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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臺灣地區地震活動回顧 
 

蒲新杰  甘志文  邱俊達  何美儀  郭鎧紋  呂佩玲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摘  要 

中央氣象局地震觀測網於 2013 年一共偵測到 45,510 個地震，地震數

量是自 1999 年以來，數目最多的一年。幸運的，這些地震多數是規模小

於 2 的微震活動。此報告將以這些地震資料為基礎，針對強震（ML≥6）

活動、特殊地震案例、與地震目錄探討地震特性的空間變化。在強震活動

的部分，2013 年一共收錄到 4 個規模大於 6 的強震，其中有三個發生在

臺灣島內，各別為 3 月 27 日與 6 月 2 日發生在臺灣中部的南投地區與 10

月 31 日發生在臺灣東部的花蓮地區。南投地區的強震部分，其震源深度

分別為 20 和 15 公里。當地的強震活動，自 1999 年的集集地震後，就零

星不斷的發生，也包含 2013 年的兩個南投強震。震後的餘震活動部分，

0327 南投地震之餘震多數集中在震源以西的淺部；0602 南投地震之餘震

活動多數集中在震源以南的地區。在臺灣東部地區，1031 花蓮地震發生

在花蓮市南方，其震源深度在 15 公里。餘震活動與震源機制顯示，這次

的震源可能是一個向西傾的破裂。與地質構造比對，推測可能與中央山脈

斷層構造有關。在特殊的地震活動方面，自 2011 年起，宜蘭南山地區開

始有許多淺層的地震活動，至 2013 年底時仍然不見停止。在這期間，發

生的最大規模地震為 ML5.9，時間是 3 月 7 日。檢視過去的地震資料，這

類的地震活動，在 1982 年至 1986 年時也曾發生。最後，在地震特性的空

間變化上，我們將討論地震的 b 與 z 值。在 b 值的部分，發現 2013 年的

島內地區，b 值都相對偏低（b<0.9），尤其是強震和特殊地震序列發生的

地區。接著我們再討論地震年活動與背景活動的差異性（z 值），發現地震

活動增加的部分集中在南投、花蓮以及南山地區；地震活動相對減少的地

方則在車籠埔斷層南段、和平海盆地區、與臺灣本島、蘭嶼、綠島間的海

域。理論上來說，為了釋放累積的地震能量，地震減少的地區在未來也許

有可能會產生一些明顯的地震活動。 

關鍵字：2013、地震活動、0327 南投地震、0602 南投地震、1031 花蓮地

震、0302 南山地震、b 值、z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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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臺灣地區有感地

震活動報告，在 2013 這一整年內，一共

發布了 690 個有感地震報告。其中，規模

最大的島內地震發生在 6 月 2 日的中臺灣

南投地區（圖 1；Nantou），地震規模達

ML6.5。地震發生後，在臺灣中部地區產

生了很明顯的地動，震度幾乎都有 4 級

（25 gal）以上。事實上，2013 年並不平

靜，臺灣島內的強震，除了 6 月 2 日的南

投地震外，南投地區在 3 月 27 日時也發

生了一個規模 ML6.2 的地震；此外，10

月 31 日在臺灣東部的花蓮的南部地區也

發生一個規模 ML6.4 的地震。島內的強

震活動要比 2012 年（只有 1 個規模 6）

高出不少。  

 

圖 1.  0602 南投地震所造成的地表振動等震度圖。大星號表示 0602 南投地震的震央位

置，小星號表示 2013 年另外 3 個規模大於 6 的地震震央位置。黑色實線表示活動

斷層的位置(Lin et al. 2000)。  

Fig. 1.  Intensity map of the 0602 Nantou earthquake. The large and small stars indicate that 

the location of 0602 Nantou earthquake andthe other 3 strong earthquakes (ML≥6) in 

2013, respectively. Black lines indicate surface traces of active faults as reported in 

Lin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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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的地震，除了前述有感地震

外，由於板塊作用的影響（Tsai et al., 1977; 

Tsai, 1986；Angelier, 1986），還有許多

的無感地震（圖 2）。若要全面完整的了

解臺灣地區的地震活動，就不能只針對有

感地震進行討論。主要原因是有感地震報

告，只針對可能造成災害或引起關注的地

震進行發布。在臺灣地區，這些有感和無

感地震資料，主要靠中央氣象局的即時地

震 觀 測 網 （ Central Weather Bureau 

Seismic Network）。其監測的地震範圍從

東經 119 至 123 度，北緯 21 至 26 度間。

在這個地震觀測網長期連續的紀錄中，臺

灣 地 區 的 微 小 地 震 到 大 地 震 皆 可 被 監

測。利用這個地震網的地震目錄，臺灣地

區的地震活動和其可能的發生機制便可

較完整的被討論。  

 

 

      圖 2. 2013 年地震活動的空間分布。  

      Fig. 2. The location of the seismic activity beneath the Taiwan area in 2013. 

