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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震中心 93-95 年中程計畫將重點推動五個整合研究：(1)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發行人：羅俊雄

之研發與應用；(2) 性能設計法之研究概況與落實；(3) 數值軟體與試驗模擬之整合與

本期主編：簡文郁

開發；(4) 地震工程資料庫之建置與應用；(5) 實驗室設備認證。本期簡訊分別摘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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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五個整合研究中程計畫綱要；並對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之研發現況與展望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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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季刊•九十二年六月出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的經費係由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為減少各類天然災害所造成的人命傷亡與財產損失，國家科學委員會正積極推動
「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希望藉由各部會的整合協調，平時即謹慎研擬中央單位與
各級縣市政府的防救災方案，進行一般建築物與重大公共工程建設的震災風險評估，
充份作好防救災演練和風險管理的工作；在災害發生時能依早期評估系統的快速評
估，了解災害的範圍與分佈，及時有效地調派救難人員、妥善運用醫療和救護資源以
搶救受困的民眾。地震災害之災前規畫與災後處置的相關研究包含自然科學、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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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和工程科學等領域，且以實用為導向的科技研究。

˙專題報導

為使防、救災規畫工作能確實反應災害發生時的實際狀況，提供防、救災決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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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單位的參考，有必要多方面的配合與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三個基本要素，分別為(1)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之研發與應用 1

建立完整的防救災資料庫，(2)使用有系統的天然災害識別、損失評估模式與參數，和

—性能設計法之研究概況與落實 3

(3)研發適用的整合應用軟體。有鑑於此，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根據HAZUS和

—數值軟體與試驗模擬之整合與開發 5

步架構，並針對台灣地區特有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和資料，逐步改良原有的分析評估模

—地震工程資料庫之建置與應用 6
—實驗室認證工作介紹
9

—地震災損早期評估

9

—早期地震災害潛勢分析
—地震災害之應變

式和參數。該損失評估系統完成後將有許多應用的地方，諸如進行地震災害早期評估、

7

地震損失評估與應變

研擬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提供重大工程或社會經濟的震災風險評估工具。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主要包含地震災害潛勢分析、工程結構物損
害評估、地震引致的二次災害評估、以及社會經濟損失評估等模組。然而受限於各項
12

資料庫的收集和取得不易，目前包含在 TELES 系統內的預設資料庫有限，可進行分析

15

評估的項目僅針對一般建築物、公路橋樑和人員傷亡等。由於軟體架構的模組化設計，
未來隨工程結構物的資料庫日益完整後，可隨時視需要增加或修改分析評估的功能與

˙地震報導
土耳其賓果大地震災情報告

項目。與 RMS 所撰寫之初版的 HAZ-Taiwan 系統比較，TELES 增加地震災害早期評

16

估和震災風險評估的功能。

˙工程參觀
台北縣政府新建大樓耐震能力之提昇

˙國際會議資訊

HAZ-Taiwan的分析架構，研發完成「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應用軟體的初

18

19

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基於三個成功要素，分別為(1)建立完整的人文、自然與工程環境資料庫，
(2)研發可行且有系統的地震災害損失評估方法與架構，(3)結合可以收集到的資料庫和

本刊免費贈閱，有興趣者，歡迎電話或來函索取

最新可行的分析模式與參數值，開發適用的震災境況模擬軟體。其中程目標是達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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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功能：

害評估、或社會經濟損失評估方法，都有更新或修改的必要。尤其

1. 充份運用已收集的資料庫，研發震災早期評估系統，可在地震

為達到前述中程目標，有必要研發「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後的短時間內提供地表振動強度的分佈、一般建築物的損害評

