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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摘

• 今天清晨5時28分，一個規模6.0的宜蘭外海地震，造成了
宜蘭縣市高達六級的搖晃，而在花蓮、台北、新竹、桃園
和台中市亦有高達四級的震度。

• 近年來最為人恐慌的宜蘭地震，是2005年和2016年的雙
主震事件。雙主震的定義是，在短時間內（數分鐘或數小
時內）有兩起規模相仿的主震。今天發生的宜蘭外海地震，
和過去的雙主震發生於相同孕震構造上嗎？

• 這一篇即時報導，帶大家初探本次地震和區域的構造特性，
以及和重大歷史地震活動的空間關係。



中央氣象局速報 (Fast report from CWB)

2019/08/08地震發生於05:28分，芮氏規模(ML ) 6.0，震央位置位於台灣東部海域，北緯24.43，東經

121.91，最大震度達6級，台灣本島各地最大震度達6級，地震深度為22.5公里，屬於淺層地震。

http://www.cwb.gov.tw



高密度的P-Alert即時震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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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擁有全世界數一數二高密度的地震預

警觀測網(P-Alert)，遍布全台的701個觀測

站在地震發生數秒內，即可動態顯示全台

的震度演化動態。

動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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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gif/2019/20190807212803_1.gif

P-Alert的波形請參照「地震速報自己來」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palert_media/gif/2019/20190807212803_1.gif


震源機制解
地震學家用「斷層面解」（震源機制解）來描述地震的走向、傾角和滑移角。
可能的兩種斷層面解為近南北走向高角度錯動面，或近東西走向、向南傾約50°度的錯動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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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 (CWB) CMT (IES)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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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震源機制解
每兩秒就解算任何波動對應的震源機制解

此即時監測平台由中研院李憲忠博士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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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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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源參數比較

資料來源 深度 規模

CWB 22.5 km ML=6.0

RMT 28 km Mw=5.8

W-Phase 21.5 km Mww=5.85

Auto BATS 27 km Mw=5.795

CWB CMT 29 km Mw=5.696

USGS 10 km M=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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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 BATS

(IES)

看懂斷層面解:

http://bats.earth.sinica.edu.tw/Doc/beach_ball_ch.html

我想要了解名詞（Fault Plane Solution) ：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glossaryquery.php

比較結果顯示本地震之震源深度在
10-29公里之間，地震矩規模(Mw)

為 5.7-6.0。

此地震的震源機制屬於走向滑移略
帶正斷層形式，有兩個可能的破裂
面，分別為東西走向南傾(中角度）
的斷層面，或是近南北走向高角度
的斷層面。

W-Phase

(IES)

T P

USGS

http://bats.earth.sinica.edu.tw/Doc/beach_ball_ch.html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glossaryquery.php


區域歷史地震震源特性

2019/08/08(6.0)

2000至今，此區
域的規模大於五
地震，其震源機
制多為走向滑移
和正斷層型態。



地體構造背景

宜蘭平原位處沖繩海槽西端，地質構造與地震活動深受呂宋島弧斜向碰撞
歐亞板塊、菲律賓海板塊隱沒(菲律賓海板塊隱沒的紅色箭頭)及沖繩海槽
張裂構造活動(藍色箭頭)影響，地殼的變形以橫移伸張為主。

圖出自 Chen et al. (2013)



因大地應力轉換與交互作用，
使得從宜蘭平原往花蓮海岸山
脈的外海區域之地殼變形由橫
移伸張逐漸轉為壓縮，因而，
此外海區域同時具有多組東北
走向的逆斷層(紅色三角形線段)
與西北走向的左移正斷層(紅色
箭頭與T形符號)，以調適大地
應力與地殼變形的轉變。藍色
曲線為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
塊之地表界線。灰色曲線為菲
律賓海板塊地殼底部(亦即莫荷
面)之等深圖(公里)。

地體構造背景

圖出自 Lallemand et al. (2013)

(文出自葉恩肇教授)



宜蘭地區目前尚未發現具明確地表
特徵的活動斷層，然而由江新春
（1976）主導的反射及折射震測研
究卻顯示，蘭陽平原被數條斷層切
過。如下方剖面圖所示，宜蘭平原
下方有數條活動構造，由北而南分
別為頭城斷層、鵠子斷層、隘界斷
層、宜蘭斷層、坑四斷層、濁水斷
層及三星斷層。

圖文出自邱詠恬(2008)



