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1-26  ML 6.1
臺灣灘(Taiwan Shoal)地震

07:57:25 (台灣時間)
23:57:25 (GMT time 11/25)

Information compiled by

Committee on Education & Outreach, 

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 (TEC-CEO)

地震科學中心教育推廣委員會

Published on 2018/11/27



本次地震位於澎湖群島之西南
方的淺灘，名之為「台灣灘」，
最淺之處僅有20餘公尺。

圖片來源：林殿順博士



中央氣象局速報 (Fast report from CWB)

2018/11/26地震發生於23:27分，芮氏規模(ML ) 6.1，震央位置接近(地點位置)北緯23.38，東經

118.59，台灣本島各地最大震度達3級，地震深度為20.5公里，屬於淺層地震。

http://www.cwb.gov.tw



即時震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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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發生於澎湖西方之台灣海峽區域，遠

離板塊碰撞區，全台數百個P-Alert 即時

震度資訊所顯示的震度的分布顯示西台灣

區域均為有感，台南震度最高。一般來說

大陸地殼的地震波衰減較慢，民眾可能因

此感覺較長較明顯的晃動。

動態圖: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palert_m
edia/gif/2018/20181125235725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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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 (CWB) AutoBATS MT (IES)

http://www.cwb.gov.tw



Summary of Source Parameters

震源參數比較

資料來源 深度 規模

CWB 20.5km ML=6.1

AutoBATS 31km Mw=5.8

CWB CMT 10km Mw=5.6

W phase 19.5km Mw=5.8

GCAP 14km Mw=5.7

USGS 13.5km Mww=5.7

各單位所求得的主震相關參數顯示此地
震為走向滑移型。

震源深度落在10~31公里之間，屬於淺
至中地殼深度的地震。

地震矩規模(Mw)為5.6~5.8

此走滑震源機制有兩個可能的斷層面，
分別為南北以及東西走向，斷層面傾角
近垂直。壓縮軸(P軸)為西北-東南的方
向，雖地震已遠離碰撞帶，壓縮方向大
致與板塊聚合方向吻合。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http://earthquake.usgs.gov/

Auto BATS
(IES)

gCAP
(IES)

USGS



台灣海峽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文字出自李建成博士)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

台灣海峽地區在地體構造上，
屬於台灣造山帶的前緣，為較不
受板塊擠壓應力影響的穩定大陸
邊緣，因此沒有明顯地殼變形，
地震活動也相對較少。

與板塊擠壓造山相關的地震
多半發生在台灣海峽東側接近台
灣西部陸地，也就是屬於造山前
陸地區。而前陸地區所承受的板
塊擠壓應力較小，因此發生地震
的頻率較低、規模通常也較小。

註:前陸盆地是指造山帶中靠近陸地
一方形成的盆地

圖出自林殿順(2001)

(圖片來源：林殿順博士)

本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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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海峽地區的地體構造與地質背景

(文字出自李建成博士與郭陳澔博士）

台灣海峽由北到南側，逐漸從典型的大陸地殼
過渡到海洋地殼，亦即從亞洲大陸邊緣，變成南
海海洋板塊。因此在台灣西南外海，其地體構造
也變得比較複雜一些，開始從比較穩定的大陸邊
緣，成為受馬尼拉海溝影響地塊：包括了板塊隱
沒及楔形體加積作用等。

1994年規模6.5地震發生在台灣海峽南側（台
南西側外海50-60公里），深度約13公里，震源
機制顯示是個正斷層型的錯位，南北向張裂
（Kao and Wu, 1996）。

早期的正斷層形成原因，推論為南海張裂時期
拉張所形成，之後因歐亞與菲律賓板塊聚合,而轉
變成以滑移為主的斷層活動，此與我們台灣西部
區域深部地震發震構造極為類似。

註:前陸盆地是指造山帶中靠近陸地一方形成的盆地

(圖片來源： Lin et al. ,2003)

1994 
M6.5 



震央附近之歷史地震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本次地震
2018 11/26 ML6.1

