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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摘
深度小於30 km的極淺層地震，過去在宜蘭、花蓮外海常造成恐慌與災損，傷
亡之最，為2002年3月31日規模6.8的地震（331地震）。當時正在興建中的
101大樓，起重機吊臂由56樓掉落，造成5人死亡; 除此之外，並有一棟大樓倒
塌、數百棟建築物受損。提醒我們這種地震類型（外海、極淺）仍能對北台灣
造成巨大的影響。

8月5日清晨5時50分，一個規模6.1的宜
蘭外海地震，深度僅17公里。所幸，本
次地震發生在更外海，僅造成宜蘭縣市
高達四級的搖晃，而在花蓮、台北、基
隆、新竹、桃園、雲林和台中市則有三
級的震度。事實上2002年5月、2016年
5月、2019年8月在宜蘭外海皆有大規模
的極淺層地震發生，他們和本次地震的
空間關係為何？本篇即時報導，帶大家
初探本次地震的震源特性和區域的構造
背景，以及背景地震活動的特徵。

本次地震

三個月前活躍的地震群



中央氣象局地震報告(Report from CWB)

http://www.cwb.gov.tw

2021/08/05地震發生於05:50分，芮氏規模(ML) 6.1，震央於宜蘭外海，北緯24.80，東
經121.45，台灣本島各地最大震度達4級，地震深度為16.7公里，屬於極淺層地震。



中央氣象局地震報告(Report from CWB)

http://www.cwb.gov.tw

05:56分，再發生一個芮氏規模(ML) 5.2的地震，震央於宜蘭外海，北緯24.73，東經
121.2，台灣本島各地最大震度達3級，地震深度為16.2公里，亦屬於極淺層地震。



高密度的P-Alert即時震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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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5 05:56 ML 5.22021/8/5 05:50 ML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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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源機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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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ecws1.earth.sinica.edu.tw/AutoBATS

CMT (IES)
P

T

USGS(IES) (IES) (IES)

資料來源 深度 規模

CWB 16.7 km ML=6.1

RMT 8.0 km Mw=5.68

W-Phase 17.5 km Mww=5.85

Auto BATS 10 km Mw=5.728

USGS 10.0 km Mww=5.8

本地震之震源深度在10-17.5公里之間，地震矩規模
(Mw)為 5.7-5.9。此地震的震源機制屬於正斷層形
式略帶走向滑移，可能的斷層面為東西走向，朝北
或朝南傾約37-45度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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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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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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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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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5/16 ML6.2 (depth: 11.63 km)

2016/05/12 ML6.10 (depth: 8.86 km)
即時報導請見：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uploa
d/news/EQfile/2016-05-12M5.8.pdf

2019/08/08 ML 6.24 (depth: 24.15 km)
即時報導請見：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uploa
d/news/EQfile/2019-08-08_M6.0.pdf

2016 M6.1

2019 M6.2

2002 M6.2

歷史地震：規模6以上之極淺層地震
規模6以上的極淺層地震(<30 km)，在南沖繩海槽並不常見。過去僅有3個事
件發生皆發生在相對近陸之處，如圖中的黃、藍、橘星號。而2016年和2019
年的TEC地震報導，請參見下方連結。

圖出自彭葦博士

(1990至今之背景地震活動圖，星號為規模6以上）



高密度的P-Alert震度分佈圖比較
在宜蘭外海，十年內規模大於6的地震規模相仿，然震源機制與震央位置不同，
對應到的震度分佈亦不同。本次地震發生在更外海處，對台灣的影響較小。

2021/8/5 ML 6.1 2019/8/8 ML 6.2 2016/5/12 ML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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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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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央附近之背景地震活動
本區域過去歷史地震的空間、時間分佈如下兩圖所示。自1990年以來所有深度的地
震活動率每年約300個(規模大於2.7)，這個穩定發生率在2021年五月急遽上升，主要
原因是5/24-6/4期間內有1040的地震密集地發生(M2.7-4.6) ，如左圖中的紅點，可
能對應著下方的火成活動。 2021/5 地震群

本次地震

五月的群震

圖出自彭葦博士
（星號為1990年以來規模大於等於6的地震，事件列請見附錄）



震央附近之背景地震活動

事實上，此區域下方，分成兩個地震帶，一個是在隱沒板塊(菲律賓海板塊)與上覆板
塊(歐亞板塊)之間交界面上的地震帶(A區)，一個是地殼尺度的地震之活躍區(B區) ，多
為正斷層(集中於沖繩弧後盆地區域) 。

南北

A

B

本次地震



極淺層地震活動

若只考慮極淺層地震(深度<30 km)，自1990年以來，規模大於2.7的地震發生率則為
每年約200個事件。2021年五月底至六月的密集地震群都發生在極淺層，而本次地震
與五月底地震群的觸發關係，仍待釐清。

2021/5 地震群（星號為1990年以來規模大於等於6的地震）

圖出自彭葦博士



沖繩海槽地區的地體構造

張裂方向

沖繩海槽由台灣的東北方一直延伸到
日本的九州。為「正處於擴張活動」
的弧後盆地(下圖箭頭處)。

宜蘭外海在地體構造上是沖繩海槽西端，地質構造與地震活動深受琉球隱沒系統弧後張
裂-沖繩海槽地塹的南北向伸張變形所影響，而「弧後張裂」也造成了許多火成活動，
例如岩漿侵入、火山逸氣、噴發等。

主震

圖出自林殿順博士

(OT)

鄧屬予 (2002)



沖繩海槽地區的地體構造
正斷層地震發生頻繁並集中於沖繩弧後盆地區域，常為近東西走向的構造為主。在這
個弧後區域，熱液活動造成的低頻火山地震 (灰色圓圈)，和磁力異常(對應到火成岩
體)在空間上有高度相關性(Lin et al., 2019)。
而三個月前的群震活動(右圖紅點)，亦與低頻火山地震有相似分佈範圍，可能說明該
群地震活動和下方的火成活動有關。然而，孕震過程與火成活動的明確關係，尚待科
學家後續分析。

Lin et al. (2019) 圖出自彭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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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90年以來規模大於6的地震事件一覽 (位置請見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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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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