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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震！七星潭 
-美崙斷層研究- 

 
摘要 

 
本研究透過實地考察瞭解美崙斷層現況，設計黏土實驗模擬板塊碰撞造成隆起與斷層形

成過程，並模擬海岸山脈斜撞台灣本島以瞭解美崙台地及美崙斷層形成機制，利用 TEC DATA 

CENTER 地震資料針對花蓮外大三角三個地震密集區進行空間、時間及深度繪圖並進行比對分

析。 

模擬實驗結果顯示，板塊擠壓使岩層隆起而在對側山麓產生平行推板的斷層構造線，並

衍生許多分支斷層，持續推擠時沿施力方向逐漸遠離推板陸續有新的斷層線產生，此結果與

台灣主斷層的發育順序相同。模擬海岸山脈推擠，在推板北側出現階狀台地構造，台地外圍

有明顯斷層線，顯示美崙台地及美崙斷層是因海岸山脈推擠所產生。 

空間分佈分析顯示，花蓮外海大三角震源分佈及能量釋放特徵與海域地形與菲律賓板塊

的斜向碰撞有關，在花蓮區與東部外海區釋放較多的能量。 

時序分析顯示，花蓮區規模 6 以上能量釋放可能存在 35 年至 40 年短時距重現週期，若

真的存在，則下一次出現可能落於 2020 年至 2025 年之間。 

比對分析顯示，花蓮區與東部外海區大規模能量釋放時約略都出現在對方平緩期，東部

外海區的地震活動值得關注。 

美崙斷層屬能量釋放頻繁的第一類活斷層，過去至少曾有過九次大規模斷層錯動，60

年前七星潭地表破裂面兩側，現已蓋起多處高樓層渡假飯店，公共安全問題有關單位應予以

注意。 

 

一、 研究動機 
 
    人們常因不瞭解而害怕，日本的 311 大地震給了我們一次震撼教育，國科會古地震研究

指出未來美崙斷層再發生強地震機率相當高，引發就居住在美崙斷層附近的我們想去瞭解這

條曾在 60 年前引發花蓮大地震斷層的動機，因此做為這次科展的研究主題。 

 

二、研究目的 
 

（一）透過文獻研讀及現埸考察瞭解美崙斷層的成因與現況。 

（二）透過實驗模擬觀察隆起過程中斷層線的發展特徵，並驗證美崙台地與美崙斷層的

形成機制。 

（三）分別擷取 TEC DATA CENTER 地震資料中花蓮、南澳、及（經度 122.5,緯度 24）容

易發生大規模地震的所謂花蓮外海大三角，對此三區較大規模地震(規模 4 以上)

的空間分佈、時序分佈與深度分佈進行繪圖及分析比對，期望找出此三區釋放能

量的相關特徵。 

 

三、研究之器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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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台灣板槐運動示意圖 

摘自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認識地震工程手冊 

圖二  板塊推擠產生斷層示意圖 

摘自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認識地震工程手冊 

電腦、Google earth 衛星照、50cm×50cm 合

板、高嶺土、Origin 統計繪圖軟體、TEC Data 

Center 地震資料庫。 

四、文獻探討 
 

約一千萬年前，向西北移動的菲律賓海板塊

與歐亞板塊碰撞在一起，將當時位在台灣附近

淺海大陸棚上的沈積層與岩層推擠隆起，露出

海面形成台灣島。此碰撞至今仍在進行，台灣

島一直持續地成長並抬升擴大。在 300 萬年

前，火山島弧的北端(海岸山脈)，開始與台灣

島發生接觸，更加速了台灣島的抬升。並將中央山脈整

個推起，因為是斜撞，也將中央山脈之走向在花蓮以北

轉向東北（即蘇花公路的範圍），形成一阻

牆，遂抬起花蓮北方米崙台地。菲律賓板塊

至此無處可去，在花蓮附近以 45°度俯角向北

向下隱沒，到宜蘭外海已達 300 公里深。如

圖一所示。此一「頭對頭」的碰撞使宜蘭至

花蓮間成為台灣絕大部份地震誕生地。 

台灣東部地區受菲律賓海板塊碰撞 

擠壓與摩擦，過程中產生變形累積能量 

，直到地層無法承受而斷裂，將累積的 

能量在一瞬間釋放出來，引發地震造成 

地層破碎，形成斷層。(如圖二所示)  