這篇報告，主要是利用地震測報中心

的地震觀測網地震目錄資料，進行 2013

年的地震活動回顧討論。以這些地震目錄

的資料為基礎，我們分析了 2013 年島內

的 強 震 事 件 與 南 山 地 區 地 震 活 動 的 討

論。除此之外，也將 2013 年的地震與過

去的地震活動進行比較，以突顯地震活動

的增減地區，做為未來評估地震活動可能

趨勢的參考。  

二、地震觀測網與背景地震活動 

2013 年，中央氣象局的地震觀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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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BSN） 的 地 震 目 錄 中 ， 一 共 收 錄

45,510 個地震事件（圖 2）。以這些資料

為基礎，我們可以得出臺灣地區（東經

119 度至 123 度，北緯 21 度至 26 度間）

的 b 值。在計算過程中，我們僅取用地震

能完整紀錄的最小規模（最小完整規模）

至規模 5 的資料區間進行 b 值的計算。其

規模上限的設定，主要是考量地震年發生

數量值不宜過小，以避免地震發生週期過

長，在以一年計時，其發生次數不能完整

的紀錄，進而影響 b 值的結果。而規模

4.8~5.0 的地震發生，其年發生次數大於

10，是相對可以的一個選擇，因此本研究

設定規模上限為 5。而規模下限的設定，

則是考量地震監測能力的完整性。由於地

震監測網的測站數目，地動紀錄品質，皆

會影響對小地震定位的能力。因此，b 值

的計算過程中，設定下限為最小完整規

模。  

此特徵可讓，大約是 0.89（圖 3；

Gutenberg and Richter 1954），而地震觀測

資 料 的 整 體最 小 完 整 規模 大 約 是 在 1.3

（圖 3；Wiemer and Wyss 2000）。  

以 CWBSN 的地震目錄為基礎，比較

今年與過去的地震監測數量差異。首先，

我們統計 1994 年以來的地震監測數量，

結 果 發 現 ， 2013 年 的 地 震 數 量 僅 次 於

1999 年（圖 4）。接著，我們整理自 2001

年以來，臺灣地區地震活動統計（表 1）。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明顯看出，在 2012

年的地震活動數目有很明顯的提升，而

2013 年又比 2012 年多上許多。再與長期

的 地 震 活 動 平 均 值 比 較 ， 可 以 發 現 自

2012 年起，在 2 以上的地震活動，多半

與長期平均值相近。但在規模 2 以下的地

震活動，卻有十分明顯增加的。這種小地

震的監測能力的提升，推測可能與地震網

的測站數增加有關。CWBSN 的地震站數

目前（2013 年）一共有 144 地震站。這

個地震站數目，比 2011 年的 71 個多出了

一倍多，也比 2012 年的 124 個地震站數

多出了 20 個（圖 5）。因此，我們推測

小地震的數量增加，應與地震站數目的增

加有關。  

 

表 1. 2001 年至 2013 年間的地震活動統計表。 

Table 1. Seismicity statistics of Taiwan area from 2001 to 2013. 

Mag. Year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Average

7≦M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08 

6≦M＜7 3 6 2 3 2 5 2 0 4 2 0 3 4 2.77 

5≦M＜6 13 30 24 15 26 18 16 19 21 32 15 21 19 20.69 

4≦M＜5 203 244 220 176 238 209 149 166 184 133 147 150 152 182.31

3≦M＜4 1,450 1,984 1,556 1,406 1,487 1,582 1,568 1,513 1,583 1,253 1,347 1,102 1,183 1462.62

2≦M＜3 7,827 13,298 11,464 9,196 9,334 8,473 8,065 8,461 9,220 8,814 8,505 7,109 8,458 9094.15

1≦M＜2 6,692 12,407 11,982 10,789 10,527 7,574 6,446 7,870 9,029 12,496 11,333 18,769 27,590 11808.00

M＜1 56 128 202 197 479 198 175 376 318 543 448 4,219 8,104 1187.92

Total 16,244 28,097 25,450 21,783 22,093 18,059 16,421 18,405 20,359 23,273 21,795 31,373 45,510 237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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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13 年地震個數與地震規模的關係圖。上圖為累積個數的對數與規模的關係，下

圖為個數與規模的關係。此圖的最小完整規模為 1.3。紅線是規模介於最小完整規

模（Mc）~5.0 之間的最佳資料回歸線。  

Fig. 3.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ismic number and magnitude in 2013 around the Taiwan 

area. The upper panel is composed of logarithmic accumulative number and 

magnitude. The lower panel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and magnitude. In 

this case, the Mc is 1.3.The red line is the best regression of data in the gray area 

(1.3(Mc)~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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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CWBSN 地震目錄的年地震個數統計圖。  

Fig. 4. Annual number of seismic activity detected by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Seismic 

Network beneath the Taiwan area.  

