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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摘
自2010年造成超過二十萬人傷亡的大地震之後，時隔11年，海地再度遭規模七以上的地震

襲擊。

這是在8月14日早上7時29分，在海地發生規模7.2的地震。震央位於2010年地震震央西方，對
於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影響較小，但仍對該區域的重要城市Les Cayes(萊凱)產生顯著的破壞。其
對應的發震斷層可能為 Enriquillo-Plantain Garden Fault (EPGF)，為東西向貫穿海地的活動左
移斷層系統，與2010年地震的發震斷層不盡相同。本次2021地震的震央位於2010年海地地震
後的「應力增加區」，此類大地震應力觸發的現象，在大型平移斷層系統中是很常見的。

這篇即時地震報導彙整了本地震的震源特性，回顧2010年死傷慘重的歷史地震，並了解此
區域的歷史地震活動與構造背景。

Figure from U.S. Geological Survey



海地地震

主震

海地是位於加勒比海的島國。全境位於加勒比海第二大島伊斯帕尼奧拉島(又稱
海地島）西半部，東與多明尼加共和國接壤。土地面積27,750km²。
8月14日早上7時29分，在海地發生規模7.2的地震。震央距離其首都太子港約
150公里，深度為10公里。

海地島

圖出自google map



震源機制
不同單位得到高度相似的震源
機制解，震源深度在4-12 km
間，而規模在Mw7.1-7.2間。

得到兩個可能的斷層面解，一
為東西走向、向北傾之面，一
為西北東南走向、向西南傾之
面。

依據區域的構造背景（將在後
詳述），應為東西走向的斷層
面，傾角約為50度。

https://www.emsc-csem.org/Earthquake/earthquake.php?id=1023410#



同震滑移模型
本次地震若位於一個向北傾的斷層面上，則主震發生時，斷層面上的滑移分佈如何呢？
如圖所示，最大的滑移量可超過2m，發生在震源下方。

此圖出自Prof. Diego Melgar推特圖片



歷史大地震
海地是地震活躍地區，歷史上曾多次經歷過破壞性地震。人口稠密的首都太
子港附近，過去則經歷了三次毀滅性的大地震。1751年11月21日的Ms8.0和
1770年6月3日的Mw7.5地震，皆使該區建物幾乎全數倒塌，而2010年1月12
日的Mw7.0地震，全國一萬五千所小學和一千多所中學，有半數遭地震摧毀。

(Douilly et al., 2013, B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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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背景

海地島

主震發生在加勒比海板塊和北美板塊間的轉型斷層系統，如下圖的黃和綠線標示。
這個轉型斷層系統由東西走向的Enriquillo-Plantain Garden fault (EPGF) zone 和
Septentrional fault (SF) zone組成。

EPGF由東而西貫穿海地全國，以1.9 cm/yr的速率進行左移運動，與臺灣縱谷斷層的活
動速率類似。

加勒比海板塊

北美板塊

海地
多明尼加‘

圖出自 https://www.wikiwand.com/en/Enriquillo%E2%80%93Plantain_Garden_fault_zone



背景地震活動

1960至今規模2以上的地震，
主要集中在南側的Enriquillo-
Plantain Garden fault (EPGF) 
zone 和北側的 Septentrional 
fault (SF) zone沿線。

圖出自EMSC

(https://www.emsc-
csem.org/Earthquake/earthquake.php?id=1023410#)

EPGF

SF



本次地震可能的發震斷層為 Enriquillo-Plantain Garden Fault (EPGF)，除了近年的災害地震活
動之外，該斷層與海地18世紀的災害型地震活動亦有關聯，如圖中紅框處。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的地震並非EPGF活動所導致(詳見後面對於2010地震的回顧），而是發
生於該斷層系統伴生的次要斷層之上。本次地震雖與EPGF的活動有關，但確切引發地震的斷層
仍有待調查證實。

可能的發震構造

圖出自 Calais et al. (2016)



2021 Mw 7.2

2021餘震群

2010 主震與餘震

Figure from U.S. Geological Survey

2010年1月12日，規模7.0，震源深度13公里，死亡人數近27萬人。
2021年8月14日，規模7.0，震源深度10公里，死亡人數目前據報已超過300人。

和2010年造成慘重傷亡的太子港地震相比，本次地震主震與餘震靠近海地西部，預期對
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影響較小。

太子港

震央位置: 2010 vs. 2021



2021 海地西部地震
震度分布

2010 海地太子港地震
震度分布

2021與2010兩次地震的地震震度分布模型比較，橘色區域為MMI 7級以上的震度分布，此相當
於臺灣中央氣象局地震震度五強。

與2010年造成慘重傷亡的太子港地震相比，本次地震主震主要災害區域預期為海地的中部與西
部城市，人口分佈較稀疏。目前已知Les Cayes周圍地區皆有災情傳出。

震度分佈: 2010 vs. 2021

Figure from U.S. Geological Survey (ShakeMaP)

Les Cayes



本次地震 災害照片

https://www.facebook.com/geohaz.org/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istory/2021/08/14/haiti-
earthquake-last-one/

https://www.facebook.com/geohaz.org/



總統府。上兩圖出自：U.S. Geological Survey

醫院。下兩圖出自 http://escweb.wr.usgs.gov/share/mooney/142.pdf

2010年M7.0地震 災害照片

震前 震後

震後
震前



主震發生在下午4:53分，11小時內，總共有32個規模大於4的餘震事件。

2010年M7.0主餘震序列

(Hayes et al., 2010)



S1 S2

雖然餘震多集中於東西向的EPGFZ構造附近，但是海底地震儀（背景灰藍色處的三角形）
所偵測到的餘震（彩色圓圈），卻暗示著多個斷層系統的活動。
鄰近主震的餘震群深度多為10-16公里，而更西側的餘震卻向外海延伸，震源深度較淺。
從兩個剖面可看到在EPGFZ下方，有一個Leogane fault的活動。

2010年地震複雜的發震構造

主震

Mercier de Lepinay et al. (2011)

S1

S2



(Hayes et al., 2010)

2010年地震複雜的發震構造
經由地震、大地測量和地質調查的資料綜合逆推，
發現共有三段不同的斷層段在主震時發生錯動。主
要的滑移量，則發生在逆衝盲斷層Leogane fault上，
最大滑移量超過3 m。

而2021本次地震，初步推估可能雖與
EPGF的活動有關，但確切引發地震的斷
層仍有待調查證實。



• 2010年M7.0地震發生過
後，對附近斷層系統的影
響如何？

• 利用靜態庫倫應力變化計
算，結果如圖所示：EPGF
東、西兩側尚未破裂的區
段，處於應力增加區(紅色
標記)。說明他們受到主震
的影響，更接近破裂的臨
界值。

兩地震的觸發關係？

圖出自
https://pubs.usgs.gov/of/2010/10
19/of2010-1019.pdf



(Saint Fleur et al., 2015)

本次2021地震的震央，即位於2010年海地地震後的應力增加區域中，說明
2010年地震與2021年地震間可能存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關聯性。

兩地震的觸發關係？

此類大地震應力轉移(觸發)的現
象常見於大型平移斷層系統中，
包括土耳其的北聖安東尼奧斷層
(North Anatolian fault)，緬甸
的實皆斷層(Sagaing fault)等。

本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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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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