 

 

 

 

 

 

 

 

 

 

 

 

 

 

 

 

 

 

 

 

 圖三  台灣地區活動斷層分佈圖 
圖四  規模 4 以上地震分佈 

摘自：『台灣地區板塊運動與地震活動』

圖五 規模 4 以上地震分佈 

(疊合海域數值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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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斷層受板塊運動作用而常導致上下盤錯動位移，此類斷層稱為活動斷層，活動斷層為

岩層較脆弱部分，再發生大規模錯動機會較大。圖三為台灣地區活動斷層的分佈圖，本次研

究的主題「美崙斷層」屬錯動最頻繁的第一類活動斷層。圖四為利用 GOOGLE EARTH 套疊摘

自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王乾盈所長：『台灣地區板塊運動與地震活動』，自 1973 年至 1996

年規模 4 以上的地震分佈圖，圖四中可清楚看出規模 4 以上地震絕大部份發生在東部外海，

尤其集中在所謂的「花蓮外海大三角」這三個點【花蓮、南澳、及（經度 122.5,緯度 24）】。

再進一步套疊台大海研所與國科會海洋資料庫所繪製的台灣海域數值地形圖(圖五)，更可清

楚看出「花蓮外海大三角」 的地震確為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北碰撞並向北隱沒所造成。另外

有一條在宜蘭外海之東西向線型分佈為張裂性沖繩海槽所在。 

花蓮外海大三角的三個角皆為地震密集區，為菲律賓板塊與歐亞板塊的擠壓區或隠沒

帶，地震的發生都是由於菲律賓板塊的碰撞，動力來源相同，猜想此三地區的地震是否存在

某種關聯性，又左下角花蓮密集區與美崙斷層相距甚近，此區域的能量釋放極可能引發美崙

斷層的再度錯動，因此將花蓮外海大三角切出三個密集區區塊，對過去地震記錄進行比對分

析，期進一步瞭解此區域能量釋放的特性或規則性。 

所切區塊範圍如圖六所示 

 
 

 

 

 

 

三分析區經緯度範圍如下 

 經度 緯度 

花蓮區 E121.60-E121.90 N23.80-N24.10 

南澳區 E121.80-E122.10 N24.35-N24.55 

東部外海區 E122.35-E122.65 N23.85-N24.15 

圖六 花蓮外海大三角 

三個紅框為本次科展地震分析區塊 

花蓮區花蓮區花蓮區花蓮區    
東部外海區東部外海區東部外海區東部外海區

南澳區南澳區南澳區南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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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黏土實驗模型 

五、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實地考察： 
從文獻資料中我們找到 60 年前花蓮市發生大地震時地表破裂面的地質資料，透過

Google Earth 套疊確認了當時地表破裂的確實位置，小組成員決定沿著破裂線進行考察，

以瞭解美崙斷層目前的狀況。 

 

（二）黏土實驗設計： 
 

    為驗證文獻研讀中圖二推土機模型所示：「板塊

推擠使原本連續的內陸地層發生斷裂形成斷層」。

故以黏土模型來模擬板塊推擠古台灣隆起及海岸

山脈碰撞產生美崙台地與美崙斷層的過程。由於本

研究主要想探討美崙斷層，模擬範圍北自南澳，南

至海岸山脈南段，而西包含中央山脈以西，東以推

板代表海岸山脈。模型大小取 40cm×25cm 如照片 1

所示，模型主要的地體有阻板(代表歐亞板塊)、推

板(代表海岸山脈)、黏土材料(代表古台灣及前陸

沉積物)。 

  實驗操作分兩階段，第一階段先推擠黏土，將隆起部分視為因板塊碰撞而出露於水面的

古台灣，補充沉積物後。以推板模擬海岸山脈向西北方向斜推，每推動 1 公分拍照紀錄。 

 