TELES」，因其中多項功能是初版的HAZ-Taiwan系統所沒有的。

估、人員傷亡評估、臨時避難所需求推估、震後火災個數與延
燒範圍推估和經濟損失評估等，可供救災時的緊急應變和救災

四、計畫內容摘要

支援系統的參考；

為達到前述目標，本計畫實施策略簡述如下：

2. 進行地區性震災潛勢和上述各項工程結構物與社會經濟損失的

1. 更新現有的「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的分析模組，包含研發

災害規模評估，供各級政府於平時即妥善擬訂防救災計畫，並

新的評估模式，更新既有評估模式的參數值，和增加或修改既

根據地震災害模擬評估的結果，加強各項減災準備和救災演練

有應用軟體的功能等。

的工作；

2. 持續更新、建置地震損失評估所需的基本資料庫，收集整理以

3. 配合與危害度分析相符的震災境況模擬，進行各項工程結構物

往重大地震事件的災情資料庫，進行歷史性震災境況模擬研

或社會經濟等的震災風險評估，擬定震災風險管理策略，譬如

究。除校正評估模式所需的分析參數外，也研擬防災計畫和進

建築物的地震保險政策和費率的訂定、重要公共工程建設耐震

行防災演練。

補強的經濟效益評估等。

三、現有計畫執行檢討

3. 加強國際合作研究與資訊交流，提昇震災境況模擬技術與分析
方法，同時提升台灣在地震防災科技的知名度。
整體架構與相關研究課題綜整如後：

以往在台灣地區缺乏有關地震災害損失評估之有系統的學術
研究，相關的人文與自然環境資料庫分散在各個行政部門或事業
單位，尤其缺乏將資料予以妥善數位化的觀念，對於不確定性極
大的地震災害所可能引致的損失或傷亡僅能依賴專家的經驗和主
觀判斷。但影響損失與傷亡的因素極多，縱使是經驗豐富的專家
也須有完整可靠的資料，才能作定量而精確的評估。是以防災科
技先進的國家，如美國與日本，無不戮力發展各類天然災害的電
腦境況模擬方法，藉以妥善規畫災前減災整備、災時緊急應變、
和災後復原重建等工作。
相較於美、日等防災科技先進的國家，以往台灣地區對於地
震防災科技之研究顯然較少。地震工程研究多偏重於地震災害潛
勢分析、結構耐震設計與補強等方面，對於工程結構物的可靠度
分析與易損性曲線的研究、地震引致的火災延燒模式、人員傷亡

地震損失評估系統乃透過「地震災害境況模擬」的技術，根
據歷史性地震紀錄或活動斷層的分布等震源參數資料，設定可能
發生之模擬地震的規模、震央位置和深度等，進行各地區地表振
動強度和土層破壞程度的推估；再根據潛勢分析的結果推估各項
工程結構物的損害狀態機率和數量、地震可能引致二次災害(如震
後火災和廢棄物)的種類和數量、人員傷亡的程度和數量、以及對
社會經濟的衝擊等。由於內容牽涉許多不同的研究領域，有必要
透過整合型研究計畫的統合協調機制，以達到具體落實的目標。
本中心參與此整合研究計畫的研究人員有簡文郁博士、劉季宇
博士、陳銘鴻博士、吳秉儒博士、高青雲博士和林敏郎博士。目前
規劃的研究重點如下，也歡迎其他有興趣的學者專家共同參與。
(A) 地震災害潛勢分析

評估、以及地震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等的研究成果較少。探究其原

1.地表震度衰減律和場址效應微分區；

因，主要是相關的人文、自然與工程環境資料不易取得。但人文、

2.以或然率理論為基礎的台灣地區地震危害度分析；

自然與工程環境資料卻是落實地震防災科技必要的基本資訊。

3.土壤液化敏感類別與引致地表沉陷量與側移量的推估；

欲落實地震防災科技所需的資料庫種類眾多，範圍包含全台灣
地區。舉凡行政區界圖、數位化地形圖、工程地質圖與鑽孔資料、

4.山崩敏感類別、潛勢分析與引致地表永久變形量的推估。
(B) 全國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料庫

