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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為有效推動我國地震災科技之研究與發展，擇定於國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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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研究方式撥付國立台灣大學管理。本中心歷經多年餘之籌建，至民國八十七年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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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始正式完成全部之籌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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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自成立至今，為有效推動我國地震防災科技之研究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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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近年來持續以大比例尺或足尺寸靜動態試驗方式進行各種耐震設計實驗，並結合
國內與地震工程有關之學者及工程師，從事地震工程之相關學理研究及應用，從理論
或試驗方面解決國內工程界之耐震問題，帶動地震工程方面之科技研究創新，提升國
內地震工程之研究與落實。同時配合震前準備、震時應變、震後復建之需要，整合國
內學術資源，執行整合型計畫，發展地震工程新技術，並降低震災傷亡與損失。
本文將以下列四個章節分別進行本中心之災害防救業務說明：
(1) 震災緊急應變作業項目
(2) 研究成果之落實與應用
(3) 學術交流與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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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震災緊急應變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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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附近板塊及斷層活動頻繁，倘若在本島地區發生地震規模類似九二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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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大小之地震，屆時必然造成嚴重的生命及財產損失。有鑒於此，本中心於平時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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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校舍耐震能力評估與試驗驗證

震災緊急應變作業相關規劃與演練，以期震災發生後，可有效降低震災造成之損失。
圖一為本中心震災緊急應變組織架構圖，應變支援業務共分災情研判組、應變支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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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勘災組三大組，由總召集人與指揮群統籌所有應變支援業務，各大組則再依目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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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災害發生時間來規劃應變支援作業，本中心之應變作業共細分四個階段：減
災、整備、應變支援與復建階段。

2004 年亞洲地震工程會議
․國際會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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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為本中心各階段震災應變作業開設條件。由於地震災害屬於無預警性災害，
故平時尚未發生災害性地震時段皆屬於減災階段。當海上發生地震規模 6.5 以上或陸
上發生。
一旦本中心所發展之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進行震災早期評估後，預估

本刊免費贈閱，歡迎來電索取。

國內震度六級縣市達 2 個或可能傷亡人員超過 15 人，本中心立即進入一級動員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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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組與其下各動員小組隨即進行應變支援作業。最後隨著中央

置與測試、應變作業應變支援作業相關硬體環境之規劃與應變支

應變中心撤除，便進入復建階段。圖三為震災緊急應變作業流程

援作業相關運作計畫之訂定等。

圖。

(2) 整備階段

當陸上或海上發生一定規模以上之地震，整備階段即啟動，

總召集人

依震災模擬結果，判定是否進入應變支援階段。業務內容包含取
得中央氣象局即時地震報告電子郵件，震災評估系統自動啟動、

指揮群

對於國內外各媒體資訊進行震災資訊取得管道評估。

災情研判組

應變支援組

勘災組

(3) 應變支援作業階段

進入應變支援階段，本中心應變支援小組開始進行平時編制

一般勘災

緊急勘災

公關

物資

資訊

行政

機電

應變進駐

災情彙整

災情評估

作業，部分人員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對應變中心災進行震
災評估簡報。業務內容包含緊急動員國震中心所有應變人員、綜
合整理震災損失評估結果之資料，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行簡
報、災情彙整資料蒐集，回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等。
(4) 復建階段

圖一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震災緊急應變組織架構圖

復建階段，即整理本中心應變支援作業環境，使之恢復減災
與整備狀態。震後勘災人員執行災區相關之勘災計畫。業務內容
包含整理本中心應變支援作業環境，使之恢復減災與整備狀態、

減災階段

平時未發生災害地震時段

震後勘災人員執行災區相關之勘災計畫、持續進行震災媒體資訊
之蒐集。

整備階段

海上震央，規模6.5以上
陸上震央，規模5.5以上

應變支援階段

國內震度六級縣市達2個
或預估傷亡人數超過15人

復建階段

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撤除
進入勘災與復建階段

三、研究成果之落實與應用
爲配合震前準備，震時應變，震後復健之需要，本中心近年
投入大量心力積極在增強結構物之耐震能力研究上，希望可藉由
耐震新技術的提升，避免結構物受震倒塌而使生命財產受到損
失；並發展地震工程相關軟體，建置地震資料庫。此外，並加強
與政府(圖四)及民間企業的合作交流，以期兼顧相關學理之創

圖二 各階段震災應變作業開設條件

新、應用與落實推廣，有效降低地震災害之損失，同時提升地震
工程之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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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震災緊急應變作業流程圖

圖四 本中心與政府機構合作計畫

1. 地震防救災業務之落實
各階段的支援業務內容說明如下：
(1) 減災階段

由 本 中 心 所 開 發 之 台 灣 地 震 損 失 評 估 系 統 (Taiwan
Earthquake Loss Estimation System, TELES)，目前已完成多項震災

目前科技尚無法預測地震發生時間，減災階段之作業重點在

評估模組，如震災潛勢分析、建物損害(圖五所示)與經濟損失評

於平時建立相關防震災資料庫，建置軟硬體設備，隨時因應可能

估與人員傷亡評估等。圖六為 TELES 功能與實際應用示意圖，系

發生之地震。業務內容包含收集建置地震減災相關之資料庫、開
發地震災害損失評估之分析軟體、各協力單位間資訊傳輸系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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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震災早期快速評估可支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情研判作業，
震災境況模擬模組可應用至中央或地方政府規劃地區防救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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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TELES 功能與實際應用介紹

3. 結構物耐震能力提昇之研究
為有效提升國內地震工程之研究，本中心在地震工程研究方

指南里

面概分建物、橋樑、結構控制、大地與強地動與震災模擬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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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測站調查；結構物強震站網資料庫之建置，已完成全台 5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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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四千筆；全國強震儀地質資料庫之建置，已完成二百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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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理論與實驗之研究，解決國內工程上之耐震問題，帶動地震
工程方面之科技研究創新；此外，藉由整合型計畫之執行，整合
與分享國內學術資源，並參與各級政府與學術機構之震災防救災
計畫，進一步確切落實地震工程理論之應用。相關研究成果說明
如下：
(1) 新耐震工法之開發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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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鋼與混凝土複合構造實驗(圖七)、預鑄混凝土橋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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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TELES 建物損害評估輸出示意圖
未來將增加地震風險評估功能，以期震災風險評估與管理可落實
至事業或民間相關單位。
除了震災損失評估系統之開發外，本中心也協助國家或民間
企業進行耐震評估與諮詢，如國家重大工程(核四、高鐵等)場址
地震危害度分析、公民營機構建築耐震評估補強之審查及諮詢、
公民營機構耐震元件之測試等。

