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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加海底火山爆發
Eruption of Hunga Tonga-Hunga Ha‘apai Volcano

17:15 (local time)
04:15 (GMT time)



東加的地質學家們在研究船上觀望此
次火山噴發，噴發規模可達20公里高
(距海平面)。

Geologists on the site. Oversighting 
Hunga Ha‘apai in the forefront and 
Hunga Tonga ’o the left. The plumes up 
to 20 km above sea level. (January 14, 
2022)
Tonga Geological Services, 
Government of Tonga.

短摘
2022年1月15日，太平洋出現一個全世界都關注的「蘑菇雲」(下圖)，這可不是人工核爆的
結果，而是來自海底火山的爆發！事實上東加地質局在1月11日即公告，從2021年底開
始活動約15天的Hunga-Tonga-Hunga-Ha’apai (HTHH) 火山，已經停歇7天，應該進入休
眠狀態了。然而，1月14日開始，這個海底火山又活躍起來！1月15日的大爆發，造成大
量火山噴發物與大範圍的海嘯，東加王國有幾座小島幾乎消失，災損嚴重。本即時報導
，帶大家初探這一次海底火山爆發的成因和特性。

本圖出自：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234588408832227&set=a.165387299085672

https://www.facebook.com/tongageologicalservice?__tn__=-UC*F
https://www.facebook.com/tongageologicalservice?__tn__=-UC*F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234588408832227&set=a.165387299085672


本圖出自：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226969879594080&set=a.165387299085672

東加地質局原判定2021年12月30日的火山活動為主要噴發事件。事實證明，只是
本次大噴發的「預備動作」而已。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226969879594080&set=a.165387299085672


HTHH火山爆發
2022月01月15日04時14分(UTC時間)，位於東加王國Tongatapu島(首都Nuku'alofa所在地)
以北僅約65公里處，發生了海底火山噴發，對應的振動等同於規模5.8的地震，是利用週
期為20秒的表面波所推估之表面波規模(Ms)。

圖出自：USGS, USA

Ms 5.8

圖出自：USGS, USA



圖出自：https://t.co/XN5cUCT8Yg

Tonga-Kermadec 隱沒帶
東加位處 Tonga-Kermadec聚合隱沒系統(右圖的白色
線條和三角形沿線所示)。在這裡，太平洋板塊以每年
20公分的速率隱沒至澳洲板塊下，造成兩個綿長的島
弧系統：Tonga arc 和 Kermadec arc。

冷冽的下沉板塊隨隱沒加深而釋出了水份，使上方地
函發生(部分)熔融；形成的岩漿富含水及其他揮發成
分，上升至地表便形成火山。火山因岩漿成分、海水
深度等不同條件，會有不同的噴發威力。

圖出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
ectonic_plates_boundaries_detailed-fr.svg

https://t.co/XN5cUCT8Yg?fbclid=IwAR001_y3_MHXMo7BQubhilauCS0LFtDyOelr9YV1B1JzSmnuwwuxFCgbhG4


本圖出自：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the-volcanic-eruption-in-tonga-was-so-violent-and-what-to-expect-next-175035

火山口雖然僅在西北邊出露兩個高出海面100公尺的小島，然而該火山系統在海面
下則是從海床拔地而起，擁有高1800公尺寬20公里的巨型火山。曾在2009年及
2014-2015年這兩段期間噴發，產生岩漿及噴氣，但比2022年一月的噴發規模小很
多。根據噴發物成分及定年分析，此次噴發規模大約一千年會發生一次。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the-volcanic-eruption-in-tonga-was-so-violent-and-what-to-expect-next-175035


From BNO News TwitterFrom US StormWatch Twitter

衛星畫面拍下海底火山爆發的瞬間



https://twitter.com/ThePlanetaryGuy/status/1482549636330098692?ref_src=twsrc%5Etfw%7Ctwcamp%5Etweetembed%7Ctwterm%5E1482549636330098692%7C
twgr%5E%7Ctwcon%5Es1_c10&ref_url=https%3A%2F%2Fudn.com%2Fnews%2Fstory%2F122648%2F6037970

Source: http://tinyurl.com/m2xtvtrr

網友Paul Byrne發現，從歐洲太空總署(ESA)資料庫中的衛星影像(Sentinel-1 radar 
satellite)，2022/1/3還清晰可見的火山口兩座小島(左圖)，在經過1/14-15噴發後，幾
乎滅島(右圖)。

https://twitter.com/ThePlanetaryGuy/status/1482549636330098692?ref_src=twsrc%5Etfw%7Ctwcamp%5Etweetembed%7Ctwterm%5E1482549636330098692%7Ctwgr%5E%7Ctwcon%5Es1_c10&ref_url=https%3A%2F%2Fudn.com%2Fnews%2Fstory%2F122648%2F6037970
https://twitter.com/ThePlanetaryGuy/status/1482549636330098692?ref_src=twsrc%5Etfw%7Ctwcamp%5Etweetembed%7Ctwterm%5E1482549636330098692%7Ctwgr%5E%7Ctwcon%5Es1_c10&ref_url=https%3A%2F%2Fudn.com%2Fnews%2Fstory%2F122648%2F6037970
http://tinyurl.com/m2xtvtrr