 

為 了 探 討 地 震 監 測 能 力 提 升 的 地

區，我們進一步計算臺灣島內地震的最小

完整規模分布（圖 5）。結果發現，在臺

灣島內，最小完整規模，大約皆可控制在

1.5 以下。甚至，某些地區的數值可以更

低，如臺灣中部地區。  

 

圖 5. 最小完整規模的分布圖。左圖為 2012 年的結果，右圖為 2013 年的結果。三角形

表示地震站的位置。Mc 大於 2 的地區，加註+號；Mc 小於 2 的地區，加註-號。  

Fig. 5. The magnitude completeness in 2012 (left) and 2013 (right). Triangles indicate the 

location of seismic stations.The symbol of + and - means that the Mc larger and lower 

than 2, indivi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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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般的地震定位之外，解算震源

機制也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的了解地震

活動的模式。因此，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

中心也進一步利用地震波形的資料，解算

震 源 機 制 的 初 動 解 和 地 震 矩 張 量

（Centroid Moment Tensor, CMT）解，以

利解釋可能造成地震的滑動面位態與滑

動方式。在 2013 年間，中央氣象局一共

解出了 290 和 179 個震源機制的初動與地

震矩張量解（圖 6）。後續的報告，也將

利用這些觀測資料，進行資料的再處理，

以更精確的討論可能造成地震活動的構

造面特性。  

 

圖 6.  2013 年中央氣象局震源機制。左圖為震源機制的初動解，右圖為震源機制的 CMT

解。  

Fig. 6. The focal mechanisms in 2013 provided by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he first 

motion and CMT solutions are plotted at left and right panel. 

三、地震案例 

（一）南投地震 

2013 年，南投地區前後共發生了兩

次強震，時間分別在 3 月 27 日與 6 月 2

日，地震規模各為 ML 6.2（0327 地震）

與 6.5（0602 地震），地震深度則是 19.4

與 14.5 公里（圖 7）。這兩個地震分別在

南投縣日月潭與雲林縣草嶺產生 6 級的

震度，且直接或間接的造成傷亡與房屋損

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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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南投地區規模大於6的地震分布。+表示地震發生在1999年的集集地震之前，圓形

表示地震發生在1999年集集地震之後，星形則表示1999年的集集地震位置，菱形則

表示2013年的強震位置。實線則是表示活動斷層的地表位置。上圖為地震的俯視

圖，下圖為地震的東西剖面圖。1999年的集集地震與2013年的南投地震連線以虛線

表示。  

Fig. 7. Strong earthquakes distribution in Nantou, the central Taiwan area. The crosses 

andcircles are the locations of strong events occur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hichi 

earthquake in 1999, respectively. The star is the location of the Chichi earthquake in 

1999. The diamonds are the location of strong events in 2013. The red lines show 

the surface traces of active faults. Upper panel is the map view and lower panel is a 

cross section along the AA’ profile shown in the upper panel. The dashed line in the 

lower figure connects the 1999 Chichi earthquake and 2013 Nantou earthqu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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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當地的災害地震活動，在當地過

去曾經發生過幾次災害性地震。首先是

1916-1917 年的南投地震序列，這個地震

序列主要是由三個規模較大的災害性地

震所構成的。第一個災害性地震是發生

1916 年 8 月 28 日，位置在濁水溪上游，

地震規模 ML6.8。在相隔 2 個多月後，1916

年 11 月 15 日又在中部地區發生規模

ML6.2 的地震。接著同樣在約 2 個月後，

1917 年 1 月 5 日在南投埔里附近又發生

了一次規模 ML6.2 的地震。而緊接著在 2

天後，再發生一次規模 ML5.5 的地震。

這次的南投地震序，前後在臺灣地區造成

了約 70 人的死亡。在 1999 年時，集集地

震同樣發生在這個地區。這個地震的規模

達到 ML7.3，震源位置很淺，僅有 8 公里。

由於震源位置近地表，地震規模又大，因

此造成了全臺共有 2415 人死亡。關於集

集地震的研究，受惠於當時臺灣已有許多

現代化的監測儀器，因此有許多相關的研

究（e.g. Lee and Ma, 2000;Lee et al., 2007; 