（三）花蓮外大三角地震紀錄分析 
 

  如圖六所示，於 TEC Data Cente 網站切取地震發生密度最大三大區域(花蓮區：東經

121.60-121.90，北緯 23.80-24.10、南澳區東經 121.80-122.10，北緯 24.35-24.55、東

部外海區：東經 122.35-122.65，北緯 23.85-24.15)1905 年至 2010 年規模 4 以上地震紀

錄，透過電腦程式進行空間分佈、時序分佈及深度分佈的繪圖與比對分析。 

  台灣的地震觀測雖早從 1897 年就開始，但由於早期儀器放大倍率小，深度誤差大，僅記

錄到較大的地震，再加上光復後至 1970 年觀測幾近停擺，故除時序分析外，僅對 1970 年

後的紀錄進行深度與空間分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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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 七星潭為花蓮知名景點如今在當年破

裂線兩側蓋起大型渡假飯店有些還在興建
照片 1-2 訪談親身經歷過花蓮大地震老

先生，述說當年發生大地震的情景 

照片 1-3 面向東南，大地震前原為平

地，破裂後形成約 1.6 米落差，為方

便村人行走填土成斜坡 

照片 1-5 美崙空軍營區內之崖下斷層

池為當年花蓮大地震地表錯動痕跡 

照片 1-4 美崙空軍營區內一長條狀隆

起土坡當年大地震地表錯動痕跡 

照片 1-6 當年大地震後破裂面經過

忠烈祠牌樓造成柱斷梯毀景像 

照片 1-7 改建後忠烈祠現狀 

照片 1-8 當年中華路上鐵軌大地震時嚴重彎曲

變形現已改建成兩排狹窄商店如右照 

照片 1-9 舊鐵道附近設置鐵道文化園區 

留下一小段鐵軌供人追憶 

六、結果 
（一）實地考察結果： 
  實地考察及訪談結果配合地表破裂面地質資料，以照片對照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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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黏土實驗結果： 

 
照片 2-1 

 
照片 2-6 

 
照片 2-2 

 
照片 2-7 

 
照片 2-3 

 
照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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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4 照片 2-9 

  
照片 2-5 照片 2-10 

 

（三）TEC Data Center 地震紀錄繪圖結果： 
 

1111、、、、震源空間分佈震源空間分佈震源空間分佈震源空間分佈：：：：    

 1970 年~2110 年擷取如圖六三個地震密集分析區 TEC Data Center 地震紀錄以 ORIGIN8.5

統計繪圖軟體依不同地震規模繪製此三區域地震的空間分佈圖，所得結果如下： 

 

花蓮區 南澳區 東部外海區 

  
 

圖 3-1-1 圖 3-1-4 圖 3-1-7 

 
 

 
圖 3-1-2 圖 3-1-5 圖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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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圖 3-1-6 圖 3-1-9 

 

2222、、、、地震時序分佈地震時序分佈地震時序分佈地震時序分佈：：：：    

 

   TEC Data Center1905 年~2010 年三分析區地震資料以 ORIGIN8.5 繪製同區域不同規模地

震時序分佈圖，及三區同規模地震時序分佈圖，所得結果如下： 

 

 
圖 3-2-1 

 
圖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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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圖 3-2-4 

 
圖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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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3333、、、、地震深度地震深度地震深度地震深度分佈分佈分佈分佈    

    

1970 年~2110 年三分析區地震資料，將深度四捨五入後以 ORIGIN8.5 繪製各區不同規模發生

深度統計圖，所得結果如下： 

 

   
圖 3-3-1 圖 3-3-2 圖 3-3-3 

   
圖 3-3-4 圖 3-3-5 圖 3-3-6 

   
圖 3-3-7 圖 3-3-8 圖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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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造山運動與斷層 