活動斷層分佈圖、土壤液化敏感類別圖、山崩潛感圖、不同年代之

1.進行測站土壤鑽探及土層波速分佈量測；

耐震設計規範所訂的震度分區圖、場址效應微分區圖、不同時段的

2.建立測站與量測資料之含地理資訊的資料庫；

人口動態分佈、一般建築物依村里界、模型建物、耐震設計水準與

3.將各測站依其場址條件加以分類；

用途分類的數量統計和分佈、臨時避難所、救災與醫療等重要設施

4.進行地盤非線性反應研究。

之數量與分佈、運輸與民生系統的數量與分佈、地區性的經濟結構
與生活型態等，都與地震防災科技有關。任何一種地震災害損失的
境況模擬與評估都需要上述各項資料。所用資料愈詳實，分析模式
愈精確，評估的結果也愈可靠。
由Risk Management Solution, Inc.所撰寫之初版的HAZ-Taiwan
軟體，除極少數分析模組已有本土化的資料庫和分析方法與參數值
外，大多採用美國所研發的分析方法和預設的參數值。由於所用設
計規範、施工品質、地質條件、人文社會背景不同等因素，必須以
台灣地區本土資料所迴歸得到的參數，作為損害評估的預設值。其
次，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無論在地震潛勢分析、工程結構物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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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全國液化潛能圖研究
1.鑽孔和試驗資料蒐集整理及建檔；
2.本土化液化潛能分析模式之探討；
3.地質及地形圖元資料之收集與圖層套疊；
4.地質鑽探資料庫查詢系統之建置；
5.系統之維護及分析展示資料更新。
(D) 一般建築物與重要設施損害評估
1.一般建築物損害評估；
2.校舍損害評估。

工程師協會(SEAOC)組成一 Version 2000 委員會，發展出一套使建

(E) 維生線系統之震害風險評估
1.受損維生線系統之網路分析；

築物具有可預期之性能表現的設計方法，並預定於 2006 年完成整

2.維生線系統 GIS 資料庫之持續建置與更新；

個研究計畫。日本建設省於 1995-1998 年進行了完整之技術研究與
發展計畫「建築結構之新工程架構發展」，此一研究主要著重於

3.維生線系統重要元件之易損性研究；

有關性能設計法之概念性架構；隨後於 2000 年日本又將其建築標

4.維生線受震分析與社經損失評估之整合。

準法修訂為以性能設計為基礎之設計方法，此一日本新修訂之設計

(F) 地震引致的二次災害評估

規範，制定了建物於靜載重風力或地震力作用下建物性能評估與檢

1.地震引致火災的起火點個數和可能的延燒面積；

驗之方法與步驟。

2.推估廢棄物的種類和數量。

有鑑於美國與日本已經著手進行有關性能設計法之開發研究

(G) 社會經濟損失

多年，且性能設計法為本世紀耐震設計之新趨勢，因此本中心參考

1.人員傷亡程度和數量；

國外研究成果，規劃性能設計法之相關研究，並將之列為中程研究

2.臨時避難所需求；

重點項目之一，期能擬定實施性能設計之可行架構以及相關規範準

3.直接與間接經濟損失評估。

則或指針之條文草案，以提升國內之耐震設計層級。

(H) 建立地震防災資料庫

二、現行結構耐震設計規範之檢討

(I) 地震災害境況模擬軟體

性能設計法目前仍處於發展階段，還有許多技術面及經濟面上
的困難無法克服亟待改進，所以若要依照美國或日本之性能設計法

五、預期成果

的觀念應用於台灣本土上，不僅無法在技術上給定一合理之規則，
地震工程防災科技是著重實用性的研究領域，本計畫完成後將

也難以被設計實務者所接受。所以目前考慮的方式僅是依照日本

可建立一套適用於台灣地區之有系統的地震災害損失評估與境況

2000 年建築設計規範之作法，將性能設計之初步概念融入現存之

模擬方法，提供各項災損範圍與數量推估，據以擬定確實可行的地

設計規範中，而非以性能設計來取代現在的條例式設計規範。

震減災策略，減少地震時的人命傷亡和經濟損失。本計畫除供國家
型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參考外，對於各級地方政府的都市規畫、
民間企業之地震風險評估都有莫大幫助。此外將有助於落實國內地
震工程之應用研究，開啟公元2000年以功能設計法為主的結構耐震
設計規範，提升台灣在國際間的學術地位。