2. 地震工程資料庫之建立
地震的監測與觀察以及地質條件的掌握有助於了解地震行
為，加速地震相關工程的研究發展，本中心近年來投入大量的心
血建置地震工程相關資料庫，如台灣地區液化潛能圖之繪製與資
料庫建置，目前已完成全國各地液化潛能圖，收集土壤鑽孔資料

圖七 鋼與混凝土複合構造實驗
(2) 台灣耐震設計規範之修訂：
協助營建署進行建築耐震設計規範相關參數之訂定及協助相
關條文之審定、交通部進行公路橋樑耐震設計規範之修訂研擬、
內政部建研所進行建築物隔震消能系統設計規範之研擬、營建署
進行建築耐震設計規範相關參數之訂定及協助相關條文之審定、
交通部進行公路橋樑耐震設計規範之修訂研擬、內政部建研所進
行建築物隔震消能系統設計規範之研擬等。
(3) 含牆結構物之耐震能力評估與補強
(4) 既有橋柱之耐震能力評估與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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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舍之耐震評估與補強：

四、學術交流與國際合作

建立校舍補強設計及新建校舍審查機制、發展校舍耐震能力
初步評估表及簡易調查表、校舍耐震能力補強設計之彙整與驗證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自成立至今，積極加強國際合作，已
為國際地震工程研究之重鎮，圖十一為本中心與國際知名學術單

(圖八)等。

位交流合作狀況。並透合學術研討會之舉辦，整合國內學術資
源；此外，利用震災教育推廣活動，如抗震盃活動之舉辦，落實
地震教育於民間，如圖十二所示。

ANCER

Texas A & M Univ.

Asia-pacific Network
Of Centers

MR damper

B.C./Bristol University

EC-Ispra
IRIS

Education of Hazard Mitigation
Testing Techniques

NCREE
PEER Center

Parameterized ground motion
Performance-Based Design
Large-scale RCS Frame Test

圖八 試驗校舍結構之耐震能力與非結構(門窗)之耐震功能

MCEER

Program on Exchange
Researchers

Kyoto, Kobe
University

PWGS (Canada)

Near-fault ground motion study
Lifeline earthquake engineering

(6) 隔震及消能技術之開發與應用：
挫屈束制消能支撐接合板之研發、新式滾動式隔震支承墊

Seismic retrofit of
structure

圖十一 國震中心與國外知名學術單位合作示意圖

之研發(圖九)、半主動磁流變控制系統之研發與非線性黏性阻尼
2001

器之減震應用研究等。

2002

•APEC人文關懷之防災
•結構耐震設計國際
科技宣導第一階段
訓練班
地震災害研討會
•中加橋樑研討會
•2001地震災害境況
模擬研討會

圖九 新式滾動式隔震支承

4. 震後復建工程
震後的復建工程也是本中心重要業務，以集鹿斜張橋為例，

2003
•台歐地震減災研究
研討會
•台日地震災害模擬
及損失評估研討會
•鋼與混凝土複合
構造研討會
•結構耐震設計訓練班

2004
•台加建築技術雙邊
合作研討會
•英國Bristol University
合作計畫

•地震週兼抗震盃活動
•液化潛能評估與潛能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圖製作研討會
•科學週：全民科學
修訂草案講習會
•世界震災災情及重建 •地震週兼抗震盃活動
教育活動
•鋼與混凝土複合結構
解說與研討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
講習會
•新世紀國家公共建設
•抗震盃活動
系統講習會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
展覽
•331勘災研討會
•抗震盃活動
系統講習會
•高科技廠房地震與
•結構控制與健康診斷
微振防治研討會
講習會

圖十二 近年來舉辦之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與教育推廣活動

該橋位於南投縣集集鎮與鹿谷鄉之間，橋跨濁水溪，近建造完工
前，921 集集地震破壞了集鹿斜張橋橋多處結構構件，使集鹿橋

五、地震防災教育推廣

成為世界首座地震毀損之斜張橋。地震發生後，相關修復工程即
已進行，交通部公路總局於九十一年七月委託本中心對橋樑進行
車載實驗，實驗後，依據客觀實驗數據，橋樑已於九十一年九月
開放小型車通行。另就長遠的目標而言，公路局擬定重新調整鋼

透過地震防災教材的發行、網站的架設以及舉辦相關的活
動，來將本中心近年來的研究成果可以有效的落實至一般民眾。
1. 地震週暨抗震盃系列活動：
鼓勵學生藉由參與科學競賽而激發創造力，進而推廣地震工

纜張力，改善橋樑結構體質、確保橋樑服務壽命，故委託本中心
對鋼纜張力與橋體進行細部研究分析，如圖十所示。

程的基礎概念與相關知識 。活動對象都以國中小學學生、大專
生及高中生為主。抗震盃更會邀請英國、日本等國之學生隊伍及
各國在台灣之外僑學校學生參賽，增加國際交流之機會。
2. 地震防災教材之編撰與推廣：
完成中小學九年一貫地震防災教材之編撰與試教、完成地震
防災手冊、地震防災月曆等大眾防災教育宣傳品，將地震防災教
育推廣至一般民眾及學校
3. 辦理國際耐震設計訓練班：
邀請東南亞及中南美開發中國家的專業人員來台參與講
習，協助開發中國家提升其耐震設計水準，並開創科技外交新管

圖十 最左圖為集鹿橋震災後受損情況，左上為鋼纜張力鑑定分
析，右上為車輛載重實驗，右下為橋體內力與線型狀態分析

道。
專案助理研究員 陳緯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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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動態

