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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摘

2022年1月3日傍晚17點46分，於花蓮外海的芮氏規模6.0地震，深度位於19.4公里，
幾乎全台有感，最大震度為4級。此地震為隱沒板塊交界處的逆衝型淺源地震，對
應著可能為西北東南走向、低角度向東北傾沒的的斷層面。

震央區為琉球隱沒帶的最南緣，被認為能醞釀規模7.5~8.7的地震，一旦發生，對
鄰近地區以及台北都會區的衝擊及災損不容小覷。

主震發生時，為什麼震度三級以上皆集中在震央以北？而離震央約130公里遠的台
北市，為何能有高達30 gal的地表加速度？

本次地震報導，除了簡介本次地震的震源特性之外，也帶大家回顧主震型態非常相
近的0420地震（2015年4月20日規模6.4地震）之震源特性、波傳模擬結果和主餘
震序列特徵。這類型隱沒帶淺源逆衝型的地震，其獨特的震源輻射型態造成了向西
北傳播的方向性; 而近地表的鬆軟沖積層和盆地地形，則造成振幅放大效應，使得
震央位落外海的地震，即便傳播夠遠的距離，仍能對台灣的東北部（尤其大台北都
會區）造成夠大的衝擊。



中央氣象局地震速報
2022/01/03的地震，芮氏規模為6.0，發生於晚上17:46分，震央位於花蓮外海，北緯
24.02，東經122.18，最大震度達4級，地震深度為19.4公里。

圖出自 https://scweb.cwb.gov.tw/zh-tw/earthquake/details/2022010317463760001



中央氣象局地震速報
主震發生時全台的震度分佈圖，顯現了「步行的人皆可感覺到搖晃」的四級震度，集中在
台灣東北部。最大的水平向加速度則發生在宜蘭武塔站。

宜蘭 武塔

台北市

花蓮市

(僅先選取東-西分量展示波形)

P波到達

圖出自 https://scweb.cwb.gov.tw/zh-tw/earthquake/details/2022010317463760001



最大的地表加速度在宜蘭武塔站，對應到4級震度，這個測站與震央相距61 公里之遠。
值得注意的是在台北市測站，即便與震央相距超過130 公里，南北向的加速度紀錄峰
值卻為全台最高。圖中兩個測站的三分量波形，可發現傳到台北市的高頻能量減弱，
南北向最大振幅卻仍高達30.60 gal。

中央氣象局地震速報

全台不同測站的加速度波形和峰值可參見：
https://scweb.cwb.gov.tw/zh-tw/earthquake/waveformacc/2022010317463760001



高密度的P-Alert即時震度分布圖
台灣擁有全世界數一數二高密度的地震預警觀測網(P-Alert)，遍布全台的695個觀測站在地震發生數秒

內，即可動態顯示全台的震度演化動態。較大振動的空間分佈，亦集中於宜蘭以及台北盆地周遭，如

圖中的橘色圓圈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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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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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源機制解
由於地震波形由震源、路徑和場址特性決定，不同測站紀錄到的波形逆推可得震源機制解。在RMT
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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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源機制解
利用AutoBATS 計算的震源參數，顯示
本地震之震源深度約為28 km，地震矩
規模(Mw)為 6.14。震源機制屬於逆衝斷
層形式。

此逆衝型的震源機制顯示，可能的
兩個破裂面一個西北東南低角度向
東北傾沒，另一個則為近東西走向
高角度向南傾。其中，東北傾低傾
角度的斷層面接近向北隱沒的板塊
交界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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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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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 M5.1餘震
而約14小時後於2022/01/04早晨7:17，發生芮氏規模為5.1的餘震，與主震位置相近，
地震深度為18公里，最大震度為2級，發生在花蓮。

圖出自 http://www.cwb.gov.tw

圖出自 彭葦博士

2022/1/3 M6.0

2022/1/4 M5.1



規模7以上的歷史地震
此區的重大歷史地震，為1920/6/5 M7.7和2002/3/31 M7.1兩個事件（左圖紅星）。
1920地震過去被認為是台灣及近海區規模最大的地震(超過8.0)，後經修訂規模為7.7 。
2002地震即為眾所週皆知之的「331大地震」。當時興建中的台北101大樓起重機吊
臂由56樓掉落，此意外造成5人死亡、20多人受傷。

此圖出自 Hsu et al. (2012)

Hsu et al (2012)利用震間的變形速率，估
計琉球海溝最西側(近台灣處) 的板塊邊界上，
深度13公里以內處於鎖定狀態，能醞釀規模
7.5~8.7的地震。

本次地震

本次地震



規模6以上地震 震源機制解
本次地震震央和震源機制，與
2015/4/20 的M6.2、M5.9以及
2009/7/13 M6.2三個事件相近。

本次地震

與背景地震活動綜合
評估(後頁)，本次地
震屬於隱沒板塊交界
處低角度的逆衝淺震。

2015/4/20的地震報導請參見：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specialEQ_list.php



背景地震活動

2015 M6.32022 M6.0

2015/4/20 M>5 餘震

2015/4/20 M6.3 主震

2022/1/3 M6.0 主震

歷史大地震(M>7) 