事實上，台灣現行修訂之耐震設計規範草案也已經隱含有性能
設計的觀念在，例如耐震設計規範中所規定之最小設計地震力與層
間變位角限制，其用意即在確保小地震下結構物可以保持於彈性範
圍內而無損壞；而採用容許韌性為韌性容量的一半，其用意即在大
地震下確保人命安全及建物不發生倒塌。然而，此些規定只是針對

副研究員 葉錦勳

所有結構物之概括性規定，並未考慮個別結構物之反應特性，所以
只能說其具有性能設計的觀念但不具實質之性能設計程序。

性能設計法之研究概況與落實

三、美國性能設計法之研究概況與借鏡
一、結構性能設計法之提出

美國以其雄厚之國力以及充沛之研究人力，故能將性能設計法

傳統之耐震設計的主要理念在於設計出在強震下不至於倒塌

以一種有系統、有計劃之方式加以發展推廣，其研發方式及策略可

之建築物，以達到保障人命安全之目的，並未考慮在各種設計地震

足資我國借鏡。今將美國有關性能設計法之發展過程，以圖一所示

水準下建築物之性能表現應該為何。所以自 1992 年起，美國加州

之架構圖說明如下：

技術研發

落實於補強修復
之準則與指針

落實於新建築之設
計規範條文草案

ATC-40
(1996)

FEMA273、274
(1997)

FEMA302、303
(1997)

FEMA356、357
(2000)

FEMA368
(2000)

ATC-55
(2001)

鋼結構專題系列

FEMA350、351、352
(2000)

圖一 美國性設計法發展架構圖
(一) 有關技術發展方面

「應用技術委員會」(Applied Technology Council, ATC)先行針對技

美國性能設計法中有關評估技術之方法論發展，主要為美國

術上之問題進行總結，並進行新技術之開發後，再交由 FEMA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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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落實於準則指針或規範條文草案。在 ATC-55 中之執行方式，係

