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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安平區，在3月26日中午起，接連發生了六起規模三以上的地震。這些地震僅達
到三級的震度，然而在地震活動度很低的台南地區，引起不少民眾的擔憂和好奇。

事實上，曾文溪口的群震並不罕見。

短摘

早在1975年這個區域的群震活動就被地震學家注意到
了，當時被認為是跟一系列正斷層的活動有關。而
1991年起，在台南地區靠近陸海交界處的相近地點，
接連發生主震規模皆小於6的地震群活動。這些地震群
特性不一，有些有大量的餘震並遵循「時間越久數目
越少」的衰減原則，稱為主餘震序列，有些沒有明確
較大規模主震、很快就回到震前的平靜，稱為群震。
由於造成的災害很小，並且地理位置上與鄰近的活動
斷層沒有明確空間關聯性，讓科學家對這些地震群的
形成原因、和後續可能發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充滿好
奇。
本次地震報導，跟大家簡短說明這個地震群發生的特
性如何？他們和歷史地震的關係如何？而可能的孕震
構造是什麼？



中央氣象局速報 (Fast report from CWB)

2020/3/26 中午12:48分起，陸續發生6起芮氏規模(ML ) 3.0-3.6的地震，震央位置為台
南市安平區。規模最大的事件發生在14:41分(規模ML 3.6)，位於北緯23.00，東經
120.10，最大震度僅達3級，地震深度為15.4公里，屬於淺層地震。

圖出自 http://www.cwb.gov.tw



地震群的時間空間分佈
第一個地震發生在12:48分(規模ML 3.6)， 16小時內，共有38起規模大於2的地震。
地震群的震央分佈，包含台南市安平區和部分外海。
其時間分佈則顯現前8個小時較為密集、其後數量逐漸減少的趨勢。
初步定位結果，在空間上未顯現特定方向的遷徙。

圖出自 http://www.cwb.gov.tw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初步定位資料

空間分佈
時間分佈

圖出自師大地科 陳柏宏&吳郁柔

顏色對應到右圖的不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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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群地震因為規模太小，沒有
夠多測站的波形資訊提供可信賴的
斷層面解。

同區域較大的歷史地震(1990-2019)，
表現了以正斷層為主，亦有走滑構
造，呈現西北-東南向的拉張（左
圖）。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beachball/
(線上震源機制解：輸入斷層參數，自己畫畫看! ) 

1990-2019 M ≥ 4 震源機制

圖出自中正地環温怡瑛博士

本次地震群
(星號M≥3.0)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beachball/


最近一次顯著地震

在本次地震群的震央區，2017/02/11曾發生芮氏規模(ML ) 5.6的地震。震央位
置接近臺南市政府西南方 12.2 公里，當時在台南市震度達6級。震源機制解為
正斷層錯動為主，並帶有滑移分量。

圖片出自 2017/2/11的TEC地震即時報導：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upload/news/EQfile/2017-02-11ML5.6.pdf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upload/news/EQfile/2017-02-11ML5.6.pdf


背景地震活動

台南近海區域地震活動度非常低，每年僅約20
起規模大於3的地震 (而臺灣每年平均約發生
965次有感地震)。
群震的發生，在這裡並不罕見。
在1973-1983年間的歷史地震分佈，就已經表
現此區有地震群的活動。

圖出自成大測量 景國恩 博士

Ａ Ｂ 1973-1983 M ≥ 4 地震活動

圖出自Tsai (1986)