摘自台大地質科學系網站教材 

七、分析與討論 
 

  （一）實地考察： 
 

由於時間已過了 60 年，各種修復工程及建築更迭，除美崙空軍營區內一長條狀隆起土

坡(照片 1-4)及營區內與華大美崙校區內的崖下斷層湖(照片 1-5)等地表破裂錯動外，當年

大地震後地表破裂面的景像早已不復見。為找到更多的證據，我們在七星潭舊社區訪談了

幾位老者，一位老漁夫面向海洋指出沿著地表破裂線的近海海域，在破裂線右側的深度明

顯較左側深度淺，他猜測此差異與美崙斷層的活動有關。另一位親身經歷驚恐大地震的老

者，(照片 1-2)引導我們至一條前往望海樓方向的小徑，小徑上有一小段落差約 1.6 米的

斜坡(照片 1-3)，他指出這一帶原本是平地，地震後造成東側隆起，村中為方便行走才將

此處填土成斜坡。 

破裂面往南經華大美崙校區後，幾與尚志路重疊，,破裂線與美崙溪兩處交疊處早已被

修築成堤防，更往市區處變化更大，因此上網尋找紀錄照片，在能確認位置的地方拍下目

前狀況在報告中一起陳列，做為今昔對照。 

照片 1-6 為當年大地震後破裂面經過忠烈祠牌樓造成柱斷梯毀景像，照片 1-7 為改建後

忠烈祠現狀；照片 1-8 為大地震後造成中華路上鐵軌大角度彎曲情形，物換星移，北迴鐵

路通車後，當年舊鐵道成為兩排狹窄商店街，附近僅於鐵路文化園區留下一小段窄軌鐵軌

(照片 1-9)，給老花蓮人追憶當年。 

整個實地考察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如照片 1-1 所示：當年大地震破

裂面的起點「七星潭」由於是花蓮的知名景點，近年來出現高層樓的渡假飯店，有些仍在

興建中，在斷層線上本不適合蓋任何建築物，何況是人數流量大的高樓渡假飯店。921 嚴

重傷亡的區域主要便在臨近斷層帶兩側，這樣的殷鑑不遠，何況美崙斷層是一條被列為活

動頻繁的第一類活斷層。  

 

  （二）黏土實驗： 
 

照片 2-1~2-5 為模擬陸前沉積物及岩層受菲律賓板塊推而浮出水面的過程。在照片中

可清楚看出古台灣島在板塊推擠下逐漸隆起，推擠過程中當變形超過模型所能承受，模型

即出現破裂線，同時隨著持續推動，破裂線更加明顯，並呈現錯動現象而形成所謂的逆斷

層，而破裂構造線出現在隆起背面山麓區，此現象與文獻探討中圖三台灣地區活動斷層分

佈圖吻合。 

照片 2-2 顯示推動兩公分時即開始出現斷層線，從照片中可看出破裂構造線大致平行

推板，由於主斷層線附近材料破碎且較為脆弱，在持續受力下發展出許多分支斷層，這些

分支斷層由主斷層衍生而出並與主斷層夾小角度，因此在主斷層構造線附近出現密集斷層

線，也使此區域材料更為破碎。 

照片中同時顯示，當推板持續推擠，新的斷層構造線也

持續產生，而產生位置逐漸沿施力方向移動，即擠壓所產生

的逆斷層，其產生順序是由隆起背面山麓(近推板)，沿施力

方向逐次遠離推板方向發育，此現象與台灣斷層隨著造山運

動產生的發育順序相同。(如右圖圖七) 

照片 2-6~2-10 為模擬山岸山脈由西北向碰撞台灣本島

造成美崙台地升起及美崙斷層的產生過程。 

照片 2-8 顯示當推板往西北推(西側兩公分)時，推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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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米崙台地階地圖 
摘自中央地質調杳所-活斷層報告-美崙斷層 

圖九台灣附近海域地形 

摘自台大海洋學門資料庫網站 

緣附近的黏土受到北側山脈的阻擋已有些微隆升的現象，

當再繼續推擠隆升現象更加明顯，同時黏土模型出現階地

特徵(照片 2-9)，再進一步西北推，階地數目進一步增加

外，沿台地外圍出現了明顯的斷層線(照片 2-10)。比對右

圖圖八，民國 93 年中央地質調查所公佈活斷層調查報告—

米崙斷層文中的米崙階地圖，有許多相近之處。顯示美崙

台地及美崙斷層是由於海岸山脈與古台灣碰撞所產生。九

個高度不同階地群代表過去米崙斷層至少曾有過九次大規

模的斷層活動(大地震)，此意味著只要碰撞持續進行，大

規模斷層活動將無可避免地將會再發生。 

 

