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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摘
今日下午一點發生規模6.5的地震，幾乎全台有感，尤其是中部以北、住在
高樓層的民眾，都能感受到超過十秒以上的劇烈搖晃。這個地震發生在宜蘭
南澳鄉，是今年規模最大的地震，也是第三個規模大於6的地震，前兩次分
別發生在壽豐(4/18，規模6.2）和宜蘭外海(8/5，規模6.1)。

本次地震雖然在宜蘭下方，然深度達到66.8 公里，震源機制顯現其壓縮軸
平行於海溝、伸張軸接近板塊隱沒方向，應屬於琉球隱沒帶

(圖出自古村孝志博士)

M6.5主震

地震，其發生原因主要和菲律
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在琉球海
溝附近的隱沒和與島弧系統的
碰撞有關。此區淺層地震(30-
70 km深）的發震機率，比極
淺層(<30 km) 少了三倍。

本次地震報導，跟大家簡要描述
地震資訊，並回顧本區域的歷史
地震時空分佈。



中央氣象局速報
2021/10/24的地震，芮氏規模為6.5，發生於午時13:11分，震央位置為宜蘭，位於北
緯24.53，東經121.79，最大震度達4級，地震深度為66.8公里。

圖出自 http://www.cwb.gov.tw



中央氣象局速報
全台的震度分佈圖，顯現了「步行的人皆可感覺到搖晃」的四級震度，集中在台灣中北部。



中央氣象局速報
最靠近震央的氣象局「武塔站」，記錄到了最大的最大地動加速度(PGA)為EW分量的119.53 
gal，震度與加速度的對應表(右下)中，對應到為「5級」，但為何仍標記為「4級」？
事實上震度分級的算法是：超過5級時，還要用最大地動速度(PGV)確認，然由於PGV僅10.98 cm/s，所以震度退為
4級。

圖出自 http://www.cwb.gov.tw

140 250 440 800

武塔站



短週期地震紀錄

由最靠近震央的武塔站，
至台灣最北邊的萬里站，
垂直向的地震圖顯現出
最大振幅(Z Max)大致呈
現「距離越遠，振幅越
小」的趨勢。

註：gal 為加速度單位。
1 gal  = 1 cm / sec²

圖出自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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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頻地震紀錄

由於中央研究院地球所於10/21 ~10/25
進行電腦機房網路工程，所有即時地震資
訊平台全數暫停服務。然而，台灣的寬頻
地震站，仍能在全球地震數據服務機構
(IRIS)下載得到。

(本圖出自吳宇翔)



震源機制解

利用W-phase 計算的震源參數，顯示本地震之震源深度約為60.5 km，地震矩規模
(Mw)為 6.19。可能的斷層面為近南北走向、傾角為75度或是近東西走向、傾角為
27度的逆衝斷層。

這個地震的震源特性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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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層型態

震源機制解

資料來源：https://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



預測地表變形趨勢
利用USGS的震源機制解和震矩規模，可大約估計斷層面上的位移量為~48 cm、長
寬皆為12.4 km（方法詳見Hsiao et al., 2021)，進而用此可以預測地表變形量和趨勢。
如圖所示，水平位移預測量大多< 2 mm，垂直位移預測量則 < 4 mm。因此由實
際GNSS連續觀測資料，難以求解合理的同震位移場。

水平位移場 垂直位移場

(此圖出自景國恩博士)



隱沒帶震源機制特性

本次地震

利用 1964-1995 年間規模(mb)大於 5.5 的
震源機制，Kao et al (1998) 將台灣的東北
區域分為五個孕震類型，如右圖。本次地震
的位置和震源機制，符合Ｌ型，是側向擠壓
地震帶的產物。

如上頁所示，本次地震的震源機制皆顯示東
西方向上的擠壓，壓縮軸(P 軸)的方位角為
東西方向，平行於琉球海溝，而伸張軸( T 
軸)則接近板塊傾沒(downdip) 方向。

圖出自 Kao et al (1998) 



背景地震活動
過去1996-2009規模5以上的地震分佈圖，顯示越北深度越深的隱沒帶特徵。將地震活
動沿著東北-西南方向切剖面，則呈現更清楚的隱沒板塊幾何。而本次地震依據其深度
和震源機制特性，應屬隱沒帶地震。

圖出自 Chen et al. (2013)