背景地震活動

1990-2019/4 M ≥ 2 事件空間分佈

曾文溪口附近，規模大於5.5的地震群包含了(1) 1991年3月12日佳里地震群，其主震規模 5.7，伴
隨著十日內超過百次的餘震 (辛等人, 1994) (2) 2001被定義成群震（無明顯主震、統計上不遵循餘
震衰減原則）的M5.5地震序列和 (3) 2017規模5.6的主餘震序列。這些地震群的空間皆相隔 10-15 
km。

https://www.cwb.gov.tw/V7/knowledge/planning/seismological.htm)
中央氣象局地震專欄：

數量隨時間分佈

時間分佈

2001年群震 M5.5

本次群震 M3.6

2001年群震

2017主震 M5.6

2017年主餘震

2001 M5.5

2017 M5.6

圖出自師大地科 彭葦 博士

1991佳里主震M5.7

1991M5.7

1991主餘震

https://www.cwb.gov.tw/V7/knowledge/planning/seismological.htm


地體構造背景

過去在台南高雄地區的大型地震皆發生
於平移斷層。如1946年規模6.9的新化
地震，發生於東北東走向的新化平移斷
層（紅色箭頭指出的線段），長度三十
餘公里，截穿小岡山斷層北段並延伸進
海岸平原區。
本次地震群發生在台南濱海，地體構造
的位置在造山變形帶的最前緣，仍保有
大陸塊邊緣張裂斷層系統的行為樣態，
在過去的記錄中，地震發生的頻率沒有
台灣島上主要活動斷層高，斷層行為也
以正斷層和走滑斷層為主。

本次
地震群

台灣活動構造與重大歷史地震圖

圖出自中央地科 林殿順 博士

文出自 台大地質 陳于高博士
& 中研院地球所李建成博士

新化斷層

後甲里斷層



鄰近的孕震構造

最靠近震央位置，符合地震群走向的已知斷層之位態，是曾經造成1946年規
模6.9新化地震的新化斷層。然而它為右移斷層、長度很短、只分布在近麓山
帶的平原區，依照斷層和地震群的空間對比，可能難以解釋在靠近曾文溪三角
洲與近海處的地震群。

本圖出自：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134307&mp=105&ctNode=1233

圖出自中正地環 温怡瑛博士

文出自中央大學地科所 林殿順博士

本次地震群
（星號：規模大於3)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134307&mp=105&ctNode=1233


Lin and Watts, 2002

有研究指出(Lin & Watts, 2002)，西南外
海的前陸沉積盆地應是歐亞板塊的大陸邊
緣承受造山帶物質(就是臺灣本身)的加載而
產生撓曲所形成。這種隱沒板塊的彎曲
(slab bending)現象會在彎曲的附近造成張
裂作用而引發正斷層型態的錯動。

可能的孕震構造



可能的孕震構造

本次地震群
中心位置

台南盆地北側，有一條向南傾斜的義竹斷
層，如下圖AA’震測剖面顯示，其上盤具
多條北傾的反向斷層。這些反向斷層呈東西
走向、斷層長度較短、斷層往下可能終止於
義竹斷層面上。

這些反向斷層大都切過海床下的淺層地層，
甚至有些可切穿海床，在海床形成斷層崖，
這些反向斷層的活動斷層帶位於本次地震群
的震央附近，可能的相關性有待後續研究。

義竹斷層

圖出自Lin & Watts (2002)

圖文出自中央大學地科所 林殿順博士

圖出自Lin & Watts (2002)



地震危害潛勢

台灣地震模型計畫於2015年底發表的地震危害潛
勢圖，表現了未來30年內，台灣各區地表震動達
到六級以上的發生機率。

除了大台北地區、桃園、雲彰沿海與高雄沿海地
區的震度相對較低外，台南、屏東恆春、與花東
縱谷一帶，都可能在475年內發生一次震度高達7
以上的「劇震」。

而本次地震群的震央區域以東，未來發生震度六
以上的機率大於50%。台南地區在1946年M6.9
的強震之後，背景地震活動率很低，僅以小地震
釋放能量，除了2016年美濃地震觸發台南下方斷
層的活動之外，尚未發生與前一次同等規模的大
地震，這提醒我們務必居安思危，做好防範下一
個大規模地震的準備。

本次地震群
中心位置

圖出自台灣地震模型(TEM)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TEM/index.php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TE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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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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