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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臺灣地區地震活動回顧 
 

蒲新杰、甘志文、邱俊達、張建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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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一共偵測到 36,762 個地震，此報告

將以這些地震資料為基礎，針對 2014 年兩個較受關注的地震個案進行研

究；同時，也會探討臺灣地區的地震空間變化。在地震案例的部分，我們

選了兩個地震。首先，在 5 月 21 日時，在花蓮的鳳林地區發生了 2014 年

規模最大(M=5.9)的地震。其發生位置與 2013 年 1031 花蓮地震的餘震主

要發生位置相近，分析其震源機制，發現亦與 1031 花蓮地震相仿，因此，

初步認定 0521 的花蓮鳳林地震可能是 2013 年 1031 瑞穗地震的餘震。 

其次是，2 月 12 日在陽明山地區發生了一個規模 4.2 的淺層(深度 6.2

公里)地震。由於地震鄰近臺北都會區與大屯火山群，因此，地震序列的分

析與討論就顯得十分重要。0212 陽明山地震是當地少有的顯著有感地震，

在其之後，有十分明顯的餘震活動，大部分的震源位置皆集中在上部地殼

中(淺於 15 公里)。計算其震後的 b 值，發現其 b 值偏高。因此，推測此震

源可能與當地的火山或地熱活動有關。 

在分析臺灣地區地震活動空間特性上，我們使用了 b 與 z 值進行討論。

在 b 值的空間分析上，有顯著偏高的地區是陽明山與龜山島。這兩個地區

有明顯的火山或地熱活動，因此推測 b 值偏高可能與此一地質構造有關。

而在 Z 值的分布上，數值有明顯偏高的地區，主要在 0521 地震的震源區、

2013 年 0307 南山地震、臺東西側的山區與龜山島地區。高 Z 值代表地震

活動度增加，而這些 Z 值偏高的地區，皆與當地近期的顯著有感地震或是

偶發的群震活動有關。低 Z 值代表近期地震活動相對於背景地震，可能相

對偏少。而 Z 值偏少的地區，在臺灣島內則是集中在車籠埔斷層北段的臺

中地區與臺灣南部的潮州斷層附近。至於外海地區，則是集中在臺灣東南

部的沿海地區與南部沿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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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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這一整年內，一共發布

了613個有感地震報告。其中，規模最大的

島內地震發生在5月21日花蓮南方、深度

16.5公里(圖1)，規模達ML5.9。地震發生後，

在 花 蓮 縣 西 林 地 區 記 錄 到 最 大 震 度 6 級

(250 ~ 400 gal)。若以臺灣地區(東經119度

至123度；北緯21度至26度)的地震活動來

看，2014年所記錄到的最大地震，則是12

月11日，發生在臺灣東北部外海的深部(深

約280公里)地震，規模達ML6.8。由於地震

的距離遠，震源又深，因此所引起的餘震

活動並不明顯。整體而言，2014年的強震

活動，較往年低(表1)。 

 

圖 1. 0521 花蓮地震所造成的地表振動等震度圖。大星號表示 0521 花蓮地震的震央位置，

小星號表示 2014 年規模大於 6 的地震震央位置(臺灣東北外海)。三角形表示臺灣地

區的地震站位置。黑色實線表示活動斷層的位置(Lin et al. 2000)。 

Fig. 1. Intensity map of the 0521 Hualien earthquake. The large and small stars indicate that the 

location of 0521 Hualien earthquake and strong earthquake (ML ≥6; at northeastern 

offshore of Taiwan island) in 2014, respectively. Triangles are the seismic stations in the 

Taiwan area. Black lines are the outcrops of the active fa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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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地震活動的空間分布。 

         Fig. 2. The location of the seismic activity beneath the Taiwan area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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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的地震活動回顧討論。這個地震目錄記錄

了臺灣島內，規模1.5以上的地震資料。以

這些地震資料為基礎，我們分析討論2014

年島內的最大地震事件。除此之外，也整

理分析地震活動特性在空間上的變化。最

後將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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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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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震觀測網與背景地震活動 

2014 年，中央氣象局的地震觀測

網（CWBSN）的地震目錄中，一共收

錄 36,762 個地震事件(圖 2)。這些地

震，皆是中央氣象局的工作人員，以

人工方式處理獲得的。主要分成 3 個

部分，一是從連續的地動資料中，摘

取出疑似的地震訊號；之後，再以人

工的方式，逐站挑選P與S波的到時；

最後，再根據地震定位的情況，調整

適當的速度模型進行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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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0 至 40 公里)的 b 值與地