本次地震

本次地震



餘震資訊
一分鐘後，又發生了芮氏規模5.4的地震，深度67.3 km。
此事件規模比主震小了一個數量級以上，全台灣的最大震度為3級。



餘震資訊
53分鐘後，繼續發生一個芮氏規模4.2的地震，深度63.0 km。
此事件規模比前一個餘震小了一個數量級以上，最大震度則為2級。



震度分佈比較

2021/10/24 ML6.5 (主震） 2021/10/24 ML5.4  

前後差一分鐘的 ML6.5和ML 5.4主餘震事件之震度分佈圖。我們可發現較高的震度
分佈集中區（左圖橘區和右圖黃區）由震央延伸至北部之基隆、西部的新竹和更南
方的花蓮和合歡山。

圖出自 http://www.cwb.gov.tw



前一次歷史地震

2020/6/14 ML6.0  2020/6/11 ML5.2  

去年在宜蘭外海，發生過規模6以上的地震，深度為54.8 km。和本次主震相比，雖然震
源稍淺，但由於遠離陸地，全台震度最高僅達3級。主震發生前三天另有一個規模5.2的
地震，兩個事件較高的震度分佈皆集中區皆在宜蘭至花蓮沿岸。

圖出自 http://www.cwb.gov.tw



台灣東北部海域的琉球隱沒帶南段，近海溝的逆衝型地震規模曾經高達7.6。
這個地震發生在1920年6月5日，當時造成五人死亡。前人研究指出，此區
仍然有可能醞釀Mw 7.5∼8.7的地震 (Theunissen et al., 2010; Hsu et al., 2012)。

1920年規模7.6 歷史地震

圖出自 Hsu et al. (2012)

本次地震

更外海的八重山地震，發生在
1771年，被認為是規模超過8
的淺層逆斷層地震。這個事件
曾造成30 m的海嘯(日本石垣
島)，在琉球超過一萬人死亡。



1990至今之規模6以上地震活動
1990年以來，在震央區附近的規模6以上地震(紅框)，部分為極淺層(< 30 km)，
部分為淺層(30-70 km)地震。

(圖出自彭葦博士)

本次地震

本次地震



2002 M6.2

規模6以上之歷史極淺層地震
規模6以上的極淺層地震(<30 km)，在1990年以來僅有3個事件發生在相對近
陸之處，如圖中的黃、藍、橘星號（右圖)。而規模>2.7所有背景地震（背景
灰黑點），則在這些地震發生後，有顯著的加速趨勢。

(圖出自彭葦博士)

1994 M6.5

2016 M6.1

2019 M6.2
2001 M6.3

M6.5 M6.3
M6.2

M6.1 M6.22016/05/12 M6.1 
Depth 8.86 km

2002/05/15 M6.2 
Depth 11.63 km

1994/06/05 M6.5 
Depth 12.43 km

2019/08/07 M6.2 
Depth 24.15 km

2001/06/14 M6.3 
Depth 13.49 km

累
積

數
目

1990~2021 深度<30 km
M2.7以上之背景地震活動



規模6以上之歷史淺層地震
規模6以上的淺層地震(30-70 km)，自1990年以來發生的頻繁度不若極淺層高，
僅有三個。背景地震活動的發生率，並未受到大地震的影響而顯現地震數量
增加的趨勢，其發生率呈現穩定的直線，每月約有8個規模2.7以上的地震，
比極淺層地震的發生率少約3倍。

(圖出自彭葦博士)

2005 M6.0

2021 M6.5

2005/06/01 M6.0 
Depth 64.37 km

2021/10/24 M6.5 
Depth 66.8 km

1996/07/29 M6.1 
Depth 68.62 km

1996 M6.1

M6.1 M6.0 M6.5

累
積

數
目

1990~2021 深度為30-70 km
M2.7以上之背景地震活動分佈



地震來了，怎麼辦？

台灣土地面積幅員小，預警時間很短，沒有太多時間猶豫。就災害統計數字，地
震發生當時頂多只有十秒左右可以保護自身。

這是台灣防災產業協會積極推動的簡易口訣。
就地避難：尋找堅固的桌子，做圖上動作！若周邊沒堅固桌子可躲，就利用手邊
物品保護頭頸部。等餘震稍歇，再離開建築物。

本圖出自氣象局網頁：https://edu.cwb.gov.tw/PopularScience/

『先想避難，再想疏散』

(文字出自：防災產業協會 黃少薇 秘書長 )



地震來了，怎麼辦？
不同的情境應該怎麼辦？

https://ppt.cc/fnqZex

在廁所

在廚房

更多情境請進入：
(圖文出自：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https://ppt.cc/fnqZ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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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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網頁由於電腦機房網路工程的進行，將在10/25上午方能使用，不便之處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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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