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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東山區 極淺地震群
23:03:13 (台灣時間)



短摘
2020年10月17日傍晚8時起，台南市東山區3個規模4.2-5.2的地震，在3個小時
內接連發生。在約莫兩個月前，台南六甲區亦有類似形態的地震群，在3小時內
密集發生，規模為4.2-4.7。

這兩個不同時期的地震群，僅相距約1公里，無疑的為六都中地震災害潛勢最高
的台南，再敲了一記警鐘。

本次地震報導除了彙整本次地震群的地動和震源特性，也統整了震源區的災害
性歷史地震，和1900年至今的地震活動演化趨勢。雖然對應的孕震斷層仍待釐
清，然此區過去不乏規模大於6的地震，提醒民眾更需嚴加防範，做好應變準備。

本圖出自楊志成等⼈(2005)



中央氣象局速報 (Fast report from CWB)
2020/10/17 上午05:06 分起，陸續發生5起芮氏規模(ML ) 3.5-5.2的地震，震央位置為
台南市東山區及屏東縣里港鄉。規模大於4.0以上的分別是編號60, 61, 62, 63 四個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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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www.cwb.gov.tw



中央氣象局速報 (Fast report from CWB)

2020/10/17規模最大的地震發生於23:03分，芮氏規模(ML) 5.2，震央位置接近台南市東
山區，北緯23.29，東經120.38，台灣本島各地最大震度達4級，地震深度為11.2公里，
屬於極淺地震。

圖片來源 http://www.cwb.gov.tw



高密度的P-Alert即時震度分布圖

圖片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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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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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看不同測站的波形嗎？

* 請先找到此地震：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
上方「線上展示」à「最新地震震度分佈」或
「地震活動彙整」

* 選取地震測站後，按入線上波形圖。

* 看看動態圖: 找到這個地震後，按地圖下方
「動畫展示」
https://palert.earth.sinica.edu.tw/palert_media/gif/2
020/20201017150313_1.gif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
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
https://palert.earth.sinica.edu.tw/palert_media/gif/2020/20201017150313_1.gif


斷層面解

斷層型態

震源機制解

圖出自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

不同方法的震源參數解算，顯示本地震之震源深度在11-26 公里之間，地震矩規模(Mw)
為 4.7-5.2間。可能的斷層面為北北東-南南西走向，朝東傾約40度或朝西傾約50度的面。

這個地震的震源特性是什麼？
地震學家用「斷層面解」（震源機制解）來描述地震斷層面的走向、傾角和滑移角。

資料來源 深度 規模

CWB 11.2 km ML=5.2

RMT 26 km Mw=4.9
Auto BATS 12.3 km Mw=4.7



震源機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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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頁的震源參數，是利用波形
逆推求得，以反應整體平均的
震源破裂型態。觀測和理論的
位移波形(下方實線和虛線)得
到的平均誤差為0.26，代表觀
測 與理論波形擬合度高。

CM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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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出自 http://rmt.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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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事件之速報資訊一覽

圖片來源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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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地震之震源參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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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編號

地震編號

地震編號

地震編號

編號60號地震的震源機制解表現了
更多走向滑移分量，與以逆衝分量
為主的61-63地震群不同。

圖出自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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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事件之最大地動加速度&速度比較

圖片來源 http://www.cwb.gov.tw



M4.0

M5.2
M4.7

M4.2

M3.4

東山區密集發生的3起芮氏規模(ML ) 4.2-5.2的地震，深度皆在11-13 km間。
這群地震，和兩個月前在六甲區發生的地震群非常靠近（橘色，報導請參照：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upload/news/EQfile/2020-08-19ML4.7.pdf）。

M4.5

M4.2
M4.7M3.8 8/19

10/17

8/19與10/17 地震群之相對位置



震央附近之背景地震活動 –I 

單日內發生多起規模4地震的現象(群震)，
前一次就發生近兩個月前。當時震央落在
可能的六甲斷層線（紅色虛線）之東側。
本次的群震，則發生在六甲斷層線的西側。

兩個時期的群震都發生在11-13公里深處，
由於中小規模地震的位置並不一定能一一
對應到現有的斷層模型，兩群地震是否對
應到同一個孕震構造仍待未來研究釐清。
然而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皆位於西部褶皺
逆衝帶之斷層系統，近基底滑脫面的位置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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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出自陳⽂⼭等⼈(2004)



震央附近之背景地震活動 - II

前次地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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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範圍

本次地震群

1990/1/1~2015/12/31 規模大於四的地震分佈圖。

當天規模大於4的數量

圖中不同顏色標記不同時期的地震群。除了本次
地震群（綠），在2001年以前，約每1-4年就會
有單日多起中規模地震的出現，尤其在集集地震
後一年為數更多。然而，自2000年12月後，這樣
單天多起的地震群靜止將近20年，直至8/19日。



震央附近之背景地震活動 - III

M2

M4

六甲斷層極近區域(左圖的白框)的地震活動特性，如右圖所示。1990年至2019/4的最
大規模地震為5.2，分別發生在1995, 2010, 及2020(昨日)。