1995 02/25 ML5.6

1966 06/11 ML5.4

1975 07/07 ML5.1

1923 03/17 ML5.5
1948 09/30 ML5.4

1903 09/10 ML5.1

1904 12/09 ML5.0

1922 04/07 ML5.5

1604 ML8.0
鄭世楠、葉永田（2001）

1994 09/16 ML6.4

在1961年世界標準地震網紀錄
以來，在台灣海峽中間發生芮氏規
模大於六的地震僅有1994年在台
灣海峽南側的規模6.4地震 (     )。

而在歷史文獻中，1604年台灣
海峽北側曾發生規模7.5－8.0的泉
州地震(     )。

本次規模6.1的地震(     )，再次
說明了台灣海峽的中-大規模地震
雖然罕見，其地震潛勢卻不容忽視。

1900至2018年規模大於5的歷史地震活動



1604年泉州地震

• 1604年12月29日於福建泉州東方海域，發生台灣海峽有史以來最大的
地震，在福建、江西、浙江省有22個縣市造成災害。

• 25.0N, 119.5E, 深度25公里，規模為7.5。;當時新竹在 1604 年泉州地
震曾被記錄有 30 公分左右的海水異常（馬國鳳, 2006) 。

(圖片來源：鄭世楠, 2016)

右圖表現了福建泉州至廣東汕
頭、沿此斷裂帶的歷史重大地
震分佈圖。歷史地震的空間位
置符合閩粵濱海斷裂帶，其長
約500公里，具有逆衝兼右移性
質。



1994年台灣海峽地震
• 1994年9月16日，台南外海約150km遠處，發生了震矩規
模6.7的地震，深度13 km，是台灣地震觀測史上，在台灣
海峽發生的最大規模地震。

1994 Mw6.7 

2018 ML6.1 

Kao and Wu (1996)解算出
走向為103º傾角為55º的正斷
層機制。

台灣前陸盆地系統，原本就
有前期張裂所遺留下來的正
斷層。這些正斷層帶為地殼
弱帶。在前陸盆地的前凸起
(forebulge),受到板塊撓曲
(plate flexure)的應力影響，
正斷層地殼弱帶成為應力集
中帶，促使破裂的發生。

(文字出自林殿順博士)

(圖片來源：Lin and Watts, 2002)



可能發震構造

(圖片及文字來源：林殿順博士)

• 本次地震與1994年台灣海峽
南部地震一樣，都發生在前
陸盆地系統的前凸起
(forebulge)。

• 依據目前地震定位結果套疊
於震測剖面得知，本次地震
可能發生在古近紀(Paleogene)
張裂盆地的邊界斷層帶上。

• 在這個區域由於遠離板塊
邊界，三個主應力差距不
大，而前陸的前凸起可能，
讓主應立間“交換”順位，
使得此區域震源機制解
有時是正斷層、有時是
走向滑移斷層、有時為
逆斷層。

hypocenter



主應力軸和震源機制的關係

• 空間中三個軸向應力可依大小分成：
𝜎1: 最大主應力

𝜎2: 第二主應力

𝜎3: 最小主應力

• 當最大主應力發生在水平方向、而最小

主應力在垂直方向，會造成逆衝斷層;

當最大主應力發生在垂直方向、而最小

主應力在水平方向，則造成正斷層;

而走向滑移斷層，需要最小應力軸在水

平方向、第二主應力在垂直方向。

• 在前陸盆地區，一般𝜎1為垂直，

造成正斷層。然而當三個差異不大

的主應力調換了大小順序，讓第二

變成了第一，這時走向滑移機制就

會發生。
(圖片來源 http://www.files.ethz.ch/structuralgeology/jpb/files/english/5paleostress.pdf)



台灣海峽地震帶來的海嘯危機？

• 過去泉州地震的海嘯模擬結果顯示，最大海浪波高主要分佈於台中以南，
與史籍記載的”新竹海嘯波高約 18-40cm”並不吻合。吳祚任等人
(2015)發現斷層走向應為N15ºE、斷層長度為98公里時，可以使得最
大波高在新竹一帶發生，符合馬國鳳(2006)所提之觀測結果。

（文字出自吳祚任博士和馬國鳳博士）

• 這次地震模擬的浪高變化如下
圖所示，雖然抵達台灣海岸線
波高很小，但由於地震位置靠
近高屏陸棚斜坡，未來有可能
誘發海底山崩。

• 在淺灘，波浪傳播慢而容易被
忽略，若地震規模更大，其對
西部沿海造成的影響亦不可被
忽略。

（圖片來源：吳祚任博士）



更多的ＴＥＣ資源等你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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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V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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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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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