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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摘

玉長公路路面龜裂  [郭陳澔]
巨石掉落路面  [劉世鴻]

2022年3月23日凌晨1:41:39 玉里近
海地區發生規模6.6地震，一陣強
烈又持久的震動搖醒全台灣不少
正在美夢中的人，最大震度是台東
記錄到的6弱，且隨後2分鐘又發生
一規模6.1餘震。主震發生後10 小
時內，共有5起規模大於5的餘震，
規模大於3.5的餘震總數則為68 個
，許多地區也陸續傳出災情。

主震鄰近區域過去20年內至少發
生兩次規模6以上的災害地震。本
篇即時報導將彙整此次M6.6玉里
地震之震源特性，並概述此區域的
歷史地震活動與構造背景。



中央氣象局地震速報

https://www.cwb.gov.tw/V8/C/E/EQ/EQ111019-0323-014139.html



震源機制解

https://tesis.earth.sinica.edu.tw/showDetail.php?date=2022-03-23&time=01:41:39

氣象局 CMT
MW 6.44

depth: 25 km

USGS
MWb 6.63                MW W 6.68

depth: 30.6 km      depth:  40.5 km

https://www.cwb.gov.tw/V8/C/E/EQ/EQ
111019-0323-014139.html

https://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eventpage/us600
0h6nr/moment-tensor

不同方法的震源參數解算結果顯示

本地震之震源中心深度在  25-40.5 
公里之間，地震矩規模 (Mw)為 
6.5-6.7間。

震源機制解為逆衝斷層錯動型態 ，

兩個可能的斷層面分別為高角度向

東南東傾、或較低角度向西北傾之

斷層，但後頁之餘震分布可知東傾

之斷層面為本次錯動面。而西北 -東
南最大壓應力軸 (P軸)也與菲律賓海

板塊向西北擠壓的方向一致。

depth: 36 km depth: 33 km depth: 30.5 km



此區歷史主餘震序列
震央區過去發生的重要歷史地震，分別為2003年成功地震(主震規模6.4)、2013年瑞穗地震(主震規模
6.4)和本次地震(主震規模6.6)。如下圖A-A’及B-B’剖面所示，顯示2003和2022的地震群位於向東傾的
縱谷斷層上，而2013的地震群則為向西傾的中央山脈斷層上。本次地震群位置深度皆在15 km以下，和
縱谷斷層的「池上段」空間緊鄰，皆為向東傾之發震構造。

(圖由彭葦博士提供 )

深度剖面圖
海岸山脈

海岸山脈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2003/12/10 主震發生後一個月的餘震

2013/10/31 主震發生後一個月的餘震

2022/3/23 主震發生後一天的餘震

成功地震

瑞穗地震

本次地震



本次主餘震序列之時間演化

主震

主震發生後10 小時內，共有5起規模大於5的餘震，規模大於3.5的餘震總數則
為68 個。

地震發生的頻繁度隨時間有
逐漸減少之趨勢，如下方每
小時地震數目隨時間之變化
圖所示。

(圖由彭葦博士提供 )



高密度的P-Alert即時震度分布圖

https://palert.earth.sinica.edu.tw/historyevent.php

空間分布：Polar Plot

https://tesis.earth.sinica.edu.tw/showDetail.php?date=202
2-03-23&time=01:41:39

即時震度圖顯示最大震度分布在主震
震央的南方



震度特性

https://palert.earth.sinica.edu.tw/historyevent.php PGA: 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towart North

towart South

P-Alert強地動站記錄到的最大地動加速度值在震央(星號)以南沿著海岸山脈處最大，PGA
超過400 gal，而震央以北則明顯震度較小，這種震度的南北差異可能是震源向南破裂的方
向性所致，也有可能是主要錯動發生在震源起始點(震源)的南方。

