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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30  Mw 7.0

希臘 愛琴海地震
11:51:25 (UTC時間)

14:51:25 (當地時間）



短摘
2020年10月30日，一個規模7地震襲擊愛琴海，震央位置就在希臘所屬、位於
土耳其沿海的一座大島- 薩摩斯- 的外海。這個主震造成數十間房屋倒塌，至
少14人死亡，超過400人受傷。3個多小時後，又發生規模5.2的地震。

顯著的斷層錯動，在海底下發生，由於極近薩摩斯島，引發了高達1.8公尺的
小區域海嘯，當時，在地居民僅有數分鐘的時間應變。所幸海嘯造成的傷亡幾
乎為零。

地震在這裡發生，是罕見的嗎？介於土耳其和希臘間的愛琴海，它的構造背景
為何？本篇地震報導，帶大家了解這個地震的震源特徵、背景地震活動和區域
構造特性。

圖出自：土耳其災害與應變管理署（AFAD）

愛琴海 主震

圖片出處： https://www.dreamstime.com/aegean-sea-plate-presented-relief-tectonic-extruded-against-globe-topographic-map-d-
rendering-image188204429



地震資訊

資訊出自：https://www.emsc-
csem.org/Earthquake/earthquake.php?id=915787

2020/10/30 當地時間 14:51:24 ，在希臘和土耳其間的愛琴海
海域，發生了規模7的地震，深度為21公里。

資訊出自：
https://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eventpag

e/us7000c7y0/executive

(美國地調所發佈的地震資訊)

(歐洲與地中海地震中心發布的地震資訊)



災害照片

圖出自：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turkey-quake-int/strong-earthquake-kills-14-people-in-
turkey-and-greek-islands-idUSKBN27F1QO

地震發生當時，整棟大樓倒塌的景象。
據報有四棟建築物全倒。



災害照片
地震後，海水倒灌在薩摩斯島及沿岸都市Izmir 接連發生。

圖出自：https://news.cgtn.com/news/2020-10-30/M7-0-earthquake-strikes-Greek-
island-of-Samos-V10nfDuwWk/index.html



震度分佈

薩摩斯島

震央

離震央近的第三大都市Izmir具有較高震度，在低窪地區亦有淹水的報導。

圖出自：土耳其災害與應變管理署（AFAD）



市民回報震度
• 歐洲與地中海地震中心

(EMSC)彙整3186名鄰近
區域區民回報的震度資訊，
亦表現最大的搖晃集中在
東南沿岸都市Izmir，該地
據報有超過20棟房屋倒塌。

圖出自：https://www.emsc-csem.org/Earthquake/263/M7-0-DODECANESE-ISLANDS-GREECE-on-October-30th-2020-at-11-51-UTC#details



震源機制解
• 本次地震發生在希臘所屬

但位在土耳其沿海的薩摩
斯島(Samos island)。

• 不同機構表現一致的震源
機制解：東西走向的正斷
層，可能斷層面為向北29
度傾沒或是向南61度傾沒

圖出自：
https://earthquake.usgs.gov/earthqu
akes/eventpage/us7000c7y0/momen
t-tensor

薩摩斯島



主震滑移量分佈

圖出自：https://twitter.com/rokuwaki/status/1322331996366974976/photo

利用震央區鄰近地震測站之觀測波形進行擬合，Ryo Okuwaki 得到的同震滑移模型如
下。不管向北或向南傾，皆得出最大的滑移為1.6-1.7 m，發生在靠近地表處。

(向北傾) (向南傾)

地表地表



餘震分佈
• 十個小時之內，即累積至少50個餘震，半數以上皆有感，並包

含兩個規模5以上的地震。
• 餘震的分佈，近似東西向，與主震震源機制解的走向一致。

主震

圖出自：https://www.emsc-csem.org/Earthquake/263/M7-0-DODECANESE-
ISLANDS-GREECE-on-October-30th-2020-at-11-51-UTC#aftershocks



同震變形
• 利用合成孔徑雷達差分干涉技術(DInSAR)可以得出地表位移的干涉環，干涉

環越密集表示地表位移量的變化越大，通常也越靠近發震的斷層。圖中干涉環
最密集處為薩摩斯島(Samos)的北端（箭頭所指處），且只顯示局部的干涉環，
暗示主要的同震位移的地方在海底靠近震央處，也與發生小規模海嘯的紀錄吻
合。