壞指標以表示結構損壞情形。同時，必須根據台灣之建物型態、國

分為兩個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為研究問題總結，第二階段則為工

家經濟、人力成本等因素，建立適當之量化模型來表示損壞狀態與

作計劃。在第一階段中，將過去以往之技術層面予以分類並詳述比

修復成本之關係，將經濟上之考量納入之性能目標之設定以符合最

較，且總結諸如分析方法、分析程序、結構模擬以及需求特性等業

小成本原則，而損壞狀態之定義與修復成本需求則需配合實驗研

已取得共識之部分。至於第二階段之工作計劃，則相當於公開宣佈

究。另一方面，當考量不同層級之設計地震時，其耐震需求參數將

所需進行之研究題目，並開放給有興趣之專家學者申請研究計畫，

以單自由度系統之彈性或非彈性結構參數反應譜需求呈現。

再加以組織研究團隊，有目標、有計劃地集體進行研究。有關

(二) 結構性能表現分析程序

ATC-55 中研究項目之釐清，以及組織研究人力方面，足資我國借

為了進行結構物之性能評估，必須建立足以表徵結構物強度與

鏡。

力學特性之數學模型，並進行數值分析探討結構物在設計地震下之

(二) 有關落實於補強修復之準則與指針方面

反應，預測各個設計反應參數之值。一般而言，分析方法可概分為

美國於相關技術獲得發展後，立即反映並落實於補強修復之性

線性靜力分析、線性動力分析、非線性靜力分析與非線性動力分

能化準則與指針。一般而言，由於準則與指針僅具推薦參考之功能

析，各個分析方法均有其適用範圍與分析流程。因此，本計畫擬結

而不具強制遵循之特性，故準則與指針均能大膽地採用先進技術，

合國內外相關規範與研究成果，訂定性能評估分析程序之準則條

其版本內容較為激進，而具有試用並測試市場接受度之意圖。有關

文，作為工程師在選取適當分析流程時有所依循，並得以依照準則

FEMA273、274 以及後續之改進版本 FEMA356、357 中均已包括

條文逐步完成結構之地震性能表現分析。

最先進之研究內容並包羅萬象，有關鋼結構、混凝土、磚石、木造

(三) 結構容量之數學模擬

及輕金屬構架、隔震消能裝置、非建築構材及機械電氣設備均已包

結構容量之數學模擬必須適切表徵結構物之強度與力學特

含在內。FEMA357 並臚列有各準則中所引用之新觀念以及相關之

性。因此，本計畫擬依據結構物之規則性與對稱性訂定三維或二維

一般議題與研究需求，此相當於是將準則相關之研究專題與需求逐

分析模型之基本假設，並針對構架與接頭配置、橫向扭轉效應、基

項列出，此有助於我國在訂定本土化之準則與指針時，作為該進行

礎、橫隔板、P-∆效應、多向負載效應、垂直地震效應等項目，分

哪些研究題目之參考。

別訂定相關準則條文，使工程師在建立數學模型進行結構物性能評

(三) 落實於新建築之設計規範條文草案

估時有所依循。

相對於 FEMA273、274 與 FEMA356、357 之激進版本，有關

(四) 可接受之性能標準鑑定、設計主體內容以及品質控制與確認

新建築設計之 FEMA302、303 及後續之 FEMA368，其版本內容則

為確保結構物之性能滿足不同考量地震下之設計性能水準(目

顯得較為保守。此乃因作為一規範條文草案，其規定具必須遵循之

標)，必須進行結構性能之可接受度的檢核。因此，本計畫擬定義

強制性，故相關技術必須較為成熟並擁有較高之工程師接受度方為

諸如層間變位角等量化之損傷指標的需求容量比，並藉由相關準則

可行，此對新建築之設計更是必然。例如未臻成熟且未能廣為接受

條文訂定不同設計性能水準之容許值，使工程師得據以檢核結構性

之消能設計條款，即沒有列入此一有關新建築設計系列之版本之

能是否滿足耐震需求。同時，針對設計主體內容而言，本計畫擬就

中。同時，規範草案中有關條文章節之安排與準則或指針中較為鬆

結構系統之選擇、構材規格、構架與接頭之設計等細節，以及耐震

散之安排方式亦有所不同。

品質控制與確認部分，訂定相關準則條文。

(四) 鋼結構專題系列
除了前述(二)、(三)項所述及之系列開發外，美國還針對個別

五、結語

建築結構，重新開發具專門性的專題系列。目前已針對較為成熟之
鋼結構，完整地進行全面性能化，開發出 FEMA350、351 與 352
系列。依照此發展趨勢，可預料如混凝土結構等其他專題系列，亦
會在不久的將來陸續發展問世。

考量國內之研究人力不若美、日等國之充沛，故欲發展落實結
構性能設計法，需借鏡美、日等先進國家之發展經驗。由於國際上
對性能設計法已取得共識，且日本之發展除一些細節外亦已與美國
之發展漸趨一致，再加上我國之耐震設計規範原本就以美國相關之

四、落實發展結構性能設計之策略

耐震設計規範做為藍本，經過一些本土性之參數修正後研訂而成。
故欲將我國結構耐震設計規範之層級提昇至性能設計法，策略性的

依據美、日等先進國家有關結構性設計法之提出演變過程，同

作法勢必以美國 FEMA356 當作藍本，再進行若干本土性之參數研

時參酌國內現行結構耐震設計規範之檢討後，審慎提出台灣欲發展

究，同時考慮新舊規範之延續性與銜接性，即可順利接軌至性能設

落實結構性能設計法之策略計畫，期能透過這些策略計畫之執行，

計層級。本中程計畫之提出，係爰於此策略性之考量，行有餘力則

達成適合我國之結構性能設計法草案之擬定。這些策略性計畫分別

將再針對重要之個別性專題(如鋼結構)予以加強，成立專屬之性能

以四個主體性計畫概述如下：

設計法。

(一) 性能目標、性能水準與地震危害
為施行性能設計，必須考慮社會對意外災害損失之容許度、建
物總成本、民眾意願及實務設計者接受度等各方面之因素，定義及
量化不同地震水準下結構整體及構材之性能水準，並建立量化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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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計畫之研究人員尚有副研究員柴駿甫博士、簡文郁博
士、高雄大學助理教授廖文義博士。
研究員 鄧崇任