  （三）地震紀錄 
本次研究所切割的三個地震密集區對照右圖圖九台

大海研所與國科會海洋資料庫所繪製的台灣海域數值地

形圖，可看出其各自對應的位置分別為：花蓮區對應菲律

賓海板塊西北邊緣與台北本島的碰撞點；南澳區對應菲律

賓板塊西北端與進入隱沒區的鞍點；東部外海則為菲律賓

海板塊向北沒入歐亞板塊的增積岩體區。 

在一開始進行科展時曾討論過地質事件動輒數萬年

甚至數百萬年，區區一百年的紀錄似乎意義不大，更何況

有紀綠的這一百年間，早期紀錄由於儀器簡陋，中期儀器

損壞及幾近停擺，完整紀錄僅剩最近 40 年，這樣的紀錄是

否具有分析的意義與價值？老師鼓勵我們說每一份科學紀

錄都極具價值，在過去的歷史中有意義的研究從來就不是

資料完備下所進行，更何況若能在這近百年的紀錄中分析

出一些特徵，對於我們現在所擔心的可能事件，更具有意義。底下是老師與小組們在多次

分析討論後的整理。 

    

1、震源的空間分佈震源的空間分佈震源的空間分佈震源的空間分佈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圖 3-1-1~圖 3-1-9 是 TEC Data Center1970 年~2010 年地震紀錄以 ORIGIN8.5 繪

出三區不同規模的震源空間分佈圖。 

(1)地震次數與能量釋放： 

花蓮區與東部外海區釋於的能量與頻率明顯較南澳區多出許多，這樣的特徵

應與菲律賓海板塊的碰撞特性有關。比對台灣附近海域地形與菲律賓板塊的推擠

方向，可看出菲律賓板塊是往一個角度逐漸縮小的區域推擠，向西的能量除使台

灣持續隆起，其餘便在台灣東側碰撞點附近的岩層間釋放，即我們資料分析中的

花蓮區。而向北推擠的作用使得菲律賓板塊從琉球海溝沒入歐亞板塊下方，伴隨

隠沒過程釋放岩層間能量，故東部外海的地震主要分佈在增積岩體。往角度逐漸

縮小的區域推擠，此兩處耗掉了大部分的能量，而剩餘的能量則在碰撞的左上角

南澳區釋放，因此此處不管是能量釋放或是地震次數都明顯較前兩處為少。 

(2)震源空間立體分佈： 

圖 3-1-1~圖 3-1-9 中顯示花蓮區的震源發生位置較為分散，而南澳區與東部

外海區則相對較為集中，這樣的特徵主要是三區的碰撞模式不同及岩層差異所造

成。花蓮區是菲律賓板塊直接碰撞，同時此區是較重的海洋板塊跨在大陸板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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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震的發生主要是釋放因岩層變形所累積的能量，圖 3-1-1 規模 4-5 顯示震

源密集，意味著岩層破碎度高，此特性與黏土模型實驗中主斷層衍生多分支斷層

而使斷層線密集材料高度破碎結果具一致性。圖 3-1-2 規模 5-6 的地震分佈圖中

看出從 10 公里到 50 公里的深度中存在數條幾近平行的斷層線。 

圖 3-1-4 規模 4-5 震源分佈可看出集中在右上方，左下角幾乎沒有，這符合

我們一開始的地形分析，南澳區正位於為菲律賓板塊西北擠壓終點轉成向下隠沒

起點的鞍部，一方面板塊能量傳遞至此已大幅削弱，對古台灣陸塊影響有限，主

要作用於鞍部上的沉積岩層，故能量釋放集中在這個區域。我們推測此區域能量

釋放時的錯動方向應與隠沒有關而與花蓮區的直接推擠有明顯不同，此部分值得

進一步研究。 

東部外海區為菲律賓板塊隠沒琉球海構的增積岩體區，增積岩體有如輸送帶

上的物質隨輸送帶隠沒時被阻擋隠沒帶的入口與淺處並堆積而成，故能量釋放集

中在淺層，所以圖 3-1-7 顯示此區域地震高度集中在淺層是合理的現象。而圖

3-1-8 顯示未被阻隔在入口與淺層的岩層隨著板塊隠沒至較深處時因磨擦與擠壓

變形所累積能量超過岩層負荷產生較大規模的能量釋放，震源的分佈合理可視為

隠沒帶向下延伸的區域，圖 3-1-8 顯示菲律板塊在東部外區約以 45
0
角向北向下沒

入歐亞板塊。 

         (3)大規模能量釋放空間分佈： 

近 40 年規模 6 以上的地震在花蓮區與南澳區都僅出現兩次，相對東部外海區

大規模能量釋放現象較為活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花蓮區這 40 年來兩次規模 6-7