中研院地球所「台灣寬頻地震觀測網(BATS)」的部分測站架設「氣壓計」和「次音波
感測器」(頻寬分別為DC~10Hz與10s~200Hz)，都偵測到東加海底火山爆發的衝擊
波所帶來的壓力擾動。氣壓變化(pressure waves) 的振幅最高可達1.5 hPa (左圖，
資料已移除大氣壓力的影響)，由低頻訊號主導且較早到達；次音波感測器的紀錄
(infrasound waveforms) 相對較高頻(右圖)。時間軸是相對於2022-01-15 11:00 (UT)
的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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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警報 海嘯主要成因為地震、地震誘發山崩、火山噴發、山崩及其
他。而造成海嘯的來源區以太平洋最多，其次為地中海、加
勒比海及大西洋、印度洋。



2022/1/14-15 東加海底火山爆發引發太平洋周邊海嘯，中大水海所吳祚任教授團隊(邱韜)
的GPU版本COMCOT演算東加火山海嘯之最大波高。其結果發現，海嘯傳遞至臺灣波高
約10~30公分，至日本約0.8~1.2公尺，至美國西岸華盛頓州、奧勒岡州、加州一帶皆大約
1~1.2公尺。

海嘯模擬

（圖出自吳祚任教授團隊）



相較於2009/3/19規模7.6的東加地震引發太平
洋周邊海嘯，美國國家海嘯中心所提出的海嘯
預警資訊：上圖為海嘯高度(公尺)，下圖為海嘯
到時(小時)。 

圖出自National Tsunami Warning Center, NOAA/NWS, USA



海嘯警報分級

圖片來源:NOAA

根據National Tsunami Warning Center, NOAA/NWS, USA的海嘯警報分級，浪高30
公分以上時(成人小腿肚的位置)，就必須保持警戒！



圖片來源: Rubin et al., 2012

全球海底活火山的分布
過去五百年內噴發的全球活火山分布，相較於陸上(subaerial)活火山近五百座，海
底活火山僅四十座。



圖片來
源:https://en.m.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ubmarine_volcanoes?fbclid=IwAR3K90il5R6VzqncSCx8tLpzziC01NLn
oWa9FTNvSShZ7RblmOxB3E2RkZU

海底火山為海底山(seamount)
的一部分，海底山主要由板塊

運動或海底火山停止噴發後形

成，為高於海床一公里以上且

未出露海面的海底山體。上圖

為全球主要海底山分布(藍圈)，
下圖為經由衛星數據及遙測技

術判斷全球11,880個海底山分

布(Etnoyer et al., 2010)，實際數

量當然超出許多(40,000 ~ 
55,000)，而受到科學研究的數

量則少之又少。 Wessel (2001)
指出半數以上海底山集中在太

平洋板塊，多數呈叢集或鏈狀

分布。

海底火山是什麼？



更多的ＴＥＣ資源等你來用

✧ 我想要自己做地震速報
http://qcntw.earth.sinica.edu.tw/games/competitionV3/index.php

✧ 我想要了解這個地震附近的構造背景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new/

✧ TEC 近期活動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specialEQ_list.php

✧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TEC 主頁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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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specialEQ_list.php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index.php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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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e Cronin, Professor of Ear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Faculty 
of Science to study the 2014-2015 Hunga eruption
Why the volcanic eruption in Tonga was so violent, and what to expect next 
[2022/1/15]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the-volcanic-eruption-in-tonga-was-so-violent-and-what-to-expect-next-175035Tonga 
eruption likely the world's largest in 30 years – scientist [2022/1/17]
https://www.rnz.co.nz/news/world/459657/tonga-eruption-likely-the-world-s-largest-in-30-years-scientist

http://dx.doi.org/10.5670/oceanog.2012.12


參考文獻及相關網站(續)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unga Tonga-Hunga Ha'apai and this eruption under Global 
Volcanism Program
https://volcano.si.edu/volcano.cfm?vn=243040

NOAA Hunga Tonga-Hunga Ha‘apai 火山噴發衛星影像動畫
https://www.nesdis.noaa.gov/news/hunga-tonga-hunga-haapai-erupts-again

U.S. Tsunami Warning System
https://www.tsunami.gov/

International Tsunami Information Center
Current Official Tsunami Bulletins
http://itic.ioc-unesco.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1164&Itemid=1164

BBC News for Tsunami threat over after huge Pacific volcano eruption [hazar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_aSTx6bXo

DW News for Massive volcano eruption triggers tsunami alerts across Pacific [hazar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7XmcbQrUww

https://volcano.si.edu/volcano.cfm?vn=243040
https://www.tsunami.gov/
http://itic.ioc-unesco.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1164&Itemid=116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_aSTx6bX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7XmcbQrU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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