製
圖
：
台
大
地
理
系
劉
婉
姿



同震變形
• 續上頁，InSAR資料經由相位回復處理後，沿衛星觀測

方向得到的變形量。位移場變化最大的位置由箭頭指出。

圖片出自：https://twitter.com/timwright_leeds/status/1322451777208438784/photo/1



• 在薩摩斯島上兩個潮位的紀錄(標示為K及B的三角形)，得到最最高1.87m
的海嘯。而在數百公里遠之外的H站，也有0.4 m的高度。

潮位紀錄

圖出自：https://twitter.com/patton_cascadia/status/1322409068040912896/photo/1



歷史地震
• 震央50公里的範圍內，1899年之前曾經發生過的地震列表如下：

https://www.emidius.eu/AHEAD/event/18771013_0846_000

規
模

時間



歷史地震
• 1900年之後，重要的災害性地震仍頻繁地發生。

• 1904年發生在Samos的地震，規模Mw6.8，深度10 km，四人死亡。
• 2017年發生在愛琴海的地震，規模Mw6.6，深度7 km，兩人死亡。

• 這些極淺地震，對地表建物的衝擊大，生命財產的損失亦更大。

1904 Mw6.8

2020 Mw7.0

2017 Mw6.6



阿拉伯板塊

非洲板塊

愛琴海

歐亞板塊

黑海

安納托利亞

這個區域經歷著三大板塊的交互作用。
在南方，非洲板塊隱沒到歐亞板塊下方，造成了Hellenic Trench。
在中間，歐亞板塊的微板塊- 安納托利亞板塊(Anatolian plate)向西運動，造成一連串
東西方向的走向滑移斷層，其中最長的即為北安納托利亞斷層(NAF) 。

Taymaz et al (2015)



構造背景

歐亞板塊

阿拉伯板塊

非洲板塊

而震央位處愛琴海。在東側，阿拉伯板塊與歐亞板塊碰撞，形成一系列的山脈，
綿延穿越了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阿拉伯和歐亞板塊的相互運動(每年2.5 cm)，
使得中間被夾擠的安納托利亞板塊(Anatolian plate) 和愛琴海板塊(Aegean 
plate) 向西側擠出（下圖黑色箭頭）。

http://seismo.berkeley.edu/blog/2020/01/26/quake-in-turkey-highlights-the-hazard-in-the-east-ba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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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背景
• 1988-2005 的GPS速度場(Reilinger et al., 2006)，反映了安納托利亞和愛

琴海板塊相對於穩定的歐亞板塊之運動特性。愛琴海板塊受到南方非洲板塊
隱沒作用(0.9 cm/yr)造成的「板塊後捲」帶動(後面簡述)，以每年3.5 cm的
速率向西南運動。

，

Konstantinou et al. (2016)



背景地震活動
• 1972-2000年間可解析的震源機制解，表明了在此震源區（紅

框），絕大多數地震屬於正斷層機制。
Konstantinou et al. (2016)

https://temblor.net/earthquake-insights/magnitude-7-0-
quake-strikes-aegean-sea-12006/

這些位於隱沒帶上盤的正斷
層構造，被認為是在隱沒板
塊後捲(slab rollback)的過
程中受局部拉張作用而形成。
(文出自王昱教授)



板塊的後捲(slab rollback)

https://www.files.ethz.ch/structuralgeology/JPB/files/English/1Introtecto.pdf

• 海洋板塊向下隱沒，經年累月，其本身的重量繼續下沈，帶動板塊
彎曲的位置也隨之向後捲（rollback, 如右圖的黑色箭頭方向）和海
溝的後退(retreat, 右方的紅色箭頭）。

• 這樣的作用，會造成弧後地區受到伸張作用，這時即有正斷層產生，
此為該區的主要構造特徵。

弧後
後退

後捲



震災潛勢分佈圖
• 土耳其最具破壞力的活動斷層，為北安那托利亞斷層(NAF)。另有南方的東
安那托利亞斷層(EAF)。除了這兩條長度超過500 km的斷層系統，區域地
震危害度的高區，尚有西側愛琴海板塊所包含的正斷層系統。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rth_Anatolian_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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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出自：土耳其災害與應變管理署（A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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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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