Hsu et al., 2007）。事實上，除了 1999 年

的集集地震之外，在其之後也發生了多次

規模大於 6 的災害地震。雖然這些地震與

集集地震的發生時間，並不如前述的南投

地震序列的災害地震那麼相鄰近，但地震

發生的空間卻相差無幾。因此，部分的研

究認為，在集集地震發生後，部分發生於

臺灣中部地區的災害地震，與集集地震存

在十分緊密的應力誘發關係（Ma et al., 

2005）。而到了 2000 年以後，此地區也再

發生了數次災害地震。各別是 2000 年 5

月 17 日與 6 月 11 日的規模 ML5.6 與

ML6.7 的地震。另外，在 2009 年 11 月 5

日時也曾再發生過一次規模 ML6.2 的災

害地震。  

從地震的活動特性上來看，0327 與

0602 南投地震的發生，也許與 1999 年 921

集集地震有關。我們檢視背景地震資料

（圖 7），可以發現此地區在 1999 年前，

規模大於 6 的強震活動非常少見。但在集

集地震之後，強震活動就明顯增加，且多

數強震的震源深度皆深於集集地震。這些

集集地震之後才頻繁發生的強震，也包含

2013 年的兩個南投強震，其活動性可合

理的試著與集集地震做連結。  

從地震分布的剖面中，可以發現集集

地震的震源位置正好就在南投地震向上

23 度的延伸處。雖然集集地震的破裂面

傾角度約為 30 度向地表逆衝（Lee and Ma, 

2000），但在震源以下的地區，斷層面的

幾何形貌就不是很清楚了。若南投地震與

集集地震存在明確的相關性，則南投地震

的震源機制解，正好可以作為集集地震斷

層面在深部的參考滑動面。更進一步推

論，在集集地震之後，在主震震源下方產

生的許多強震活動，2013 的南投地震就

是其中之一。這些強震的存在，有可能暗

示著集集地震斷層面的深部仍有錯動發

生。  

為了要獲得更精確的 0327 與 0602

地震及其相關地震的位置，我們進一步將

3 至 8 月，臺灣中部地區（東經 120.75

度至 121.25 度；北緯 23.65 度至 24.1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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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進行重新定位。重新地震定位的

方法，我們採用 Waldhauser and Ellsworth

在 2000 時所提出的方法。在觀測資料部

分，除了 P 和 S 波的到時資料外，還使

用了 314,645 和 314,802 個 P 波和 S 波的

相對到時差資料進行逆推。最後，有 2,646

個地震完成重新定位（圖 8），這些地震

的 觀 測 到 時 與 理 論 到 時 差 的 均 方 根 值

（root mean square），從原先的 0.44 秒，

降至 0.20 秒。  

經過重新定位後，可以發現地震的分

布特性。在圖 8 中，南投地區的地震，在

3 月 27 日至 5 月 31 日間，主要集中在 0327

地震附近。從剖面中（圖 9）可以發現，

多數的 0327 餘震活動是發生在 0327 主震

的西側淺部。且呈一個向東傾的態勢。而

在 6 月 2 日至 7 月 31 日間，地震的分布

則主要分成兩個群體（圖 8）。一個是在

0602 主震周邊及其以北的地震，另一群

則是 0602 主震以南的地震。以地震數量

來看，在 0602 主震以南的地震群量，其

數量相對較多。從剖面（圖 9）上來看，

在 0602 主震周邊的地震分布的範圍十分

受限，而在主震以南的地震，分布則相對

較廣。雖然地震在剖面中的分布皆有明顯

的向東傾，但仔細觀察，還可發現其地震

分布在剖面中形成兩個不同的傾角，淺部

傾角較小，深部傾角較大。  

 

 

圖8. 南投地區重新定位後的地震分布與震源機制（海灘球）。+號表示3月27日以後至5

月31間的地震分布，圓形表示自6月2日至7月31日間的地震分布，細實線則是表示

活動斷層的地表位置，三角形表示測站位置。  

Fig. 8. The distribution of relocated earthquakes in the Nantou area and focal mechanisms 

(shown as “beach ball”). The crosses are the relocated earthquakes occurred between 

March27, and May 31. The circles are the relocated earthquakes occurred between 

June 2, and July 31. The red lines are the outcrops of the active faults. 