震觀測資料的整體最小完整規模。其

中，最小完整規模的計算方式是根據 

Gutenberg 與 Richter 的研究，地震規

模與個數的對數值符合一線性關係

(Gutenberg-Richter Law ； Gutenberg 

and Richter 1954)。然後，計算在規模

5 以下的地震，至某個規模下限間，

資料的線性關係最佳。此時的規模下

限，便稱為最小完整規模。而線性關

係的斜率，即為 b 值。以 2014 年的資

料來算，Mc 為 1.7，b 值為 0.91(圖 3；

Wiemer and Wyss 2000)。 

圖 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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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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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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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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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The red line is the best regression of data in the gray area (1.7(Mc)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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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的地震數量已明顯小於 2013

年(圖 4)。接著，我們整理了近十年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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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站數在 2013 年一共有 144

地震站。這個地震站數目，比 2011 年的 71

個增加了一倍多，也比 2012 年的 124 個地

震站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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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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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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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 年至 2014 年間的地震活動統計表。 

Table 1. Seismicity Statistics of Taiwan Area from 2005 to 2014. 

Mag.     Year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Average 

7≦M 0 0 0 0 0 0 0 0 0 0 0.00 

6≦M＜7 2 5 2 0 4 2 0 3 4 1 2.3 

5≦M＜6 26 18 16 19 21 32 15 21 19 22 20.9 

4≦M＜5 238 209 149 166 184 133 147 150 152 138 166.6 

3≦M＜4 1,487 1,582 1,568 1,513 1,583 1,253 1,347 1,102 1,183 1,068 1368.6 

2≦M＜3 9,334 8,473 8,065 8,461 9,220 8,814 8,505 7,109 8,458 7,478 8391.7 

1≦M＜2 10,527 7,574 6,446 7,870 9,029 12,496 11,333 18,769 27,590 21,309 13294.2 

M＜1 479 198 175 376 318 543 448 4,219 8,104 6,747 2160.7 

Total 22,093 18,059 16,421 18,405 20,359 23,273 21,795 31,373 45,510 36,763 25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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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島內深度小

於40公里的範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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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的結果，右圖為 2014 年的結果。三角形表

示地震站的位置。”+”表示 MC 高於 1.5，”-“表示 MC 小於 1.5。 

Fig. 5. The magnitude completeness in 2013 (left) and 2014 (right). Triangles indicate the 

location of seismic stations.”+” and ”-“ show MC larger and lower than 1.5,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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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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種的震源

機制，其解算方式有所差異。初動解是由

地震的上下動資料決定出地震的破裂面與

其輔助面。而CMT則是運用波形擬合的方

式，解算震源的破裂面與其輔助面。初動

解的震源機制，一般可針對一些被地震網

包覆較佳的地震進行，此時不論地震大小，

何種速度模型，皆可進行震源機制的分析

(Honda,1957)。而 CMT 的震源機制，運用

了低頻的地震訊號，模擬複雜的震源特性

(Dziewonski et al., 1981; Sipkin, 1982; 

Kawakatsu, 1995)。此方法對地震的位置要

求相對低，地震不一定要全然位於地震網

內才可獲得解析。惟此方法，受限於運算

條件(如運算時效)的限制，使用的速度模型

的建立相對簡單。因此，在解算時，目前

僅針對能產生相對低頻(0.01~0.08 Hz；甘志

文等，2015)的地震事件，進行解算。在 2014 

年間，一共解出了 226 和 143 個震源機制

的初動與地震矩張量解(圖 6)。由於 2014 

年，臺灣島內並沒有強震活動，整體的地震

活動相對於 2012 與 2013 相對寧靜(蒲新杰

等，2015a & b)。因此，2014 年所解出的震

源機制數量，要比前兩年都略低。 

 

圖 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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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provided by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he first 

motion and CMT solutions are plotted at left and right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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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震個案 