地震是發生在同 1986 年 11 月 14 日同一天，圖 3-1-3 顯示兩震源有一段距離再往

前追上次發生規模 6-7 的時間正是 1951 年花蓮大地震時所出現的餘震，當年大規

模地震也呈現在相距一段距離外出現連續性釋放，即為文獻中所指的系列震。兩

次大規模系列震相隔 35 年，自 1986 至今 2012 已有 26 年未再出現大規模系列震，

其中所累積的能量值得注意。 

 

2、地震資料的時序分析地震資料的時序分析地震資料的時序分析地震資料的時序分析 

 

(1)花蓮區： 

   圖 3-2-1 是花蓮區百年來不同規模地震出現頻率的時序分佈圖。圖形中顯示花蓮

區百年地震記錄中應出現過三次活躍期(1912 那波段可能因早期儀器僅能記錄較大規

模的地震而無法從圖中顯示)，而三次活躍期之間都出現短暫的間歇期。圖中規模 4-5

地震次數飇高的年度都與發生規模 5-6 的地震有關，顯示花蓮區當規模 5-6 的地震發

生時常伴隨多次規模 4-5 的餘震，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花蓮區的大多數的岩層所

能蓄的能量約在 5-6 之間，當達到岩層臨界點時便錯動而釋放能量，能量隨著岩層破

裂振動釋放而引發一系列規模較小的餘震。規模 5-6 以下地震對現階段花蓮的大多數

建物而言不會造成影響，我們所在乎的是可能造成災害規模 6 以上的地震，資料顯示

百年來共有 12 次規模 6-7 的地震，其中 10 次是以三波系列震出現，分別是 1912、1951

及 1986 其相隔 35 至 40 年左右，若花蓮區真存在短週期強震，那下次出現時間可能

是 2020 年到 2025 年之間，此推論符合國科會古地震研究所提出的觀點。 

(2)南澳區： 

圖 3-2-2 顯示南澳區地震的發生明顯較花蓮區少了許多，平均 3-5 年會出現規模

5-6 較大的地震，而所產生的餘震也明顯較花蓮區為少，1978 年後此地區能量的釋放

有增加的趨勢但近 10 年又明顯減少。百年間規模 6-7 的地震出現過 3 次，除一次是

1952 年發生，最近的一次是 10 年前，此後連規模 5-6 的地震也不曾出現，而記錄中

曾長達 52 年未曾出現過規模 6-7 的地震，因此看不出是進入間歇期還是蘊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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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部外海區： 

圖 3-2-3 顯示東部外海區在 1980 年以前能量呈現穏定的釋放，1983 年連續出現三

次規模 6-7 的能量釋放，經短暫停歇後，各規模的地震明顯增加，可謂進入活躍期。 

(4)三區各規模時序比較： 

圖 3-2-4~圖 3-2-6 為三區不同規模的時序比較圖，乍看之下花蓮外海大三角的能

量釋放各自獨立不太具有關聯性，但在規模 5 以上的地震分佈中隠約可看出花蓮區與

東部外海區的能量釋放呈現時序的交互出現，特別是規模 6 以上的地震，各自出現在

對方的穩定期，而東部外海區進入活躍期後花蓮區即不曾再出現規模 6 以上的地震，

這是不是意味著當東部外海區能量釋放漸緩和，花蓮區將轉為活躍期，而規模 6 以上

之地震即將再現，這值得觀察與注意。 

    

3、震源資料深度分析震源資料深度分析震源資料深度分析震源資料深度分析 

 