Trianglesdenote the locations of seismic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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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南投地區三剖面（A-A’、B-B’、C-C’）的地震重定位分布剖面與震源機制。剖

面中使用的地震為位於剖面兩側2.5公里範圍內之事件。各剖面的相對水平位置標

記於圖8。深和淺部的星號各表示0327與0602的震央位置。  

Fig. 9. Three profiles (A-A’, B-B’, C-C’) in the Nantou area, central Taiwan, showing 

relocated earthquakes and focal mechanisms. The projected earthquakes are within 

2.5 km either side of the profile. Profile locations are shown in Fig.8. The deeper 

and shallower stars represent the hypercentral locations of 0327 and 0602 2013 

Nantou earthquak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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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蓮地震 

花蓮南部的萬榮地區，在臺北時間

2013 年 10 月 31 日，發生了規模達 ML 6.4

的地震，震源深度 15 公里。這起地震在

花蓮縣的西林產生了 7 級的震度，是 2013

年所有地震報告中，最大的震度紀錄。幸

運的，此地震產生的災情並不明顯。  

我們整理了 10 月至 12 月的地震資

料，將地震進行重新定位。首先將 1031

花蓮地震附近（東經 120.75 度至 121.75

度；北緯 23 度至 24 度）的地震進行重新

定 位 。 重 新 地 震 定 位 的 方 法 ， 採 用

Waldhauser and Ellsworth 在 2000 時所提

出的方法。在觀測資料部分，除了 P 和 S

波的到時資料外，還使用了 239,047 和

247,472 個 P 波和 S 波的相對到時差資料

進行逆推。最後，有 2,031 個地震完成重

新定位（圖 10），這些地震的觀測到時與

理論到時差的均方根值，從原先的 0.52

秒，降至 0.27 秒。  

1031 花蓮地震發生後，有許多餘震

隨之發生。從水平空間的分布來看，多數

的餘震活動皆集中在 1031 花蓮地震的北

側（圖 10）。由剖面中的分布來看，地震

則是呈現向西傾的形態（圖 11）。這種形

態，在 B-B’剖面中尤其清楚。其向西傾

的形態，與震源機制的其中一組震源破裂

面極為相似。這暗示，這組地震序列可能

是由一個高角度向西傾的構造面破裂所

致。再藉由地震的水平分布，推測破裂影

響的範圍，有可能向北延伸達到 30 公里

以上。若與當地的斷層構造相比，1031

花蓮地震的位置與型態與過去較少提及

的中央山脈斷層（Wu et al.,2006; Rau et 

al., 2007; Kuochen et al., 2007）有幾分相

似之處，主要是傾斜的方向與延伸的範

圍。  

將此次地震與過去的背景地震相比

較，彼此似乎存在互補的現象。我們檢視

當地自 2012 年（CWBSN24 正式上線）

以來的地震活動（圖 12 和圖 13），發現

當地存在幾個地震活動較少的地區，這些

區域主要都集中在中央山脈地區。但無庸

置疑的，在這次 1031 花蓮地震活動的主

震地區（圖 12，A-A’剖面中段），地震活

動也是一個相對缺乏的地區。事實上，此

地區的地震活動，一直十分明顯，但在這

此次 1031 花蓮地震主震位置附近的背景

地震活動，卻形成一個很明顯且異常的地

震空白區。將這現象連結，近期的地震活

動空白帶，也許是地震發生前的一種能量

阻礙無法順利釋放，形成一種累積的過程

（asperity; Lay and Kanamori 1981; Aki 

1984）。事實上，相關的案例，在此地區

似乎也不是唯一的案例，2012 年的磯崎

地 震 似 乎 也 可 看 到 類 似 的 現 象 （ Pu et 

al.,2014）。雖然案例不止一個，但目前此

一現象，尚無法滿足所有當地過去的觀測

資料。因此，仍無法成為可用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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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花蓮南部地區重新定位後的地震分布與震源機制。+號表示10月至12月間的地震

分布，實線則是表示活動斷層的地表位置，三角形表示測站位置。  

Fig. 10. The distribution of relocated earthquakes and focal mechanism in the southern 

Hualien area. The crosses are the relocated earthquakes occurred between October 

and December. Thelines are the outcrops of the active faults. Trianglesare the 

locations of seismic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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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花蓮南部地區兩剖面（A-A’和B-B’）的地震重定位分布剖面與震源機制。剖面中