(一) 0521 花蓮鳳林地震 

2014 年，全臺島內沒有任何規模>6 的

強震發生，而島內最大地震，則是 5 月 21

日 8 點 21 分發生在花蓮縣鳳林鎮發生芮

氏規模 5.9、深度 16.5 公里的地震，如圖

7.1.1。全臺有感，最大震度 6 級在花蓮西

林，所幸後續並未帶出大量餘震，各地也

沒有災情傳出。 

從時間序列上來看，2014 年鳳林

地震周邊的地震活動(圖 7)，早在 2013

年 10 月 31 日花蓮瑞穗地震後，就有

明顯增加。相反的，在 2013 年 10 月

31 日之前，當地雖然也有地震活動，

卻十分稀少。再從空間上來看(圖 8)，

2014年鳳林地震與2013年瑞穗地震，

震央距在 15 公里以內。2014 年鳳林

地震的位置，在 2013 年瑞穗地震北方。

從過去 2013 瑞穗地震的分析結果中

可以發現，瑞穗地震發生後，多數的

餘震皆集中在震源北側(圖 8)，也就是

這次鳳林地震發生的地區。理論上來

說，瑞穗地震的規模夠大(ML6.4)，其

破裂面長度可能達 10~30公里(顏銀桐，

2002)。因此，把鳳林地震與瑞穗地震

做連結，亦屬合理。從地震的剖面分

布來看，我們沿地震序列分布的垂直

方向，做一個 AB 剖面(圖 9)。結果發

現，地震序列的位態似乎呈一高角度

向西傾的態勢。這個態勢，與 2013 年

瑞穗地震相比(圖 9)，可發現他們之間

存在著很高的相似性。基於這些現象，

初步認定，鳳林地震可能是瑞穗地震

的餘震之一。換言之，這兩個地震很

有可能是由相同構造的活動所造成

的。 

圖 7. 氣象局地震目錄中，以 2014 鳳林地震震源為圓心，半徑 5 公里內的地震活動。 

Fig. 7. Magnitude-time plot of the local seismic activity within 5 kilometers relat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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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center of 0521 earthquake in 2014. 

圖 8. 2013 年地震分布(符號說明請參考右的說明)與 2014 年 0521(black star)的震央位置。 

Fig. 8. Seismic distribution in 2013 (index at up-right corner) and the epicenter of 0521 

earthquake (black star)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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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2014 年 0521 地震之後的地震分布與 CMT 震源機制(黑點代表 2014 年的 0521 地震，

紅星代表 2013 年的 1031 地震)。地震資料的時間段為 2014/5/21~2014/12 間。上圖

為震央分布圖，下圖為 AB 剖面的地震分布圖，投影於剖面的事件包含前述的兩個

震源機制(後半球投影)與地震位在 A-B 線兩側 5 公里內的事件。 

Fig. 9. Seismic distribution after the 2014/05/21 earthquake and CMT solutions of 05/21 event 

in 2014(black cricule) and 10/31 event in 2013(red star). Seismic events (circles) 

plotted in this figue were those occurred during May 21 and December 31 in 2014. 

Upper figure is the seismic distribution. Lower figure is the seismic profile along the 

A-B line marked on the upper figure. Focal mechanisms (rear hemisphere) mentioned 

above and seismic events located within 5 kilometers at both sides of the A-B line were 

plotted at the lower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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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0212 陽明山地震 