例，至於外牆則以鋼材構造提供試驗盒整體足夠勁度以及外框在
X 向之運動。為模擬現地飽和砂土層受到地震力作用下之動態行

大型雙軸向剪力試驗盒

為，試驗進行過程中必須保持試驗盒之水密性，以觀測飽和砂土

砂土試體振動台試驗介紹

材質之不透水性以及足夠強度提供各層框架間相對運動時之變

試體在受震液化過程中超額孔隙水壓之激發與液化狀況。經考慮
位量，而採用厚度為 2 mm 之矽膠膜為剪力盒之止水膜，固定於
內框側面內。

一、前言
在地震力作用下土壤反應行為之探討，以往國內學者多採用
小尺寸土壤元素試驗(soil element test)進行研究。因其試體尺寸

sliding rails

inner frames

小，以及試驗盒之邊界效應，常導致土壤中之應力及應變分佈不
soil specimen

均勻而影響試驗結果，故有必要進行大尺寸土壤試體試驗。大尺
寸試體除了可得較合於現地土層狀況外，而且(1)量測儀器比較容
Y

易安裝；(2)儀器相對於試體而言比較小，故對土壤行為的影響也

outer frames

小；(3)由不同位置之量測數據，可得在試體中不同位置與不同時

Y

間量測值之分佈與變化。再則，目前土壤動態試驗方法多將土壤
X

之受震反應行為簡化為單向受剪振動問題，而現地土層所受之二

(a) Plain view

維乃至於三維振動對於土壤動態行為之探討，不論是小元素試體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或是大尺寸試體之試驗仍相當有限（Pyke et al, 1975；Ishihara and
Yamazaki, 1980 ； Ishihara and Nagase, 1988 ； Endo and
Komanobe,1995；Kammerer, 2002)。因此本研究使用國家地震工
程研究中心所研發之大型雙軸向多層剪力試驗盒，在中心之大型
振動台上進行大尺寸物理模型振動試驗，以模擬二維地震力作用
下土壤之受震反應行為。有關此大型雙軸向多層剪力試驗盒研發
之詳細內容可參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報告 (翁作新等人，

rigid base

Z

shake table

2001)。以下介紹此雙軸向剪力試驗盒、試體準備以及初步砂土試
體試驗結果。

二、雙軸向剪力試驗盒
為考慮柔性邊界之運動機制，剪力試驗盒採用上下十五層內

rigid walls

X

(b) side view

圖一 大型雙軸向剪力試驗盒示意圖

三、大型砂土試體準備

外複合框架組合而成，如圖一所示。試驗盒內框可裝置土壤試體，
其尺寸為 1.880 m×1.880 m×1.520 m，外框內面尺寸為 1.940

配合大型剪力試驗盒之試體準備工作，需要一試體霣落裝

m×2.340 m×1.520 m，在內外框之外另構築剛性外牆，其內面尺寸

置。本研究原先之試體準備方式擬利用一固定式之砂土霣落箱

為 2.640 m×2.640 m×1.530 m。每層內外框與他層內外框互相獨

（如圖二），以乾砂霣落的方式將砂土霣落至試驗盒中，再經由

立，外框中一相對兩側裝有線性滑軌，以提供外框在 X 向沿外牆

試驗盒底部緩慢通水至砂土中，使試體達到飽和狀態。經由小尺

滑動。而在另一方向之內框相對兩側亦設有滑軌裝置，使內框可

寸透明壓克力試驗盒之霣落與飽和試驗，發現剪力盒之乾砂試體

沿外框作 Y 向運動。如此內外複合框架組合，使得置於內框內之

準備完成後，再由底部通水使試體飽和的效果並不好。因此改採

土壤試體在試驗過程中可同時產生 X 向與 Y 向之雙軸向無扭轉二

用濕沉降 (wet sedimentation) 法：先於剪力盒中注水至一預定高

維運動。如此在試驗時可由各框架之獨立水平自由運動，使試體

度，然後由霣落箱將砂土霣落至剪力盒中，在霣落過程中水面一

在縱剖面上可隨地震剪力波作用而變形。依上述框架尺寸，試體

直保持在砂面上。

在 X 向與 Y 向皆可有 ±150 mm 之最大振動位移。為避免試驗時

當試體霣落完成之後，則進行試體水平向之壓力波波速量測

因框架間之錯動而造成止水膜破裂，同時考量縫隙導致止水膜外

以檢測試體之飽和度，試驗結果如圖三所示。由圖三顯示距離試

鼓的效應，各層框架間留有 20 mm 之間隙。因此除最上層框架高

體左側 40 cm 與 165 cm 二處，不同深度所量得之壓力波波速皆

度為 100 mm 外，其他層框架本身高度皆為 80 mm。

在 1500~1650 m/s 間，表示試體已達飽和狀態。另外，由於濕沉

由於剪力動態試驗時是以試體本身所受之慣性效應產生振

降法所準備之砂土試體密度相當疏鬆，利用微貫入錐試驗無法獲

動行為，框架只能作為圍束設施而不應影響土壤之運動行為。故

得有效對應關係以檢測試體之均勻度與密度。因此，在試體準備

框架宜選用輕質而足夠勁度的材料以減低對試體自身慣性力之

完成後挖掘，在不同深度與位置直接以短薄管取樣以量測試體之

作用。本試驗採用鋁合金 (Gs= 2.70) 以減輕框架所佔重量比

均勻度與密度。圖四為不同位置及深度薄管土樣之密度分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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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根據試驗結果顯示濕沉降法所準備試體之均勻性相當良好。

量測儀器的固定方式是先將釣魚線固定在試驗盒上，再將水

因此，利用濕沉降法進行試體準備可以有效得到既飽和且均勻之

壓計及加速度計分別綁在所規劃的深度及位置上。當試體準備完

試體。

畢進行振動台試驗前，再將釣魚線剪斷，以避免影響到砂土試體
之變形行為。在每次振動試驗前，水壓計均須作水下測試效核，
以確定其功能與水面下位置。土壤中所安裝之加速度計，在液化
後其位置與方向皆可能有相當變化，故其量測數據之應用必須謹
慎。
0.30 m