於震央區，前一個規模大於6的地震，發生在2015/4/20。
將2015/4/20 ML6.3 和2022/1/3 ML6.0這兩個主震投影在過去十年內規模5以上的地震
分佈圖，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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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屬隱沒帶淺
部的地震。



背景地震活動：時間演化特徵

Mapview showing 1990~ present 
seismicity (< 30 km denoted by 

black circles)

For black circles, plotting
(1)  the cumulative number vs. 

time (step-like)
(2) mag. Vs. time (vertical line) 

1990至今規模大於3、深度< 30 km的地震分佈

此區的極淺源地震(< 30 km)以每年400個M3以上的地震發生率，穩定地進行。
在1994、2002和2015年的異常活躍(箭頭指示)，分別對應到(1) 1994年5月的M6.0和M6.6地
震、(2) 2002年3月M6.8和5月M6.2地震、以及(3) 2015年4月M6.4和M6.1地震，在附錄之
M6+地震列表可找到對應事件。

圖出自彭葦博士

(1)

(2)

(3)
主震

餘震



2015年ML6.4 地震：空間分佈

紅星：2015/4/20的主震ML 6.38 (Mw 6.4)

圖出自Lee (2015)
2015年4月20日凌晨1:42分(GMT
時間)發生的ML6.4主震，最大的餘
震為ML6.15，發生在主震後十個小
時，而次之則為ML5.99，這三個事
件在C-C’剖面上平行於向北傾沒
的班尼奧夫帶排列。

圖出自Lee (2015)
藍星：1994-2013 ML > 6 地震(列表如附錄)

https://earth-planets-space.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40623-015-0337-5#Sec1



2015年ML6.4 地震：主餘震序列

主震發生後1.5天內共有三個規模6的
事件，如圖中的編號1(主震M6.4),編
號2(M6.15),編號3(M5.99)標示，其
他餘震規模皆小於5.0。

1 2 3

213

圖出自彭葦博士

2015/4/20的主震位置和震源機制，與本次地震相似。理解該地震序列的
特徵，有助於了解本次地震的特性。

圖出自Lee (2015)



2015年ML6.4 地震: 震源特性
主震發生在約30 km深處，沿著斷層面向上錯動（左圖箭頭所示），最大的滑
移量達到0.8 m。而能量的釋放約分兩階段，第2秒以前，發生在地栓I的位置，
第2~9秒則向上移至地栓II。

地栓II

地栓I
地栓II地栓I

震矩能量隨時間釋放示意圖
斷層面同震滑移量分佈圖

https://earth-planets-space.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40623-015-0337-5#Sec1

圖出自Lee (2015)



2015年ML6.4 地震: 強地動模擬

考慮簡單雙力偶模型＋
半空間均質模型(沒有盆地構造）

Lee (2015)針對2015的主震進行強地動模
擬。他指出，若使用簡單的逆衝雙力偶破裂
模型，即可造成「西北方向」的震波振幅放
大（如箭頭指示）。

這說明在這個隱沒帶的淺源逆衝型地震有類
似的波傳行為與震源輻射型態，對台北都會
區的衝擊始終存在、不容小覷！

圖出自Lee (2015)

https://earth-planets-space.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40623-015-0337-5#Sec1

2015年的主震，在台北市亦感覺到4級
的震度，這和本次地震的情境雷同。



2015年ML6.4 地震: 強地動模擬
若考慮較複雜的同震模型（兩頁之前的震源模型所示），Lee (2015)進一步發現，台
北市、宜蘭和花蓮市區的異常強地動（A圖三個圓圈處），主要由盆地與近地表的低
速沖積層造成，而隱沒板塊的導波效應可能也對花蓮的強地動特徵有所貢獻。

考慮複雜的震源模型＋全三維速度模型和盆地構造 考慮複雜的震源模型＋半空間均質模型(沒有盆地構造）

圖
出
自

L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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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5)

https://earth-planets-space.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40623-015-0337-5#Sec1



• 類似規模與位置的地震在過去曾
發生過多起：
1920/6/05 主震規模7.7
2002/3/31 主震規模7.1
2015/4/20 主震規模6.4
配合大地測量的計算，直指此區
有規模7.5~8.7的孕震潛能。

小結
• 2022/1/3地震發生在琉球隱沒帶南緣近台灣處，是板塊界
面的逆衝型淺源地震。
這些規模夠大的淺源地震，發生
隱沒界面上一些比較獨立且範圍
較大的“地栓”（圖中紅色區
域）。

• 這類型的外海逆衝型地震，由於其震源走向、臺灣北部近地表的地
質特性和盆地地形，在臺北都會區會有明顯的放大效應。

圖出自L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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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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rth-planets-space.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40623-015-0337-5/tables/1

附錄：1994-2015 年ML6以上地震列
表

本表出自Lee (2015)



附錄：1900至今累積地震數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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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出自李憲忠博士



圖文出自李憲忠博士



圖文出自李憲忠博士



圖文出自李憲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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