使用的地震為位於剖面兩側2.5公里範圍內之事件。各剖面的相對水平位置標記於

圖10。  

Fig. 11. Two profiles (A-A’ and B-B’) in the southern Hualien area showing relocated 

earthquakes and focal mechanisms. The projected earthquakes are within 2.5 km 

either side of the profile. Profile locations are shown in Fi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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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花蓮南部地區背景地震活動。+號表示2012到2013年10月30日間的地震分布，實

線則是表示活動斷層的地表位置，三角形表示測站位置。  

Fig. 12. The distribution of background seismicity in the southern Hualien area. The crosses 

are the background earthquakes occurred between 2012 and October30, 2013. The 

lines are the outcrops of the active faults. Trianglesare the locations of seismic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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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花蓮南部地區兩剖面（A-A’和B-B’）的背景地震分布剖面。剖面中使用的地震

為位於剖面兩側2.5公里範圍內之事件。各剖面的相對水平位置標記於圖10。  

Fig. 13. Two profiles (A-A’ and B-B’) in the southern Hualien area showing background 

seismic activity. The projected earthquakes are within 2.5 km either side of the 

profile. Profile locations are shown in Fi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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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山地震 

南山地震發生在臺北時間 2013 年 3

月 7 日，震源深度 5.6 公里，地震規模達

ML5.9。由於地震的深度淺，在臺灣北部

地區產生很明顯的震動。宜蘭縣的南山與

臺中市的德基都有記錄到 5 的震度，在臺

北地區也產生 3 級的震度。雖然在臺北地

區產生了不小的震度，但這個地震最後並

沒有產生顯著災情。這個地震有個特別之

處，即 0307 南山地震發生前後，當地就

有許多的微震活動。因此，特別獨立整理

出這個地震的相關觀測資料。  

以 2013 年的地震資料來看，0307 南

山地震區附近有許多地震活動。分布在大

約是 30 公里乘 15 公里的範圍，地震的分

布走向是西北西-東南東（圖 14）。在地

震的分布剖面上（圖 15），地震沒有明顯

的線性特徵，且密集發生在深度淺於 15

公里的區域內。  

 

 

圖14. 南山地震群的地震分布。+號表示2013年在南山地區的地震分布。  

Fig.14. Seismic distribution under the area of Nanshan. The crosses are the locations of 

seismic activity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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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南山地區兩剖面（A-A’和B-B’）的地震重定位分布剖面與震源機制。剖面中使

用的地震為位於剖面兩側2.5公里範圍內之事件。各剖面的相對水平位置標記於圖

14。  

Fig. 15. Two profiles (A-A’ and B-B’) in the Nanshan area showing seismic activity and focal 

mechanisms. The projected earthquakes are within 2.5 km either side of the profile. 

Profile locations are shown in Fig.14. 

 

由於在主震之前，當地即有頻繁的地

震活動，因此我們便開始蒐集過去的地震

資料(以 0307 南山地震為中心，蒐集半徑

20 公里內的地震事件)，回顧當地的地震

活動（圖 16）。首先，發現 0307 南山地

震的序列開始的時間似乎早在 2011 年就

開始了。這種現象與臺灣常見的主震引發

出許多餘震活動的行為模式有很明顯的

不同。為了瞭解此地區過去是否有也類似

的地震行為，我們整理了更長期的地震活

動資料。這些資料包含了 TTSN（Taiwan 

Telemetered Seismographic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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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1989）、CWBSN（Shin et al. 2013）

與 CWBSN24 的地震資料，發現在 1976

年前後、1982 年至 1987 年、1999 年至

2001 年間，地震活動皆有明顯的增加。

除了 1976 年前後的案例外，其他案例的

地震序列皆有規模大於 5 的主震。而與

2013 南山地震序列最接近的就是 1982 年

至 1987 年的這個序列了，因為它們在最

大地震發生之前，皆有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的前震活動。這暗示如 2013 年南山地震

序列的現象，可能具有重覆性。而 1982

年至 1987 年的前一個地震序列，持續時

間很長。因此推測，此地區的地震活動，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恐怕仍是活躍的。  

 

圖16. 南山地區背景地震活動時間規模分布圖。地震樣本是以0307南山地震為中心，半

徑20公里內的地震事件。  

Fig. 16. The relation between origin time and magnitude of background seismicity in the 

Nanshanarea. The seismic samples are sorted within a radius of 20 kilometers 

related to the 0307 Nanshanearthquake. 