0.30 m

0.50 m
0.28 m

0.80 m

0.80 m
0.28 m
0.85 m

圖二 砂土霣落箱示意圖
0.50 m
0.30 m

0.30 m

(a) plan view
Sand surface

0.20 m
0.40 m

0.30 m
0.30 m
0.30 m

0.30 m
0.30 m

0.30 m

圖三 土壤試體壓力波波速量測

0.20 m

0.70 m

0.30 m

0.50 m

0.50 m

0.60 m

0.30 m
0.15 m

piezometer
soil pressure transducer

accelerometer
displacement pot

(b) vertical view

圖五 剪力試驗盒內部量測儀器配置圖

五、振動台試驗
剪力試驗盒在完成空箱振動測試、裝水振動測試以及大型砂
土試體準備後[6,7]，現在正進行砂土試體之振動試驗。目前試驗
用砂為較容昜大量取得而且均勻之進口越南石英砂，其物理性質
圖四 薄管土樣密度分佈情形

如表一所示。將來預定以台灣實際抽砂沖填新生地區之砂土，如
麥寮砂，作為試驗砂，以了解這些沖填地區土壤之受震反應，作

四、量測儀器

為設計之參考。照片一為剪力盒飽和砂試體在振動台上之情況。

飽和砂土受到震動時，超額孔隙水壓激發的狀況是一個重要

試驗之輸入振動模式規劃為先進行一維振動後，再是二維振

的課題。而土層的受振運動狀況，包括位移、速度、加速度以及

動；先施加 5~30 秒之正弦波，並變化其頻率，然後施加集集地震

土層表面沉陷量亦為觀察的重點。因此除了在剪力試驗盒內外框

中之地震記錄；先以小振幅振動，再加大振幅振動。每次振動試

上裝設有 X、Y 兩方向之位移計和加速度計外，在砂土試體內部

驗中皆量測不同深度內外框 X、Y 向的加速度與位移，以及試體

不同深度與位置則埋設有水壓計、加速度計與土壓計。同時亦在

之水壓力、加速度及砂面即時沈陷量。振動停止後，仍繼續水壓

試體表面上裝設沉陷盤，以觀察振動時試驗砂土表面沈陷量之變

計之記錄，以觀測孔隙水壓之傳播與消散狀況。而且也在每次振動

化，試體內部儀器配置則如圖五所示。

前後量測水面與砂面高度，以得砂土沉陷量與試體密度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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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越南砂土之基本性質
Gs

D50 (mm)

Cu

emax

emin

次角狀

2.65

0.30

1.72

0.912

0.610

0.05
0
Settlement (cm)

形狀

E05by05f2-t05
E06y05f2-t10
E07y05f2-t20

-0.05
-0.1
-0.15
-0.2
-0.25
0

10

20
30
40
time (sec)
(a) 1D shaking with Amax =0.05g ( Dr = 15% )

0.1

E05by05f2-t05
E06y05f2-t10
E07y05f2-t20

0.05
0
Settlement (cm)

照片一 剪力試驗盒儀器裝設情形

六、試驗結果與討論
本年度預定進行兩次振動台試驗，目前已於 2004 年 4 月完成

-0.05
-0.1
-0.15
-0.2

第一次振動台砂土試體振動試驗，所得試驗數據數量非常龐大，

-0.25

需要相當時間與人力加以整理分析，目前正在進行中。目前僅就

0

砂土表面沈陷反應做一介紹。圖六為砂土試體在一維與二維振動
作用下，延時分別是 5 秒、10 秒以及 20 秒時，砂土試體表面沈陷
盤所量得之砂土沈陷歷時圖。配合各自試驗中之水壓計反應可得

圖六 在一维及二維振動作用下，試體未液化時之
砂面沈陷歷時圖

知試體在試驗中皆未達液化。由以上試驗結果顯示在試體未液化

-2

且為相同加速度條件下，二維振動作用所引致之砂土表面沈陷量

0

現近似線性增加。圖七為砂土試體在一維振動作用下，試體發生
液化時之砂面沈陷歷時圖。從圖七可以看出試體在液化後會產生
較大的沉陷量，而其沉陷量在振動停止後仍需一段時間後才趨於
穩定，此時間應視超額孔隙水壓力消散及土體顆粒排列達穩定狀

Amax = 0.075 g, Duration = 5 sec

Settlement (mm)

比一維振動作用之沉陷量大，而沉陷量會隨著振動延時增加而呈

10
20
30
40
time (sec)
(b) 2D shaking with Amax =0.05g ( Dr = 22% )

2
4
6
8

態而定。而試體液化前後所造成之沉陷量關係與其影響因子待進
一步將試驗資料分析後再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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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報告，報告編號：
NCREE-03-042。

專案助理研究員 陳家漢

台灣大學教授 翁作新、台灣大學研究生 程漢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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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重，約為 50t，但受施力橫梁之限制，本次試驗每根柱實際加載

國民中小學校舍耐震能力評估

軸力為 40t，但這不會影響本次試驗之可靠度。且為避免於試驗進

與試驗驗證

二所示。本次試驗主要採用三支油壓致動器，最大出力均為 100t，

一、前言
在 921 地震後，教育部即著手進行全國學校建築之耐震能力
評估及補強工作，極需一套有效的校舍結構耐震能力評估程序及
對應的補強工法，以使經費能充份有效的運用，本研究案之主要
目的在於探討現行校舍結構耐震能力評估方法與補強之優缺點及
適用性，並提供更可靠之補強方式，以應用於校舍全面補強工程。
在本研究中，根據國民中小學典型之學校建築形態(後甲國中之一
教室單元)，建立三座二層樓足尺寸構架試體(L10m×H7.3m)，除

行中產生面外之側傾，因此於試體之一側裝有側向支撐，如照片

二樓二支，一樓則為一支，而二樓之致動器主要採用位移控制，
而每一步驟中並將二樓致動器之合力二分之一傳至一樓之致動
器，換言之，一樓之致動器為力量控制。圖四為每次來回所施加
位移對應圖，位移係以等速率 1.625mm/sec 遞增。在試驗時，因
考量試驗之時間性與資料之可讀性，所以在相對變形角上 γ＝
1%，Amp＝65mm 以後，迴圈數與取樣週期次數都減少。迴圈數
方面，由之前每一位移下作 3 次改為 2 次；取樣週期由之前每次
1 秒取一個改為每次 2 秒。裂縫之描繪與損壞狀態之描述只在每
次施加位移改變的第一次迴圈(cycle)進行。