2014 年 2 月 12 日 8 點 21 分 14.0 秒，

於臺北市士林區的陽明山地區發生芮氏規

模 4.2、深度 6.4 公里的地震（圖 10)。臺

灣本島北部地區皆有感，最大震度 4 級在

臺北市陽明山。這個地震，在過去的地震

監測中，算是十分少見的有感地震。所幸，

震後當地未再有顯著有感地震發生，因此

後續並未造成災情。 

事實上，陽明山地區 (東經 121.4 至

121.8 度；北緯 25 至 25.4 度；深度 0 至 40

公里)在過去的監測歷史中，地震活動都不

是很明顯。在中央氣象局的地震目錄中，

除了 80 年代，曾有比較長一段時間，地震

活動較明顯外，其他時期的地震活動皆不

活躍。在這段時期內，除了地震活動較多

外，並無規模較大的顯著有感地震發生。

而在當地過去的紀錄中，規模最大的地震

活 動 ， 則 發 生 在 這 個 地 震 活 躍 期 之 後 的

1988 年。之後，當地地震活動就明顯的下

降了(圖 11)。除了 80 年代的地震活動外，

當 地 只 是 偶 爾 發 生 一 些 短 時 間 的 群 震 活

動，例如 2009 年 10 月(Pu et al., 2014)。近

期，則是在 2014 年 1 月 2 日與 2 月 12 日，

分別在內湖與陽明山地區發生少見的有感

地震。相較於臺灣其他地區，此地區的有

感地震規模都偏小。跟 1988 年的地震相

比，2014 年 0212 地震同樣是當地少有的地

震，但這種地震之後，地震活動就下降的

很快，與 1988 年的地震性質相似。 

在陽明山地區，最明顯的地質構造，

不外乎火山與山腳斷層。以 24 位元的資料

來看，雖然地震定位的精度與數量，不一

定能討論到 2014 年 0212 地震的發震機

制。但判識地震的能力，並不會受到太大

的影響。因此，我們試著計算這個地區，

2014 年的地震活動b值(圖 12)。結果發現此

地區，2014 年的b值明顯的比一般臺灣地區

的b值高出許多。一般而言，臺灣地區的b

值多半在 0.9~1 之間，而陽明山地區則高達

1.4。此偏高的b值，一般認為與火山或地熱

活動有關(McNutt, 2005)。主要是由於火山

或地熱活動，代表了流體的存在。而其存

在，會降低了地層的承受應力的強度，因

此造成小地震的發生次數頻繁。目前，在

大屯火山地區，地表有明顯的地熱活動；

地下的部分，則有部分研究推測可能有岩

漿庫的存在(如Konstantinou et al., 2007)，

而其位置，在七星山與大油坑間，深度則

是推估在這區域微小震的震源下方。雖然

目前難以明確的說明這些地震活動與當地

的 地 熱 或 火 山 活 動 相 關 ， 但 可 以 確 定 的

是，區域的地質特性，影響了這個地區的

地震活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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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2014 年陽明山地區(東經 121.4 至 121.8 度；北緯 25 至 25.4 度)的地震(圓形)、測站

(三角形)與斷層(細實線)分布。黑星代表 2014 年的陽明山地震震央。 

Fig. 10. Seismic distribution in 2014(circles), station locations (triangles) and the fault trace 

(thin solid line) in the Yangming mountain area (Longitude: 121.4 ﾟ E~121.8 ﾟ E; 

Latitude: 25 ﾟ N~25.4 ﾟ N). Black star represents the epicenter of Yangmingshan 

earthquake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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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陽明山地區每月地震個數與地震的累積能量換算之規模隨時間變化統計圖。第 1 個

圖表是統計在陽明山地區的每月地震活動個數。第 2 個圖表則統計陽明山地區規模

大於 2 地震的每月地震活動個數。第 3 個圖表則是每月規模大於 2 的地震事件，其

能量累積後換算所得的地震規模。 

Fig. 11. The statistic variations of monthly seismic numbers and cumulative magnitude along 

time series in the Yangming mountain area. The first panel indicates the variation of 

monthly seismic numbers in the Yangmingshan area. Differently, the data in the 

second panel is extracted from previous data by local magnitude larger than 2. The 

third panel shows the monthly cumulative magnitude of the data in the second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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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2014 年陽明山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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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下圖為個數與規模的關係。此圖的最小完整規模為 1.7。紅線是規模介於最小

完整規模 (Mc)~3.0 之間的最佳資料回歸線。 

Fig. 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ismic numbers and magnitude around the Yangming 

mountain area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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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The solid line is the best regression of data in 

the gray area (Mc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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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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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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在

求解的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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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014 年 b 值與地震(ML5)分布圖。黑色實線表示活動斷層的位置。 

     實心圓符號表示震源深度淺於 40 公里且規模5 的地震事件，“+”表示 b 值高於 1，

“-”表示 b 值小於 1。"。 

Fig. 13. The distribution of seismicity b-values and earthquakes (ML 5) in 2014. Black lines 

show the surface outcrops of the active faults. The close circles indicate the epicenters 

of seismic events with focal depth shallower than 40 kilometers and magnitude  5. ”+” 

and ”-“ show seismic b-value larger and lower than1,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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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 b 值分布，有幾個地區明顯

偏高。首先是陽明山地區，早期中央氣象

局在此地區的地震觀測並不多，因此很難

監測到當地的地震活動。自 2012 年起，由

於地震觀測網加密，偵測到許多陽明山地

區的微震活動。因此，才有較充裕的資料

分析當地的 b 值特性。而當地主要的地質

構造為火山與斷層，由於當地的斷層活動

並不明顯，反倒是火山與地熱特性極為明

顯。一般觀測到高b值特性，多半與火山與

地熱活動有關(McNutt, 2005)。因此，推測

陽明山地區的高 b值特性與此地質特性有

關。相同的，龜山島地區也是一個典型的

火山活動明顯的地區，除了海面以上的龜

島山是早期因火山活動產生的島嶼外，在

其海底，亦有許多高溫的熱流分布於其四

周。其地熱與火山活動特性要比陽明山地

區更明顯，因此不難想像，此地區的地震 b 

值亦當偏高。  

(二) Z 值 

藉 由  Z map 的 方 法 （ Wiemer and 

Wyss, 1994），我們分析 2014 年的地震活動

性與過去的背景活動性的差別。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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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天