數值軟體與試驗模擬之整合與開發
一、前言

些難以預估其種種的因素使得欲以數值方法預測材料行為，具有相
當的困難度。
不同於一般製造業或其它領域的結構分析，土木建築結構分析
中，經常使用梁柱元素作為主要的元素種類。在梁柱元素的非線性

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繁。因此結構物的耐震能力

分析中，Fiber section的功能則顯得重要。本研究中，Fiber section

極為重要，針對耐震設計之需求，必須了解結構的耐震能力，及藉

的功能將加以探討，並評比各軟體間在此功能的支援能力，與表現

由結構元件的非線性遲滯行為，或增加一些額外的隔震與消能元

出來的特性與適用性。

件，來吸收地震輸入的能量，其中工作項目應包括實體試驗及數值

然而鋼筋混凝土構材之非線性行為，用現有的商業套裝軟體不

分析模擬等兩大部份。實體試驗可忠實呈現強震作用下的結構行

易模擬，本計畫引進OpenSees，加入合適的材料組成率，期望可改

為，惟實驗通常所費不眥，此時，依據實驗結果而建立的數值模型

善鋼筋混凝土結構的非線性分析結果。

和電腦分析軟體便可適時發揮作用，真實模擬結構受震行為，節省

(二) 結構分析3D視覺化工具開發、整合與測試

研發成本。未來的結構設計會趨向於性能設計法，工程設計需掌握
結構物的非線性變形，因而也需要非線性數值分析程式的輔助。

OpenSees目前已經具備豐富的分析功能，且功能仍在不斷地開
發之中。OpenSees的核心是一套有限元素分析的軟體元件，由數百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擁有全國最具規模的試驗場，有能力