M5

M3

地震發生率（斜率）在兩個規模5的地
震發生前，有顯著的變化(如黑色箭頭
指示)，未來需補足2019/4至今的地震
目錄以做長期的地震活動監測。

M=5.2

Data gap 



震央附近之背景地震活動 -IV

深度剖面本圖顯示過去10年內規
模大於3的背景地震活動資料，
將背景地震沿著東西向剖面投影，
投影寬度40公里。

M5.2

M5.2

此區地震活動集中於深度5-15
km間，向南方(A’處）更深。

A A’

B B’

A

A’

B
B’

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



震央附近之構造背景

8/19 M4.7

本次震央位於東山區， 8/19的六甲地
震群和本次地震群，空間位置上鄰近西
部麓山帶最西緣的逆衝斷層系統。

事實上這是西部麓山帶一系列覆瓦狀逆
衝斷層與褶皺構成的「褶皺逆衝斷層帶」
的其中一段。這個褶皺逆衝帶在更深處，
可能存在一基底滑脫面 (detachment)，
使斷層系統向西逆衝而上。前頁的地震
活動多數落在基底滑脫面上。

圖出自陳⽂⼭等⼈(2004)

10/17 M5.2



• 斷層幾何：六甲斷層為一逆衝盲斷層，長約21公里，傾角約為30度。

• 滑移速率：由鑽井、定年和野外露頭結果發現，長期的滑移速率在水平方向為11.0-
12.8 mm/yr，而垂直方向則為5.5-6.3 mm/yr。

• 活動性：槽溝資料顯示約30萬年前斷層開始活動，而淺部地層截切全新世的地層，暫
列為第一類活動斷層（最近一萬年曾活動過者）。

• 本地震的傾角約為40度，其和較低傾角的基底滑脫面或和其他活動構造(例如六甲斷
層)還需依賴後續的餘震定位和震源機制分析，以及更多地質證據方得以解答。

鄰近震央之六甲斷層的特性

圖⽂出自楊志成等⼈(2005)



本區歷史地震列表

1800 1850 1900 1950 2000 2050

1862

1862 台南大地震 M6.6
1904 嘉義 M6.1 

1906 梅山大地震 M7.1
1906 鹽水港 M5.3 M6.6
1923 臺南烏山頭附近 M5.9
1927 臺南新營附近M6.5
1930 臺南新營附近 M6.1 M6.5

1946 新化地震 M6.1
1993 大埔地震 M5.7
1999 嘉義地震 M6.4

1930
19641904

死亡>1700，>8735房屋全毀

死亡1258人，6769房屋全毀
死亡16人，1857房屋全毀
死亡1人
死亡11人，214房屋全毀
死亡4人，170房屋全毀
死亡74人，1954房屋全毀

死亡7人

1906
1923 1927

1993 1999

時間 地點 規模 災損

⽂字資料參考：中央氣象局公告之1901-2000的災害性地震列表

震央非常靠近本次地震群的，是1930的歷史地震（紅星）。
當時兩起規模6的地震僅相隔兩週，造成地裂和噴砂，前後
共造成214房屋倒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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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源區的高地震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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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兩次地震群與六甲斷層的關係尚待
釐清，然而，將此區歷史震源、地動
資料與斷層參數綜合評估，估計的斷
層破裂機率如下圖。

在未來50年發生
破裂的機率，木
屐寮-六甲斷層被
評估為39%。

這個數字全台灣
排名第二，比花
東縱谷的35%更
高！

位處高災害潛勢的我
們，務須做好防範下
一個大規模地震的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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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楊志成、顏一勤、宋時驊、黃能偉、陳勇全、陳文山、陳于高、吳樂群、張徽
正、侯進雄、林啟文（2005)，六甲斷層近萬年來滑移速率之探討。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特刊，第16 號。

• 陳文山、楊志成、楊小青、吳樂群、林啟文、張徽正、石瑞銓、林偉雄、李元
希、石同生、盧詩丁(2004)，從構造地形探討嘉南地區活動構造其構造分區。

• 鄭世楠(2014)，塵封的裂痕歷史地震第二講：1862年台南地震，台灣地震科學
中心-歷史地震典藏及推廣。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upload/news/HistoryEQ/1862Tainan.pdf

• 六甲斷層簡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134303&ctNode=12
33&mp=6

參考文獻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upload/news/HistoryEQ/1862Tainan.pdf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134303&ctNode=1233&mp=6


² 我想要知道更多名詞解釋

² 我想要自己做地震速報

² 我想要了解地震附近的構造背景

² TEC即時地震教材彙整

²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TEC) 主頁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competitionV3/

更多的TEC資源等你來用

自由註冊帳號，開通後，可以分析地震
波，求得到這個地震的位置、規模、震
度和斷層面解。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glossaryquery.php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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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你想要查的單字（中、英皆可），
會有對應的解釋，此為初版，請大家踴
躍反應問題和建議。

台灣的每個顯著地震，在這裡你都可以
找到對應的構造背景和相關地震資訊！

歷史地震有沒有相關報導可以看呢？請
進來，在列表中尋找你要的地震。https://tec.earth.sinica.edu.tw/specialEQ_list.php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在做什麼？我們是誰？
有什麼活動可以參加？想知道的請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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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glossaryquery.php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fbclid=IwAR3aUZOJgI6-5qao222zQnXkLJiGlzO4NCTMbQ85RNEDpWZZx-RQtCiDsRA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new/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specialEQ_list.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