的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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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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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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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1 地震震源區、2013 年 0307 南山地震

震源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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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西側山區與龜山島地區，則與近期在

當地一些明顯的群震發生有關。地震活動

相對減少的地區(Z<-1)，在臺灣島內則是集

中在車籠埔斷層北段的臺中地區與臺灣南

部的潮州斷層附近。至於外海地區，則集

中 在 臺 灣 東 南 部 沿 海 地 區 與 南 部 沿 海 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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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2014年之Z值分布圖。“+”表示地震活動度增加，“-”表示地震活動趨於安靜。

黑色實線表示活動斷層的位置。 

Fig. 14. Seismicity Z-values distribution of the year 2014. “+” and “-” show seismicity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respectively. Black lines show the surface outcrops of the 

active fa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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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以 2014 年CWBSN的監測資料來看，

我們整理出下列幾個結論: 

(一)2014 年監測到的地震數量達 36,762 個，

地震活動已較 2013 明顯下降。 

(二)0521 花蓮鳳林地震初步認定，可能是

2013 年 1031 瑞穗地震的餘震。 

(三)0212 陽明山地震是當地少見的顯著有

感地震，其後，有十分明顯的餘震活動，

大部分的震源位置皆集中在上部地殼

中(淺於 15 公里)。計算其震後b值，發

現其b值偏高。推測此可能與當地的火

山或地熱活動有關。 

(四)2014 年的b值分布，在陽明山與龜山島

地區明顯偏高，應與火山或地熱活動有

關。 

(五)2014 年的Z值增加地區有 0521 地震震

源區、2013 年 0307 南山地震震源區，

與當地近期的大型有感地震活動有關；

臺東西側山區與龜山島地區，則與近期

在當地一些明顯的群震發生有關。 

(六)Z值減少的地區，在臺灣島內則是集中

在車籠埔斷層北段的臺中地區與臺灣

南部的潮州斷層附近。至於外海地區，

則是集中在臺灣東南部沿海地區與南

部沿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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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4, there were 36,762 local and regional earthquakes located beneath the Taiwan area by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On the basis of these observations, this report investigated not only the 

concerned earthquake cases, but also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seismic activity in Taiwan. In terms of 

concerned earthquakes, two cases were selected. The first case is the maximum local earthquake (ML 

5.9) in Taiwan area which occurred at Fonglin, Hualien County on May 21, 2014, named 0521 

earthquake. We found that the source parameters, including the location and focal mechanism, of 

0521 earthquake are similar to 1031 strong earthquake in 2013. For this reason, we preliminarily 

suggested that 0521 earthquake might be one of the aftershocks of 1031 strong earthquake in 2013. 

The second case is the ML 4.2 Yangmingshan earthquake (0212 earthquake) occurred at 

uppermost crust on February 12 with depth of 6.2 km. This earthquake was located beneath Tatun 

volcano group (TVG) bordering on Taipei city where felt earthquakes are rare. Thus, it is valuable 

and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0212 earthquake. After 0212 earthquake, a lot of 

aftershocks were detected, and most of these events were located at upper crust with depth less than 

15 km. The seismic b value of this earthquake sequence was relatively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value 

in Taiwan area. Therefore, we suggested that this earthquake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volcanic or 

geothermal activity. 

    We discuss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 activity in Taiwan using seismic b and 

Z-values. In this report, high b values were found at Yangmingshan and Turtle Island where volcanic 

and geothermal activities are common. This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 could be a possible reason to 

explain our observation, a high b value in the Yangmingshan and Turtle Island. High Z-values were 

found at the source area of 0521 earthquake, 0307 Nanshan earthquake source area in 2013, the 

western mountain area of Taitung, and Turtle Island. High Z-values, indicating the increase of seismic 

activity, were related to recent local felt earthquakes and earthquake swarms. On the other hand,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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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values, implying less seismic activity, were concentrated o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elungpu fault, 

Chaochou fault in the southeastern, and southern offshore areas of Taiwan. 

Key words: 2014, seismic activity, 0521 Fonglin earthquake, 0212 Yangmingshan earthquake, b value,   

Z-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