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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摘
4月18日晚間10時11分，芮氏規模分別為5.8及6.2的兩個地震相繼發生，深度在14-15公
里間，他們，發生在花蓮壽豐鄉。在去年2月中，同一個地點亦曾有一群地震密集地發
生，包含6起最大震度四級的有感地震，而當時最大規模為規模5.5。

昨夜的兩個地震，相距僅不到2公里，時間差約3分鐘，而規模差距為0.4，被稱為雙震
(doublet)。連同去年的壽豐地震群，他們坐落於縱谷及西側的中央山脈東翼下方。這個
中央山脈斷層地震帶，這十年來的地震活動度很高，值得注意。這篇即時地震報導帶
大家了解區域構造背景和歷史地震的空間分佈，並彙整了雙震的震源特性和同震位移
特徵。

(本圖由彭葦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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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速報 (Fast report from CWB)

2021/04/19 晚上10:11分起，連續發生2起芮氏規模(ML ) 5.8及6.2的地震，此地震震央位
於花蓮縣壽豐鄉，深度分別為15.0與13.9 km。

這兩個地震中間僅間隔三分鐘，規模差距很小，相距僅兩公里內，可歸類為雙震
(doublet)。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水璉測站，最大振幅發生在EW分量水璉測站，最大振幅發生在NS分量



雙主震是什麼

雙震(earthquake doublet)就是兩個大地震，規模差距僅有0.4個單位，而發
生的空間差距小於100 km，時間差距小於3年 (Lay and Kanamori, 1980; 
Schwartz and Coppersmith, 1984)。例子如下表所示。

一個大地震發生了，對應到的斷層錯動產生的應力變化，讓鄰近的高強度應
力集中帶(地栓, asperity)緊接著被觸發，這種現象，挑戰了「大地震剛發生
過，這個區域不是安全了嗎？」的假設。

因此雙震在哪裡發生？哪些條件讓它發生，成為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

(Kagan and Jackson, 1999)

(Lay and Kanamori, 1980)

索羅門群島的三對雙震



雙震的經典範例：薩摩亞地震

2009/9/28 年發生在薩摩亞的地震，由一
個規模8的正斷層事件開始，緊接著另一個
規模7.9的逆斷層事件。對應到左圖的兩個
震源機制和黃色的斷層面。
這麼鄰近的區域兩個大規模的地震，後來被
發現，是分屬於海溝外側隆起（右圖紅線）
和隱沒界面上（右圖藍線）的兩個不同型態
錯動。

海溝外側隆起

隱沒界面

(Beavan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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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源機制解

此次的兩個地震，相距兩公里內，其震源機制亦非常的雷同，皆為東北-西
南走向、向東南或西北傾的逆斷層。而壓縮軸(P軸)也與菲律賓海板塊向西
北擠壓的方向大致吻合。

規模5.8 地震 (CWB CMT)

規模6.2 地震 (CWB CMT)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GPS同震位移場

震央附近的GPS點位，反映的同震變形，最大為
2.1 cm，方向為西南 (參考點為金門)。

依據震源機制解推估之理論地表同震位移場，
向東或向西傾的斷層面，均能在震央東南側的
位置產生向西南方之水平位移場。

水平位移場垂直位移場

(圖出自景國恩老師)

觀測

理論



近幾年花蓮的重大地震有哪些？

• 2021/4/18 ML6.2壽豐地震
(深度13 km)

• 2020/2/15 ML5.5 壽豐地震
(深度10 km)

• 2019/4/18 ML6.1 秀林地震
(深度19 km)

• 2018/2/6 ML 6.3花蓮地震
(深度10 km)

• 2014/5/21 ML5.9鳳林地震
(深度18 km)

• 2013/10/31 ML6.3瑞穗地震
(深度16 km)

十年內的重大地震，皆位於縱谷和中央
山脈的交界處附近，並具有相似的震源
機制解，除了外海的2018/2/6花蓮地震
外。

20200215 ML5.5

20210418 ML6.2

(每個地震序列僅顯示最大規模事件之震源機制解)



2013/10/31 

ML6.3

瑞穗地震
(深度16 km) 

歷史地震震度分布圖比較

2018/2/6 

ML 6.3

花蓮地震
(深度10 km)

2019/4/18 

ML6.1

秀林地震
(深度19 km)

2014/5/21 

ML5.9

鳳林地震
(深度18 km)

2020/2/15 

ML5.5

壽豐地震
(深度10 km)

2021/4/18 

ML5.8

壽豐地震
(深度15 km)

資料來源：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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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構造背景：縱谷斷層

菲律賓海板塊朝西北向移動與歐亞大陸發
生碰撞，在板塊邊界形成縱谷斷層地震帶
與中央山脈斷層地震帶，產生逆斷層型態
地震的孕震構造。

從古地震及 GPS 資料，陳文山等人(2008)
將長達 150 公里的縱谷斷層劃分為四個斷
層區段，由北而南為：
嶺頂、瑞穗、池上和利吉斷層。

嶺頂斷層為左向的走向滑移斷層，瑞穗斷
層、池上斷層與利吉斷層則屬於朝西北西
向的逆衝斷層。

（a）海岸山脈地質圖。（b）縱谷斷層分為四個區段，嶺頂斷層、
瑞穗斷層、 池上斷層與利吉斷層，以及其他斷層位置圖。



區域構造背景：中央山脈斷層

10’
11’

中央山脈斷層在縱谷斷層的北段，可能並未延
伸到地表 (圖文出自陳文山等人, 2018)。

10
11

中央山脈斷層系統，為向西傾斜、朝東逆衝
的地震帶，依地質特性可分為五段，由北至
南為和平段（又稱和平斷層）、鳳林段、玉
里段、初鹿段（三者合稱中央山脈斷層）與
檳榔段（又稱檳榔斷層）。



歷史主餘震序列分布圖

海岸山脈

中央山脈

2018 花蓮地震
2013 瑞穗地震

2014 鳳林地震
2019 秀林地震 2020 壽豐地震

除了2018花蓮地震的大量餘震(灰色)之外，其他四個主餘震序列皆位於縱谷或中央山脈下方，
位在7-25 km深，顯示這幾群地震活動可能和中央山脈斷層的活動有關。

(主震後一個月內的餘震分佈)

(本圖由彭葦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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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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T(CWB)

編號26號地震的
Auto BATS CMT

<25>

<26>

震源機制解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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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