四、地震空間統計分析 

（一）b 值 

根據 Gutenberg 與 Richter 的研究，

地震規模與個數的對數值符合一個線性

關係（Gutenberg-Richter Law；Gutenberg 

and Richter 1954）：  

logN = a－bM 

上式的線性關係中，M 為地震規模，

N 為累積之地震個數，a 值為 logN 的截

距，用來表示該區域內地震活動頻率程

度；b 值為 Mc 以上的 G-R Law 之斜率，

表示該區域內大地震與小地震個數之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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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2013 年的地震目錄，臺灣地區

b 值 的 空 間 分 布 可 以 順 利 被 解 出 （ 圖

17）。在求解的過程中，我們首先將研究

區 域 進 行 水 平 格 點 化 （ 經 緯 度 皆 0.1

度），而深度方向則以 0 至 40 公里內的地

震為目標。計算時，每個格點以其水平半

徑 15 公里內的地震為樣本，進行 b 值的

計算。  

 

圖17.  2013年之b值與地震（ML>5）分布圖。黑色實線表示活動斷層的位置。b值大於1.1

的地區，加註+號；b值小於0.9的地區，加註-號。  

Fig. 17. The distribution of seismicity b-values and earthquakes (ML>5) in 2013. Black lines 

show the surface outcrops of the active faults. The symbol of + and - means that the 

b value larger than 1.1 and lower than 0.9, individually. 



－63－ 

我 們 進 一 步 與 當 年 的 地 震 活 動 相

比，初步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規模大於

5 以上的地震，發生的位置皆在 b 值 0.9

以下的地區。其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有

可能是主震與其之後的較大規模餘震振

盪過強，影響小地震的判讀處理，使小地

震無法完全偵測，導致地震的個數-規模

分布的斜率（b 值）下降（Wiemer and 

Katsumata, 1999）。  

整體而言，2013 年臺灣地區島內的 b

值，大多低於 0.9。根據 Wang 在 1988 年

的研究中（Wang, 1988），可以發現當時

的臺灣地區 b 值，普遍都集中在 1.0 至

1.1 間，部分地區甚至可達 1.2 以上。2013

年的數據與之相比，普遍偏低。這結果顯

示，不同時期觀測的 b 值有所差異。換言

之，臺灣地區的地震活動特徵，似乎有隨

時間變化的特性。  

（二）Z 值 

藉由 Zmap 的方法（Wiemer and Wyss 

1994），我們分析 2013 年的地震活動性與

過去的背景活動性的差別。首先，我們先

將地震目錄中，有關連性的地震（仿 Wu 

and Chiao 在 2006 的餘震序列定義條件）

先行去除，目的是想取得單純的背景地震

活動。如此一來，便有機會可以突顯前

震、餘震、群震或異常地震活動增減的特

性。接著進行 Z 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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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為地震發生率，在此用平均

60 天的個數來計算地震發生率；下標 all

為背景值的時間範圍；下標 cal 為欲分析

的目標時間（2013 年）；α 為 R 的標準差；

n 為地震發生率的樣本數； t 表示以天為

單位的時間。  

在計算 Z 值時，所使用的格點設計

與地震樣本的選取等方法，皆與 b 值的計

算相同。水平格點化是經緯度皆 0.1 度，

深度方向以 0 至 40 公里內的地震為目

標。每個格點再以其水平半徑 15 公里內

的地震，進行 Z 值的計算。  

從計算的結果（圖 18），我們可以探

討 臺 灣 島 內 地 震 主 要 增 加 和 減 少 的 地

方。在地震活動相對增加的地方（Z>1），

集中在 2012 霧台地震發生的地區、0327

與 0602 南投地震、1031 花蓮地震、與南

山地區。這些地區的地震活動度增加，皆

與當地近期的大型有感地震活動有關。而

在地震活動相對減少的地區（Z<-1），在

臺灣島內則是車籠埔斷層南段的嘉義、臺

南地區。另外，在宜蘭到花蓮間的和平海

盆地區與臺東外沿海地區到蘭嶼、綠島

間，也是相對地震活動較少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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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2013年之Z值分布圖。暖色系表示地震活動度增加，冷色系表示地震活動趨於安

靜。黑色實線表示活動斷層的位置。z值大於1的地區，加註+號；z值小於-1的地

區，加註-號。  

Fig. 18. Seismicity Z-values distribution of the year 2013, warm and cool colors show 

seismicity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respectively. Black lines show the surface 

outcrops of the active faults. The symbol of + and - means that the z value larger 

than 1 and lower than -1, indivi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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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以 2013 年 CWBSN 的監測資料來

看，我們觀測到下列幾種現象 : 