第一座含磚牆試體(SBFU)進行補強前後之測試外，其餘二座試體
均直接進行補強而試驗。且根據試驗結果探討每一座試體之對應
崩塌加速度及其破壞模式，並配合目前廣為工程界使用之詳細耐
震能力評估方法所得之結果進行比較，以了解現行方法之適用性
及準確性。

二、實驗試體構架描述
本研究案為真實模擬與分析典型校舍之受震行為，試體設計
之尺寸、斷面與材料強度設定等均取自台南市後甲國中德育樓。
該樓(照片一)興建於民國 57 年，為一地上三層(共 10.8 公尺)之鋼

照片一 後甲國中德育樓實景

筋混凝土建築物。該棟校舍之一樓至三樓皆為普通教室，其平面
配置為四間教室並排連接，長軸(沿走廊方向，15 跨，共 53.5 公
尺)方向為東西向，單邊走廊且廊外無柱，樓梯位於建築物之兩
側，廁所位於建築物之左側，而短軸(垂直走廊方向，1 跨，共 10.2
公尺)方向則為南北向。東西向即為長向，含窗台(1B 磚牆，約 90
公分高)，左側廁所有二面約 120 公分長之 1B 磚牆。圖一為德育
樓之正向立面圖。而依現行耐震設計規範規定，其設計水平地表
加速度為 0.33g，而該棟校舍所在之地質條件屬普通地盤(第二類
地盤)。
但因實驗場地及設備之限制，本研究案只針對沿走廊方向之

圖一 後甲國中德育樓之正向立面圖

系統模擬，並將原有之三層樓建築物簡化為二層樓含窗台及門窗
構架模型，簡稱為 SBFU，規模及詳細尺寸如圖二所示，而試體

預留孔位，
位於樑上

為二層三跨之含磚造窗台之混凝土構架，各主要構件之尺寸及配
筋如圖三所示。混凝土之設計抗壓強度為 180kg/cm2，而主筋及箍
筋之設計降伏強度則均為 2800kg/cm2。試體共分為三次灌漿，第
一次為基礎澆置，第二次為一樓澆置，第三次為二樓澆置，每次
澆置均採三個圓柱標準試體，並分別經過二十八天之齡期養護

氣窗

玻璃
一之 型鋼板厚 10
安裝於樓板二端

鋁

後，於台大慶齡工業研究中心進行混凝土抗壓試驗，結果如表一
所示。使用之鋼筋共分為四種，分別為#3、#4、#6 及#7，而鋼筋
之拉伸試驗則利用本中心之材料試驗機進行，並分別量測其降伏
強度及極限強度，而本次試驗中所用之鋼筋也均符合混凝土設計
規範之規定。【1】
為反映真實狀況，並使構架所表現之行為與實際相符，所以
分別在各柱頂施加軸力以模擬實際建物所對應之靜載重。軸力之
估算主要依據後甲國中德育樓之 ETABS 分析所得之各柱承擔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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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窗及w1,w2,門尺寸
門：220x110cm
w1：160x160cm

氣窗：110x60cm
w2；270x160cm

圖二 SBFU 試體之詳細尺寸及配置

滯迴圈曲線來看，二樓之曲線發展完整，並無明顯之遲緩現象，
換言之，即無嚴重之構件損壞，而由試驗當時紀錄來看，的確如
此。因此，分析探討主要針對一樓部份。
2F-Drift ratio(%)
-1

0

1

400

2F-Force(KN)

200

圖三 梁柱之配筋圖
表一 實驗構架之混凝土抗壓強度 fc’（單位為 kg/cm2）
試體 1

試體 2

試體 3

平均強度

第一次
灌漿（基礎）

243

231

232

235.3

第二次
灌漿（一樓）

165

第三次
灌漿（二樓）

168

0

-200

-400
-40

204

203

-20

0
2F-Disp.(mm)

190.7

20

40

圖五 二樓之遲滯迴圈曲線
169

157

1F-Drift ratio(%)

164.7

-4

-2

0

2

4

600

Base-Shear(KN)

400
200
0
-200
-400
-600
-150

照片二 實驗架構
200

-50
0
50
1F-Disp.(mm)

100

150

圖六 一樓之遲滯迴圈曲線

150

Amp(mm)

-100

由圖六可發現，當試驗進入第五階段(1.5%，97.5mm)之第一

100

迴圈時，發生一明顯遲緩現象，而對應試驗觀察紀錄，此時恰為

50

二內柱之剪力破壞及縱向劈裂破壞發生時刻，並伴隨試體勁度瞬

0

step

間下降，因此可判斷此為主要之破壞模式。
然而，二內柱如依分析結果來看，均應發生剪力破壞，但施

-50

工品質差異已導至破壞模式略有不同，但整體而言，應可均歸類
-100

於撓剪破壞。(照片三及四)

-150

利用一樓之試驗結果及其對應之簡化完全彈塑性模型(EPP

-200

Model)，以找出試體在不同位移下所對應之基底剪力、韌性及崩
圖四 試驗時所採用之位移控制歷時圖

塌加速度，如圖七、八所示。本座試體之崩塌加速度約為 0.32g，
韌性 R 約為 3.6。

三、試驗結果與分析
試驗於二樓樓頂 drift ratio 達 2%時即停止，而試體之最大側
向載重為 48.2t。根據試驗紀錄，圖五為二樓之力量-位移遲滯迴

四、結論及未來展望
本研究案除蔡益超老師所推行之詳細耐震能力評估方法【2】

圏曲線，圖中之縱軸為二樓樓頂之二支致動器合力，而橫軸則為

【3】外，並利用本中心所發展之初步耐震能力評估法來推估後

一樓樓頂及二樓樓頂之位移計差值，即為二樓樓層之相對位移；

甲國中之耐震能力，最後並配合試驗之結果進行比較，以提供更

圖六為一樓之力量-位移遲滯迴圏曲線，圖中之縱軸為三支致動

可靠之參數。然而，由於試體規模與後甲國中整棟校舍之尺度有

器合力，而橫軸則為一樓樓頂位移計之量測數值。由各樓層之遲

所不同，且利用 ETABS 分析所得之動力週期也略有差異(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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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ft(%)

