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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摘

2021年3月4日在紐西蘭北島東方外海地區，六小時內發生了一系列規模大於7的
地震。這三個地震，對應到兩個不同的孕震構造：較早的7.3地震源自於隱沒板塊
側的走滑斷層系統，另外兩個規模7.4和8.1的地震則發生於克馬得-東加隱沒帶交
界面上（Kermadec-Tonga subduction zone），為典型的隱沒帶交界面型地震。

第三個發生的地震規模最大，Mw 8.1，稱之主震，其發生於板塊聚合邊界介面之
上，在深部的錯動量可達6公尺。紐西蘭沿海多處有海嘯，波高有限僅達0.5 公尺，
而主震發生的位置離北島甚遠，並未釀成重大地震及海嘯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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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站所記錄到的波形

出自Anthony Lomax (@ALomaxNet)推特圖片

右圖出自https://www.geonet.org.nz/news/2SEHsNpMPFY7LyLkduIPNJ



M 7.3  13:27:36 (UTC) 深度21 km M 7.4  17:41:25 (UTC)深度56 km M 8.1  19:28:31 (UTC)深度19 km 

震源特性
2021年3月4日首先發生的Mw7.3的地震，位處紐西蘭北島的東岸外海，震源機制
以走向滑移為主。四個多小時後的Mw7.4地震，則發生在離陸地更遠的外海，為逆
斷層機制。接著發生的Mw8.1地震，在此系列內為規模最大者，稱主震，空間和
前一個Mw7.4地震相近，亦為逆斷層機制。

圖片出自USGS 網頁. https://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map/



震源區構造背景
紐西蘭南北兩島介於澳洲板塊與太平洋板塊交界處。

圖片出自NIWA，National Institute of Water and Atmospheric Research Ltd

北島東及東北側受控於太平洋板塊
向西隱沒至澳洲板塊下的希庫朗伊
(Hikurangi)隱沒帶系統與克馬得--
東加(Kermadec-Tonga)隱沒帶系
統。

往南，希庫朗伊隱沒帶系統則逐漸
轉變為以水平方向的斷層位移為主
之轉型板塊邊界(Transform plate-
boundary)，並形成南島西北側的
南阿爾卑斯斷層系統(Alpine Fault)。

澳洲板塊

太平洋板塊

北島

南島



震源區構造背景

(Shi et al., 2019)

澳洲與太平洋板塊在此區域的相互移動速
度從南往北由3-4 公分/年漸增到7-8公分/
年，造成極為活躍的地震活動。

沿著板塊邊界，由北至南對應著不同的構
造單元：

Tonga Trench

Kermadec Trench – 本次Mw7.4, M8.1事件

Hikurangi-本次Mw7.2事件

Alpine fault

Puysegur Trench



2021年地震序列
1. M7.3地震：震央接近希庫朗伊(Hikurangi)隱沒海溝位置，造成幾十公分的海嘯。

2. M7.4前震：震央位北方900公里外的克馬得-東加(Kermadec-Tonga)隱沒帶，同震變
形最大約3公尺。

3. M8.1主震：震央於前一個地震相近，同震變形達6-10公尺，造成海嘯達50公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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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震分佈(Mw 7.3地震)
根據餘震分佈與地震機制解算
結果，此一地震可能發生於太
平洋板塊上的一條東西走向轉
型斷層之上。

由於轉型斷層地震發生時較不
會造成明顯的海底地形變動，
此類型地震較不容易引發地震
後大規模的海嘯事件。

第一個地震與之後約8小時內的餘震分佈

(資料來源：美國地調所)



餘震分佈 (Mw 7.4前震)
在靠近紐西蘭北島的Ｍw 7.3地
震發生約4小時後，距離北島
較遠的克馬得--東加
(Kermadec-Tonga)隱沒帶亦
發生了Mw 7.4地震。

此一地震震源位置與地震機制
解算結果顯示該地震應發生於
隱沒帶介面較深處（約 45公里
深），且餘震有向淺部發生的
趨勢。

此Mw7.4後～Mw 8.1主震中間的地震分佈

(資料來源：美國地調所)



Mw 8.1地震 (主震)
在Mw 7.4地震發生後不到兩小時
之內，更淺部的板塊交界面產生
破裂，此為Mw 8.1的主震。

根據餘震分佈與地震破裂解算顯
示，主震可能肇因於長約160公里
左右的隱沒帶破裂。且最大滑移
量在深部可能達到6-10公尺。

第一個7.3地震發生後，
至M8.1地震數小時內餘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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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震變形模型

Mw7.4
Mw8.1

出自Jascha Polet 推特圖片



地震伴隨的海嘯現象

本次地震所產生的海嘯由於
震央位於太平洋南側，紐西
蘭以北外海地區，且地震震
源較深，因此並未造成明顯
海嘯災害。

根據初步的海嘯模擬結果，
主要的海嘯波將朝向南美大
陸的最南側前進，且外海波
高大多都會小於0.3公尺。



地震伴隨的海嘯現象

在紐西蘭與澳洲東側的島嶼沿
岸已可以觀測到本次地震所產
生的海嘯。

位於北島以北，澳洲以東的諾
福克島觀測到約0.5公尺左右的
多次海嘯，受到海底、沿岸地
形以及波浪傳遞方式的影響，
持續時間達一小時以上。

出自Jascha Polet 推特圖片



地震伴隨的海嘯現象

雖然紐西蘭北島位於主震隱
的南方，但仍可觀測到明顯
的海嘯抵達北島北側沿岸。

右圖為社群網站上海嘯抵達
北島時的照片。

出自Luke Chandler 推特圖片



紐西蘭的地震災害

雖然本次地震序列的震央與震源位於
紐西蘭東北外海地區，對紐西蘭本島
尚未造成明顯的損害，但主震位處的
的板塊邊界系統，向南延伸並橫跨至
南島; 長期的孕震潛勢，除了集中在北
島的沿岸之外，在位於兩島間複雜的
板塊邊界轉換帶 - 複雜的活動斷層系統，
亦為高孕震潛勢區(圖中紅色區塊)。

同一個隱沒邊界上地震有沒有連動性？
如何影響地震潛勢評估？都是後續需
要深入了解的。

(Stirling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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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知道更多名詞解釋

 我想要自己做地震速報

 我想要了解地震附近的構造背景

 TEC即時地震教材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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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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