能量的釋放多發生在岩層脆弱處，震源的深度分佈便表現出該區域岩層破碎的分

佈點。圖 3-3-1~圖 3-3-9 為三區不同規模發生深度的次數統計。 

觀察圖 3-3-1~圖 3-3-3 可看出 0~10 公里深度範圍是發生地震次數最多的地方，顯

示花蓮區 0~10 公里深的岩層特別脆弱與破碎，特別是 2~3 公里的深度及 10 公里深度

附近，此深度範圍由於岩層脆弱以致於無法累積過多的能量，因此所發生的地震次數

雖多，百年來統計資料裏只有過一次規模超過 6 以上的地震。值得注意的是圖中顯示

15 公里~35 公里的深度範圍中，規模 5 以上所占的比例非常高，當年花蓮大地震的震

源也是此一深度範圍上。 

圖 3-3-4~圖 3-3-6 顯示南澳區的震源幾乎都在 30 公里的深度內，此現象已在前面

震源空間分佈的分析中獲得解釋，南澳區位於菲律賓板塊沒入歐亞板塊的鞍部，能量

主要是鞍部上方沉積岩層所釋放，此區厚度約 30 公里，更深處的地震小組推測應與

隠沒帶有關。 

圖 3-3-7~圖 3-3-9 顯示東部外海區能量釋放絕大部分在 30 公里內，其原因在前面

震源空間分佈已討論過，主要是板塊没入海溝過程中岩層受阻擋及部分岩層被帶入隠

没帶受擠壓磨擦斷裂所釋放。 

 

八、結論 
 

國科會古地震研究推估花蓮美崙斷層五十年內及十年內發生規模 7 以上機率分別為 41%

與 6.57%與梅山斷層並列為最可能發生毀滅性地震的兩條斷層。我們透過文獻研讀與沿當年

地表破裂線實地考察以瞭解美崙斷層目前地表的情況，經由實驗設計驗證文獻中斷層與美崙

台地形成的機制，同時利用 TEC Data Center 地震紀錄針對地震發生頻率最高的花蓮外海大

三角進行立體空間分佈、時序分佈及深度統計進行繪圖與討論分析。彙整整個分析討論的結

果，我們獲得了以下的結論：  

（一）、實地考察顯示，經過 60 年目前僅剩美崙空軍營區內一長條狀隆起土坡及營區內與

華大美崙校區內的崖下斷層湖尚可看到當年地表錯動痕跡。當年地表破裂線的起點

七星潭，在斷層線兩側現已出現幾座高樓層觀光飯店，還有一些正在興建中，公共

安全值得相關單位注意，並研擬對策。 

（二）、黏土模擬實驗顯示，板塊推擠造成陸前沉積物隆起，會在擠壓區對側山麓出現平行

推板的斷層構造線，因斷層線附近材料破碎而脆弱，隨著擠壓持續進行，會自主斷

層線衍生數條幾近平行的分支斷層，使該區岩層材料更加破碎。當碰撞繼續進行，

新的斷層構造線也陸續產生，而產生位置逐漸遠離推板往施力方向移動，此現象與

台灣主要斷層的發育過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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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黏土模擬實驗同時顯示，當推板向西北推擠時推板前緣外側黏土因受到山脈阻擋而

逐漸隆起成台地，持續推擠下台地呈現階狀，台地外緣逆斷層更加明顯，結果與美

崙台地及美崙斷層特徵相符。說明美崙台地及美崙斷層是因岸海脈向西北台灣本島

擠壓所形成，只要板塊持續碰撞美崙台地將繼續隆起而美崙斷層將會再度發生錯動。 

（四）、地震的空間分佈分析顯示，花蓮外海大三角的能量釋放分佈符合該地區海域地形與

菲律賓板塊西北向碰撞的特徵，板塊碰撞大部分的能量在花蓮區與東部外海區釋

放。花蓮區是直接擠壓造成岩層的高度破裂，震源較分散，由震源排列走向，此區

10 公里至 50 公里的深度間可能存在數條斷層；南澳區位於鞍點，震源出現集中在

鞍點上側；東部外海區則為增積體區的能量釋放特性，震源分佈顯示菲律賓板塊約

以 45
0
角向北向下沒入歐亞板塊。 

（五）、時序分析顯示，花蓮區可能存在規模 6 以上 35 年至 40 年短時距重現週期，若真的

存在則下一次出現可能落於 2020 年至 2025 年之間，此推論符合國科會古地震研究

所提出的觀點。 

（六）、三區時序交叉分析顯示，花蓮區與東部外區大規模能量釋放時，約略都出現在對方

能量釋放平緩期，1980 年代後期東部外海區進入活躍期後花蓮便未再出現規模 6 以

上地震，當東部外海區能量釋放逐漸平緩，花蓮區是否進入活躍期值得觀察與注意。 

（七）、震源深度分析顯示，花蓮區 0 到 10 公里深度的岩層破碎度高，不易累積過多能量

即會釋放，所以此一深度圍雖然所發生地震的次數最高，但能量較小，而 15 公里到

35 公里的深度範圍是釋放大規模能量的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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