0.6 及 0.68sec)，因此為確保試體試驗所得之結果具參考價值，除

0

構架設計完全參照後甲國中德育樓外，為使二者之動力持性相

1

符，須利用試體重量之調整(利用 ETABS 程式調整，結果約為

Vy=42.8
Dy=1.59

本中心發展之初步耐震能力評估方法均有低估結構所具之耐震

Base-shear(t)

有之耐震能力，相對比較之下，所採用詳細耐震能力評估方法及

3

4

Vmax=48.2
Vu=38.6
Du=5.83

40

280t)，使二者之動力週期相符，並修正上述所得之試體崩塌地表
加速度，結果如表二。如將試體之結果視為後甲國中德育樓所具

2

50

30

20

能力之現象，換言之，二方法均較為保守且對韌性均有相當程度
低估之現象。本研究案目前只完成補強前試體之測試，待其餘補

10

強試體完成測試後，再進行同樣之資料分析，期望得到一具參考
價值之結論。

0
0

4

8

1F-Disp.(cm)

12

圖七 試體之一樓破壞包絡線及等值 EPP 模型
1F-Diap.-Ac
0.4

A c(g)

0.3

0.2

0.1

0

照片三 內柱(北側)損害狀態(+2.0%，130mm)

0

2

1F-Disp.(cm)

4

6

圖八 試體之崩塌加速度曲線
表二 各評估方法及試驗結果
後甲國中
德育樓(初評)

後甲國中
德育樓(詳評)

試體

崩塌地表加
速度

0.18g(Ra)

0.165g(Ra)

0.32(R)

R(Ra)

1.4(1.2)

1.07(1.035)

3.6(2.3)

0.20g(R=1.4)

0.17g(R=1.07)

0.26g
(R=3.6)

0.14g

0.16g

0.073g

名稱

修正後
之崩塌地表
加速度
降伏
地表加速度
(EPP Model)

助理研究員 邱建國、副研究員 簡文郁
研究員 鍾立來、助理研究員 許丁友
照片四 內柱(南側)損害狀態(+2.0%，1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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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益超，「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力評估及推廣」，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台北，19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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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研究員 周德光、高雄大學助理教授 廖文義
副研究員葉勇凱、專案助理研究員 邱聰智

新舊耐震規範設計地震力之比較與示範例、以側推分析檢核含非

活動報導

結構牆結構之弱層現象、土壤液化評估與地盤改良案例探討等四
個主題，分別邀請了國立台灣大學的蔡益超教授、聯邦工程顧問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修訂草案

公司的蘇晴茂總工程師及張景策經理、三力工程顧問公司的謝旭
昇博士等四位專家擔任講師。報名參與之人士達 177 員，其背景

講習會

包括專家學者、土木技師、結構技師、公司負責人、各工程顧問
公司及營造業者的工程師、公務單位工程人員及學生等各界人士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已作修訂，且即將公佈。本版規範之修

熱烈與會（照片一）
。活動中，學員專心聽講（照片二）
，發言亦

訂係以集集大地震後的調查結論為基礎，配合氣象局所得到之強

相當踴躍。本講習會期使學員能從講師精闢的說明及解釋中，將

地動資料，就建築技術規則之耐震設計篇及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實際經驗與理論得到充分的結合，進而得到最大的收獲。

加以檢討與修正，明訂台灣建築在設計與施工部分應注意之事

會後，對此次講習所做的意見調查，分別以非常滿意、滿意、

項，以反映此次大地震之經驗與教訓。同時，公共建築物在大地

尚可、不滿意、非常不滿意等五項選項供勾選，在回收的 76 有

震後，應維持其應有之機能，因此本版修訂參照美日結構功能性

效問卷中，經統計後，在課程內容（包含整體課程規劃及各課程

規範之研究，對地震後應維持機能之建築物的耐震設計與規定，

實用性與難易度）及服務相關的選項（包含報名程序、時程規劃

作詳盡之檢討。基於此，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內政部建築研

等）中，滿意為最多人勾選的項目，顯示活動普遍受到與會人員

究所特別針對工程師之設計工作需求，開辦此「建築物耐震設計

的肯定。同時，針對各講師講義內容有修訂的部分，亦積極的透

規範修訂草案講習會」(Lectures on Revised Seismic Design Codes

過電子郵件及信件將更新過的內容，寄送到各位學員的手中，以

of Buildings)，首先將深入淺出地介紹設計地震力之變更與比較，

確保資料的正確性，俾使活動圓滿順利。

並作示範例交待細節，再針對新版規範之要求，介紹用側推分析

專案助理研究員 葉永信、專案助理研究員 陳家漢

評估弱層效應之方法，及土壤液化評估暨改良案例探討，期望本

組長 黃世建、組長 鍾立來

講習會能提昇國內工程耐震結構之設計能力。

全國國民中小學校舍耐震能力
調查研習會
在集集地震中，國民中小學校舍的損害情況極為慘重。根據
教育部的資料，全國中小學校遭到損壞者共 656 所，其中 43 所
國民中小學校舍全毀，若將損壞的公立高中、高職、大專院校以
及私立學校一起計算，全國受損學校總數高達 786 所。學校校舍
建築的設計除了必須保障未來主人翁的安全之外，亦負有地震後
能作為災民暫時避難場所的功能要求，故其設計能承受之地震力
照片一 講習會學員參與情形

較一般建築高。然而，實際震害調查顯示其在地震中並無法發揮
此項功能。因此，為下次地震來時做好準備，對全國中小學校舍
作耐震能力的全面調查進而提升其耐震能力，乃成為刻不容緩的
重要工作。由於全國中小學數量眾多，為快速且有效的進行調
查，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乃受教育部委託發展出一份「校舍耐
震能力簡易調查表」，提供全國中小學總務主任或事務組長來填
寫，希望先從全面性的普查中，對全國中小學校舍的耐震能力作
一初步排序，再從中篩選出耐震能力不足的校舍結構，經由土木
專業人員評估後，提供教育部進行校舍補強或重建計畫時之參
考。基於此，教育部國教司特別針對此份簡意調查表工作需求，
召集二十五縣市教育局承辦人員及一百二十五所種子學校之總
務主任，開辦「全國國民中小學校舍耐震能力調查研習會」，由

