星號為本次地震

Azimuth 0

本次地震



震央附近之背景地震活動與地震波速度構造

黑色叉號為1994~2009.6 以hypodd方法重定位的背景地震活動資料 (Data Source : Dr. F.T. Wu)

背景顏色為速度構造，此乃藉由地震波穿透介質的波速快慢與折反射的強弱來呈現域性的地層
結構，地震波的速度及穿透性與岩石的性質及溫度有關，一般以Ｐ波波速7.5-8.0 km/s來界定
莫何面的位置。

Tomography From (郭陳澔博士)

NS



(Ku Chia-Yen et al.,2009)

前人地體構造研究

古佳艷等人利用海底震

測訊號判定出近岸一條

東西向的宜蘭陸棚斷層

(Ilan Shelf Fault)，由於

2005年3月之雙主震以及

其在宜蘭平原南部的餘

震呈一線性分布，往東

延伸即連接到這個宜蘭

陸棚斷層，作者認為斷

層同時帶有左移及拉張

的分量並由陸地銜接至

外海。



(Huang Hsin-Hua et al.,2012)

黃信樺等人主張南沖繩海槽擴張往

西延伸進入宜蘭平原，致使雪山山

脈(HR)與中央山脈(CeR)北段逐漸分

離，(d)圖是目前的狀況，其中A(紅)、

B(綠)、C(藍)三區分別壓縮區、後碰

撞區及張裂區。

本次地震發生在B與C區交界的南側

前人地體構造研究

(5–2 Ma) (2–0 Ma)

present



地表震動強度發生機率

From TEM15 (Taiwan Earthquake Model)

未來五十年可發

生六級震度以上

的機率在宜蘭、

花蓮及西南台灣

最高。強震度的

災害潛勢區域與

斷層有密切關聯。



更多的ＴＥＣ資源等你來用

我想要知道更多名詞解釋

我想要自己做地震速報

我想要了解這個地震附近的構造背景

 TEC 近期活動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TEC 主頁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competitionV2/index.php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new/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news_list.php?id=1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index.php

Coming soon~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game01_location/index.html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new/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news_list.php?id=1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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