(一) 2013 年 監 測 到 的 地 震 數 量 達

45,510， 是 自 1994 年 以 來 的 第 二

高。地震量增加的區間集中在規模

小於 2 的地震，推測原因可能是由

於 2013 年的地震站數目增加所致。 

(二) 0327 與 0602 南投地震震源的位置位

於 1999 年的集集下方，此地區的強

震自集集地震後，集集地震下方的

強震活動就沒有停止過。2013 年的

兩個南投地震有可能就是集集地震

之後，當地的強震活動。  

(三) 0327 與 0602 南投地震雖然發生的時

間與位置皆很接近，但餘震活動的

趨勢卻有明顯的不同。0327 的餘震

活動集中在主震的西側淺部；0602

的餘震活動則集中在主震的南側地

區。  

(四) 1031 花蓮地震發生後，餘震活動集

中在主震的北側。餘震活動與震源

機制顯示，主震可能是一個向西傾

的破裂構造。與當地的地質構造比

對，與中央山脈斷層的位態相仿。  

(五) 0307 南 山 地 震 ， 在 主 震 發 生 前 的

2011 年開始，當地即有異常的地震

活動增加趨勢，至 2013 年底時，當

地的地震活動仍屬相對活躍。  

(六) 2013 年的臺灣地區 b 值偏低，從 b

值的空間分布來看，b 值主要下降的

地區集中在 2013 年的幾個主要強震

事件與特殊地震序列發生的位置。

推測 b 值的下降與島內的強震與地

震序列活動有關。  

(七) 與背景地震活動相比，2013 地震活

動相對增加的地方集中在 2012 霧台

地震震源區、0327 與 0602 南投地

震、1031 花蓮地震、與南山地區；

地震活動大範圍相對減少的地方則

在車籠埔斷層南段的嘉義、臺南、

高雄地區、宜蘭到花蓮間的和平海

盆地區、與臺灣本島、蘭嶼、綠島

間的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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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Seismic Activity in Taiwan Area 

Hsin-Chieh Pu, Chih-Wen Kan, Chun-Ta Chiu,  

Mei-Yi Ho, Kai-Wen Kuo, Peih-Lin Leu 

Seismological Center,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aiwan 

ABSTRACT 
In 2013, there were 45,510 local and regional earthquakes located beneath the Taiwan 

area by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his number is the largest since1999. Fortunately, most 

of them are micro-earthquakes with local magnitude smaller than 2. Depending on these 

earthquakes, this report will discuss the strong earthquakes with local magnitude larger than 

6, a particular earthquake case, an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calculated from the seismic 

catalog. There were four strong earthquakes, three of them located under the Taiwan island, 

including the 0327 and 0602 Nantou earthquakes in central Taiwan and 1031 Hualien 

earthquake in eastern Taiwan. In central Taiwan, the depths of two Nantou earthquakes were 

20 and 15 kilometers, respectively. Strong earthquakes in central Taiwan had occurred from 

time to time since the 1999 Chichi earthquake, including the 0327 and 0602 Nantou 

earthquakes in 2013. Both Nantou earthquakes have similar source parameters but quite 

different patterns of aftershocks. The aftershocks of the 0327 Nantou earthquake 

concentrated in the shallow part to the west of the man shock, while those of the 0602 

Nantou earthquake were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main shock. In eastern Taiwan, 

the hypocenter of the Hualien earthquake is located to the south of Hualien city with depths 

of 15 kilometers. According to the seismic distribution and focal mechanism, the rupture 

plain of the main shock should dip toward west and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Central 

Range fault. In terms of particular case, an earthquake sequence occurred in the upper crust 

of Nanshan area from 2011 to the end of 2013. During this period, the main shock was 

determined ML5.9 on March 7. Similar earthquake sequence could be found between 1982 

and 1986. As for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calculated from the seismic catalog, the b and z 

values would be discussed. B values lower than 0.9 appear in most areas of Taiwan, 

especially for the areas of strong earthquakes and particular earthquake sequence. 

Comparing the seismic annual activity with background (z value), seismic activity increased 

Nantou, Hualien and Nanshan areas. These anomaly areas just match the strong earthquakes 

in Taiwan island and the particular earthquake case. On the other hand, seismic activity 

decreas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Chelungpu fault, the Hoping basin, and the marine area 

between Taiwan, Lanyu, and Ludao. Theoretically, the areas with decreased seismicity have 

the potential of major earthquakes to release the cumulative tectonic stres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2013, seismic activity, 0327 Nantou earthquake, 0602 Nantou earthquake, 1031 

Hualien earthquake, 0307 Nanshan earthquake, b value, z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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