照片二 學員專注的聽講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深入淺出地介紹中小學校舍之震害，再針
對國民中小學校舍耐震能力簡易調查表，介紹校舍耐震能力調查

本講習會於 93 年 4 月 9 日在國立台灣大學應用力學館之國

之程序與範例，並使與會的各學校總務主任以板橋莒光國小校舍

際會議廳舉辦，會中就「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說」之增修部

為例，實地填寫調查表，經過本講習會使各縣市種子學校熟悉校

分加以重點說明，包括：耐震設計規範修訂要點與靜動力分析、

舍耐震能力簡易調查表的填寫，以利後續全國中小學填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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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習會於 93 年 5 月 26 日(星期三)在台北縣板橋市莒光國

中小學典型校舍的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此外，為了加速全國中

小舉辦，會中主要針對「校舍耐震能力簡易調查」重點說明，包

小學簡易調查表的回收工作，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利用網路與

括：常見中小學校舍之震害、校舍耐震能力調查之程序與範例、

資料庫，建構了「全國中小學校舍耐震能力簡易調查的網站」
，以

網站連線方法、校舍簡易調查表資料上傳，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在短時間內便能完成全國中小學校舍的耐震能力調查及資料庫建

中心鍾立來組長、陳永蒼先生擔任講師。參與之人員包括教育部

置作業；因此，各中小學填表人員可先於網站上下載簡易調查表

國教司陳明印副司長、邱乾國科長及廖素麗小姐；國家地震工程

紙本進行校舍資料的調查及填寫，俟調查完畢後，利用網頁瀏覽

研究中心張國鎮副主任、黃世建組長、簡文郁博士、邱健國先生、

器(Browser)連結至簡易調查網站，將已完成之校舍耐震資料上

許丁友先生、周德光先生、邱聰智先生、王翊光先生；二十五縣

傳，即完成此項調查工作。簡易調查表內容可分為兩個部分，第

市教育局承辦人員及一百二十五所種子學校等人士熱烈與會（照

一個部分是對學校資料作一初步調查，包括：學校基本資料、各

片一）。

棟校舍基本資料、以及校園平面配置圖等，可提供研究小組一些
有用的資訊，對未來即將建置之國民中小學校舍耐震資料庫及地
理資訊系統(GIS)有極大幫助；第二部分則是對各棟校舍的資料作
一詳實的調查，包括各棟校舍的詳細資料、校舍現況調查、校舍
尺寸調查、一樓結構圖、以及校舍的正、背面照片；校舍長與寬、
樓層數、以及柱與牆的尺寸等，可提供校舍耐震能力初步分析上
之依據。
國民中小學在全國之分布密、空間廣、且教室大，實應在防
救災體系中扮演地區性防救災中心的角色，故其土木結構之安全
非常重要，而其設計地震力更較一般民宅高出百分之二十五。可
是，從歷次大地震之災情看來，國民中小學校舍均是受創最為嚴
重的一群，顯然在校舍興建之程序中出現嚴重的漏洞。期望藉由
照片一 講習會學員參與情形

國民中小學校舍耐震能力簡易調查表之研擬，初步採用了日
本震後典型建築物耐震能力調查表的精神，並參考國內蔡益超教

此次校舍耐震能力調查工作之展開，能儘速找出耐震能力不足之
校舍，並依序逐年進行補強或重建，期能提昇校舍之耐震能力，
確保師生之生命安全，並在救災工作中發揮其應有之功效。

授所提出的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針對國內的實際情形，盡量使

專案助理研究員 王翊光、專案助理研究員 陳永蒼

填表的內容量化，避免主觀的判斷的原則下，提出了適用於全國

組長 黃世建、組長 鍾立來、副研究員 簡文郁

出國會議報告

一共報告五篇簡報(如表一)。參與國家雖以亞洲國家為主，但仍包
括其它國家。除了主辦國菲律賓之外，參與國家包括我國、日本、

2004 年亞洲地震工程會議

泰國、南斯拉夫、印度、斯洛維尼亞、美國、加拿大、孟加拉、
新加坡、埃及等國。但中國大陸與南韓雖然亦在本研討會委員會

2004 年亞洲地震工程會議(Asia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之列，但今年均沒有發表與出席本研討會。

Engineering 2004)於三月五日至六日，於菲律賓首都馬尼拉舉行。
這次亞洲地震工程會議為此研討會之第一屆，在亞洲地區之地震
工程研究領域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本次研討會由菲律賓結構工程
師學會(Association of Structural Engineers of the Philippines, Inc.)
主辦，主要議題包括地震災害風險分析與應變、大地工程與地表
反應分析、建物耐震性能與設計、橋樑耐震性能與設計、非線性
RC 建物分析、災害準備/警報/推廣教育、特殊結構耐震設計、大
型實驗技術與數值模擬技術。本次研討會發表文章量共 75 篇，其
中日本占最多，共 30 篇，其次依序為主辦國菲律賓、我國、泰國、
印度、孟加拉、美國、新加坡、加拿大、埃及、斯洛維尼亞。本
次會議在菲律賓工程屆受到相當大的重視，不但參加者包括國外
人士、當地工程師與學者約達五百人之譜，許多菲律賓各相關政
府工程單位亦派人出席，且菲律賓總統阿羅約(Gloria Macapagal
Arroyo)與馬尼拉市長 J. L. Atienza 均以書面表達致辭。

照片一 本中心出席同仁、新加坡潘則建教授與
主辦單位人員合影
我國在本次研討會中受到相當的重視。本中心被邀在研討會

本中心出席本屆亞洲地震工程會議，出席者包括葉錦勳博

開幕會上之四位國外來賓致詞之一 ( 由楊元森博士代表，如照

士、柴駿甫博士、賴俊維先生與楊元森博士四位出席者(照片一)，

片二 )，其他三位分別為日本東京大學的 Yamazaki 教授、泰國

12／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50 期

Lukkunaprasit 教授與新加坡大學的潘則建(Tso-Chien Pan)教授。葉

本研討會地點馬尼拉為菲國首都，該市居住人口高達一千萬

錦勳博士之早期地震災損評估與應用的文章，亦是主辦單位從 75

人。由於經濟的成長、都市開發與愈來愈多重要的高樓建築，菲

篇文章中選出 5 篇全體出席議程之內之一，相當受到會議的重視

律賓對於地震工程的研究相當重視。馬尼拉市的重要工程之一：

(如照片三)。本研討會之兩位主要主辦人 R. S. Ison 與 J. R. I.