歷史地震活動分佈（俯視圖）

20050305

20190726

20160512

受到菲律賓板塊隱沒、碰撞和沖繩海槽弧後
張裂的影響，此區的地震多集中在(1) 縱谷斷
層系統的北延、(2) 宜蘭平原下方、及 (3) 宜
蘭外海。

宜蘭外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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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宜蘭平原(2)近年來重要的地震序列，分別
是2005/3/5 ML5.9雙主震(藍色星號) 和
2016/5/12 ML5.8雙主震（紅色星號）。而13

天前宜蘭地區的規模較小地震(ML4.7，綠色
星號)，則發生在約30 公里之外。

(1)

(2)

(3)
A

A‘



2005的雙主震一個月內的地震活
動，由藍色圓圈所示，集中在宜
蘭平原下方(Distance = -20 km)為
主餘震序列。
2016的雙主震一個月內的地震活
動，則由紅色圓圈所示，其發生
範圍除了在宜蘭平原下方(Distance 

= -30 km)之外，尚廣及背景地震
活動頻繁的花蓮一帶(Distance = 

30~40 km) 。
本次主震，與前兩次的雙主震在
空間上有所區隔，並且深度更深，
應屬於不同的孕震構造。

兩個兩雙主震序列簡述如下。

20160512 20050305

本次主震

歷史地震活動分佈（剖面圖）

將上頁地震活動沿著A-A’切剖面，地震活動的深度分佈如下圖表示。

A A’



2005年雙主震 (ML5.9、 ML5.9) 

• 這個雙主震地震序列的位置，在地表
呈現進東西向的線性排列（下圖的紅
色圓圈），而在深度剖面則呈現近乎
垂直的構造，約12公里寬。

• 近三年前在同一個孕震構造亦發生
過Mw6.1的地震，其空間和雙主震序
列近乎重疊。

(Yeh et al., 2016)

• 2005年三月五日宜蘭發生了兩個極淺源地震，規模皆為5.9，深度僅有6.4和
7.0公里，這兩個地震相差僅約68秒，稱作雙主震。如右圖編號2, 3號地震。



• 2005年雙主震對應的孕震構造，震源機制顯現伸張和走向滑移型態。如上
頁圖的紅色海灘球表示。

• 利用斷層模型擬合地表的GPS位移場，Lai et al (2009)發現斷層錯動無法解
釋垂直向的變形，地下火成活動（例如岩脈侵入）可能也影響著同震地表
變形場。

(Lai et al., 2009)



2016年雙主震 (ML5.8 、ML5.6) 

• 2016年5月12日臺北時間中午，兩個
規模5.8, 5.6的地震，相差一個多小
時。震源深度在12-18公里間。

• 震源機制指出可能的孕震構造，是
以南北向張裂為主的正斷層滑移。
震源位置則表現與2005年雙主震序
列的高度相關，可能對應到同一個
孕震構造。

• 對於此地震的地震即時報導，請參
見以下網頁：

2016/05/12 03:18:53 UTC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upload/

news/EQfile/2016-05-12M5.8.pdf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upload/news/EQfile/2016-05-12M5.8.pdf


2018年花蓮地震的影響？

大地震發生時，能有效地改變區域應力
的條件，鄰近區域內的地震觸發關係，
往往能由斷層錯動產生的庫倫應力變化
所解釋。

最近一次靠近宜蘭的大規模地震，是
2018年二月六日花蓮地震。

2018年2月4~6日間的花蓮地震群，共有
兩個規模大於六的地震（右圖星號），
他們造成宜蘭兩個主要孕震構造（南構
造和北構造）的應力增加分別達到
0.09-0.12 bar。

(圖文由詹忠翰博士提供)



利用庫倫應力轉移的概念，可進一步評
估斷層未來發震機率以及地震危害分佈
圖。由於2018花蓮地震群造成鄰近地區
庫倫應力上升，可能誘發鄰近活動構造
與斷層的錯動。

評估結果顯示，米崙斷層以及南宜蘭構
造未來發震機率偏高。另外，宜蘭、花
蓮交界處的地震危害度明顯提升，或可
解釋8月8日地震的發生。

(圖文由詹忠翰博士提供)

地震危害度評估



歷史地震告訴我們的事

• 1996年南澳（Nan-Ao）
地震，距離本次地震不
到10公里，二者地震規
模亦相近。

• 1996南澳地震後，餘震
多位於主震東-西方向上
之線性構造。此一分布
或可利用主震庫倫應力
解釋之，如圖中A區域的
黑點（餘震）和庫倫應
力增加（背景紅色區域）
的相關性所示。

(A)

(B)

(C)

(D)

南澳地震震央

(圖文由詹忠翰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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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知道更多名詞解釋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glossaryquery.php

(此為初版，請大家踴躍反應問題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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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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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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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TEC資源等你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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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