沿海岸山脈上震央距<100 km 之
垂直向地動紀錄



主震附近GNSS測站之時間序列

圖文由童忻博士提供

透過地震前後30分鐘資

料，進行快速解算，最

大同震水平位移可達4
公分，最大垂直抬升可

達10公分(KNKO)。

N-S

E-W

U



主震之近即時GNSS地表同震變形場

國土測繪中心提供



主震之地表同震變形預估值
利用中央氣象局地震速報系統所提供的震源機制解與震矩規模，可大約估計斷層面上滑移

量約為48 cm、長寬皆為24.4 km，進而可依此估測地表同震變形量及整體位移趨勢(方法詳見

Hsiao et al., 2021)。本次地震之最大水平位移預測量約20 mm (左圖)，最大垂直位移預測量則

約為 64 mm (右圖)。

圖文由景國恩教授提供



此區的地表變形特性

GPS 顯示跨越池上斷層時水平速度場由 23.8 mm/yr 遞
減至 1.5 mm/yr (陳文山等，2008)

精密水準測量顯示跨越池上斷層 (LVF)時，垂直方向
上有24–27 mm/yr 的改變 (Chen et al., 2021)。



地表變形特性
2007-2010 ALOS PS-InSAR

Champenois et al. (2012)

縱谷斷層位於花東縱谷東側與海岸山脈西側交界的山前
緣，是台灣最為活躍的活動斷層之一。透過GPS與雷達遙
測等測地學方式，可觀察到縱谷斷層南段（瑞穗到卑南之
間）呈現地表潛移的活動方式（如下圖紅色各點所示約有
40mm/yr的變形速率）。此斷層地表潛移可造成地表建物
持續破壞，也會釋放部分能量。然而縱谷斷層在較深處
仍呈現鎖定的狀態，能持續累積能量並產生地震，例如
2003年的成功地震。



地質背景、構造

(d)

(c)
~8 cm/yr

臺灣花東縱谷為菲律賓海板塊西緣的主要板塊邊界縫合帶，其中位於海
岸山脈西側的縱谷斷層為此一活動邊界中主要的活動構造之一，並曾在
過去數十年中發生過多起災害性地震，包括1951年花東地震序列。縱谷斷
層主要為一向東傾斜，以逆移帶左移性質的斷層系統，根據地震震源分布
，在縱谷斷層下方，池上到瑞穗之間，可能有另一較深部的地震發生帶存
在。

圖改自Shyu et al. (2006)



未來台灣東部地震機率 (PSHA 2020)

資料來源：Chan et al. (2020)

未來五十年

規模大於 6.5：95%
規模大於 6.7：59%
規模大於 7.0：37%

統計花蓮、台東地區可能造成

大型地震的斷層以及構造的地

震機率

圖文由詹忠翰教授提供



新聞、災害照片
災情統整(2022/03/23 12:00 GMT+8)
● 署立玉里醫院祥和院區前玉興橋高架橋拓寬部分斷裂成兩半，部分鋼筋遭扯斷。
● 台30線玉長公路東段32.5公里處出現路面龜裂。
● 台11縣多處路段邊坡坍方或出現落石。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ZrL3Oa [周刊王CTWANT] 

玉興橋橋基、橋面斷裂  [中天新聞.台灣即時新聞 ]
巨石掉落路面  [劉世鴻]

玉長公路路面龜裂  [楊森榮]

https://reurl.cc/ZrL3Oa


地表破裂照片
郭陳澔教授的研究團隊在震後立即前往現場進行野外工作，在台30線玉長公
路巧遇公路局正在針對路面龜裂部分進行修補。

照片來源: 郭陳澔教授提供



玉里寬頻測站垂直向的波形紀錄
下圖是3/22晚上8:00到3/23早上8:00在玉里站所收到的垂直向寬頻波形
，橫軸每條波形的時間長度為15分鐘。最早出現的是01:06 M5.4的台東
外海地震(紅框)，35分鐘後發生本次M6.6的主震(藍框，太靠近震央紀錄
失真)，緊跟著大小不一的餘震。

M5.4台東外海
M6.6玉里地震

大
量
密
集
餘
震
紀
錄



台灣寬頻地震網的垂直向波形紀錄

P 波

S 波

表面波

M5.7

M6.1

80公里內的寬頻波形因為搖晃劇烈已超出地震儀的正常運作範圍，出現斜坡
狀訊號需一段時間緩慢恢復。

M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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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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