大眾捷運系統，乃自 1984 年即完工，並陸續擴加其工程(照片

Manalo，以及主辦單位主管之一的 F.E. Briones，三位均分別於

四)。雖然目前菲律賓的國民所得不比我國，但能早在 20 年前即

2002 年與 2003 年參與本中心舉辦的耐震設計國際訓練班，使得

完成大眾捷運系統，可略見該國對於公共工程的重視。

主辦單位一直與本中心保持良好關係。
表一 本中心在 ACEE2004 研討會中發表文章
題目

演講人

Application Of Early Seismic Loss Estimation In
Taiwan
Fault Rupture Model And Induced Near-Fault
Ground Motions

葉錦勳博士

Hybrid Testing Of A Full-Scale Composite Frame

賴俊維先生

Application Of Early Seismic Loss Estimation In
Taiwan

賴俊維先生

Networked Pseudo-Dynamic Testing In Taiwan

楊元森博士

柴駿甫博士

照片四 馬尼拉市大眾捷運系統之一景
研討會之後出席的委員會成員開會決議，下一屆的亞洲地震
工程會議將於 2006 年繼續由菲律賓主辦，而第三屆初步決議將
在 2008 年由新加坡或泰國來主辦，並於第二屆 2006 年會議時作
再最後決定。詳細關於本研討會的其它資訊，可以參考以下網址
(http://www.aseponline.org/ACEE04.htm)。
照片三 本中心葉錦勳博士於全體
大會場次介紹我國之地震
照片二 本中心楊元森博士於
災損評估應用之演說
開幕之致辭

結構隔減震設計與施工講習會

專案副研究員 楊元森、組長 葉錦勳
研究員 柴駿甫、助理研究員 賴俊維

美華營建法規與管理政策國際研討會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草案之修訂已完成，正於內政部審議

美華防災協會(CAA-NDR，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委員會審議中。本版規範之修訂首次納入減震元件相關設計規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為在美優秀華裔工程師及學者所成

定，另將建築物隔震設計規範整合至新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立之組織，致力於天然災害防治工作之研究與推展。近來均定

中。國內隔、減工程實例日益增加，商用結構分析程式與相關

期(每年)舉辦美華防災研討會，廣邀美、台從事防災研究與工

之設計理論日益成熟，本講習會就「隔、減震工程」相關理論

作推展之專家學者與官員共同參與研討、分享經驗、擬定共同

基礎、設計方式與工程實例等議題提出討論。本講習會係針對

之防災研究課題。本研討會的主要目的為比較世界各先進國

工程師之設計工作需求作內容規劃，首先將深入淺出地介紹

家，尤其是美國在『建築法規與管理』的政策，透過與會學者

隔、減震工程，並作示範例交待細節。其次更針對不同隔、減

專家及主管官署集體討論，交換心得與經驗，為我國相關政策

震元件，介紹相應之設計分析方法與工程案例探討。最後，並

提供具體建議，期能健全我國建築法規與管理政策。

將介紹商業軟體的使用。
時間：93 年 7 月 22~23 日(星期四、五)
地點：台灣大學應用力學館 100 國際會議廳
報名及繳費方式請上網址：
http://www.ncree.gov.tw/structuredamper/

時間：93 年 8 月 13 日(星期五)
地點：台灣大學應用力學館 100 國際會議廳
報名及繳費方式請上網址：
http://www.ncree.gov.tw/TaiCaa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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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資訊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Commemoration of

13th World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1999 Chi-Chi

August 1 - 6, 2004

Earthquake

Vancouver, BC Canada

Tel：+1-604-681-2503

October 8 ~9, 2004

Fax：+1-604-681-5226

Tel：(02) 2378-2466

E-mail：13wcee@venuewest.com

Fax：(02) 2733-8263

Web Site: www.13wcee.com

Taipei, Taiwan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ridge

Asian-Pacific Symposium on Structural Reliability

Maintenance, Safety and Management

and its Applications (APSSRA’04)

(IABMAS’04)

August 18 ~ 20, 2004

October 19 ~20, 2004

Seoul, Korea

Kyoto, Japan

Fax：+82-2-364-5300

Tel：+81-75-753-5078

E-mail：sanghyo@yonsei.ac.kr

Fax：+81-75-753-5130

Web Site: http://www.xoseik.or.kr

E-mail：jabmas04@str.kuciv.kyoto-u.ac.jp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Web Site: http://jabmas04.kuciv.kyoto-u.ac.jp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ASEM’04)
September 2 ~ 4, 2004

Seoul, Korea

Tel：(+82-42)869-8451

July 19 ~ 20, 2005

E-mail：asem04@kaist.ac.kr

Fax：(+81)52-683-7777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eel &
Composite Structures (ICSCS’04)
Seoul, Korea

Tel：(+82-42)869-8451
Fax：(+82-42)869-8450
E-mail：icscs04@kaist.ac.kr
Web Site: http://icscs04.kaist.ac.kr
9th Online World Conference on Soft Computing in
Civil Engineering (WSC 9)
September 20 ~ October 8, 2004

Nagoya, Japan

Tel：(+81)52-683-7711

Web Site: http://asem04.kaist.ac.kr

Kharagpur, India

Tel：91-3222-283408
Fax：91-3222-282254
E-mail：skbarai@civil.iitkgp.ernet.in
Web Site: http://wsc9.softcomputing.net
6th IAEE European Conference 2004
Modelling in Energy Economics and Policy
September 2 ~ 3, 2004

Experimental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ESE 2005)

Fax：(+82-42)869-8450

September 2 ~ 4, 2004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Zurich, Switzerland

Tel：(+41)1-632-06-50
Fax：(+41)1-632-16-22
E-mail：saee2004@ethz.ch
Web Site: http://www.saee.ch/saee2004
2004 National Earthquake Conference
September 26~ 30, 2004
Adam’s Mark Hotel, St. Louis, Missouri
Web Site: http://www.earthquakeconfer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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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Site: www.civil.nagoya-u.ac.jp/a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