個C++物件類別所組成。OpenSees除了提供各種C++物件類別，以

進行各種足尺結構試驗、隔震器與消能器的元件測試及大型剪力盒

供研究人員撰寫各種有限元素分析程式之外，亦提供一個可執行的

受震及液化試驗，同時中心亦有多個非線性數值分析軟體，若能整

程式。在程式擴充管理上，OpenSees採開放程式碼方式，接受世界

合與開發數值軟體與試驗模擬，相信對性能設計法及隔震器與消能

各國研究人員提供相容的擴充程式碼。由此觀之，OpenSees未來在

器在土木結構上的推廣與運用有相當大之助益。

地震工程之數值模擬方面，可能將具有相當的影響與貢獻。
本中心目前已經開始投入OpenSees的研讀、開發與應用的工

二、計畫目標及說明
本計畫針對數值軟體與試驗模擬之整合與開發，擬定關鍵性分

作。目前本中心已經成功地將OpenSees程式加以擴充，加入新的元
件，使之可用以作為三度空間的網路擬動態實驗之分析引擎。

類課題及其目標，藉由目標之揭示與達成，期能解決極具迫切性與

然而OpenSees缺乏圖形化的前處理與後處理程式，使得研究人

必要性之相關課題，並建立數值軟體與試驗模擬之可行架構。同時

員在使用上，幾乎必須完全以純文字檔的輸入與輸出資料做處理，

藉由數值軟體與試驗模擬之整合與開發，必能提供工程設計之需求

相當地不便。本研究初期亦會評估開發一套前後處理的圖形化環境

及擴大結構試驗數據之應用。經由試驗模擬，吾人能掌握鋼筋混凝

的方案與可行性。這個前後處理的軟體，是否由本中心獨立開發，

土結構、鋼結構、複合結構、隔震器與消能器材等的特性，提供設

或由本中心進行程式設計並委託業界撰寫，或以目前商業軟體的前

計規範之參考，同時善用可靠的數值軟體，分析結構之行為，於工

後處理工具為前端(例如ABAQUS/CAE)，再開發文字檔格式轉換

程設計上，必能兼顧結構安全與經濟成本效益。

程式，都將在本研究初期工作中評估。這個工具將利於未來研究人

目前地震中心正在進行全國強震儀測站之地質鑽探及土層剪

員方便地比較多套軟體對同一分析問題的分析結果差異，避免浪費

力波速之量測，有了這些地層剖面資料及土層性質，只要知道岩盤

重覆建置模型的時間與可能產生的錯誤。

的輸入振動，便可以利用數值分析程式進行地盤受震反應分析。另

(三) 非線性數值分析軟體應用於結構耐震評估之研究

外，地震中心目前也正在進行砂質地盤之大型剪力盒受震及液化試

對於現有建築物，如能在大地震發生前，進行耐震能力評估，

驗；由於輸入振動及邊界條件已知，便可利用數值分析程式分析地

其耐震能力太低者，及早加以補強或拆除，實為降低大地震造成人

盤各深度的受震反應，將分析結果和試驗結果做相互比較驗證，有

命傷亡與財產損失的有效手段。為了解建築結構在地震下之真實行

助於數值軟體和實驗技術之整合。未來還可分別進行土壤結構互制

為，以及檢核在不同地震設計標準下，結構是否符合預期之功能目

之試驗與數值分析，經過相互比較驗證之後，使分析結果更具工程

標，非線性分析便被廣泛地運用，而結構之非線性行為可藉由非線

應用價值。

性分析軟體協助建立。藉由將非線性數值分析軟體應用於鋼結構、
鋼筋混凝土結構、複合結構的研究結果，本計畫將進一步應用非線

三、計畫內容摘要
(一) 非線性數值分析軟體應用於鋼筋混凝土結構之研究
我國建築的種類中，鋼筋混凝土結構具有相當大之比例。鋼筋
混凝土結構的耐震能力，急需建立與評估，這需要結構試驗與數值
分析雙管其下。鋼筋混凝土力學行為的數值模擬，最大的瓶頸應在
於混凝土材料的不確定性，以及鋼筋與混凝土間作用行為的複雜
度。一般而言，混凝土在進入非線性與塑性狀態之後，行為將開始
變得複雜而較無法精準掌握。此外，鋼筋與混凝土間之互制作用，
也因為各種不同的因素，產生各種複雜與脫離數學假設的行為。這

性數值分析軟體於鋼結構、鋼筋混凝土結構、複合結構之耐震評估。
(四) 非線性數值分析軟體應用於鋼結構試驗之研究
本計畫選擇鋼結構試體作為分析對象，將彙整本中心鋼結構試
體試驗資料，以配合數值分析研究之進行。
數值分析套裝軟體分析能力有其限制性，這些分析軟體無法保證適
用於各項實驗，故許多軟體乃保留撰寫程式的空間，讓使用者為自
己所需的計算方法撰寫子程式(subroutine)。舉例而言Abaqus 或
Open-Sees都可讓使用者為自己的所需的計算方法撰寫程式。著眼
於長期的發展，本計畫將「開發分析程式」納入計劃目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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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鋼與混凝土複合結構之非線性分析研究
鋼與混凝土混合使用之複合結構如RCS結構、CFT結構等，由
於具有施工快速、耐震性能佳且符合經濟性，因此逐漸成為工程界

參與本計畫之研究人員計有專案副研究員李政寬博士、楊元森
博士、陳銘鴻博士、林沛暘博士、林敏郎博士、吳秉儒博士、高清
雲博士。

所樂於採用之主流結構型式。然而此類複合結構於地震下之非線性

副研究員 葉勇凱

行為尚無法準確預測，因此有系統地進行其非線性行為研究乃為重
要的研究課題。

地震工程資料庫之建置與應用

(六) 隔震消能器元件之數值模型建立與應用
消能元件主要功效在於吸收地震等外力作用下時所輸入的能

一、前言

量。消能元件的種類很多，功效也不盡相同。商用套裝軟體對此類
消能元件的不易模擬，常無法與實驗結果相對應。本計畫的目的在
於運用地震中心隔震消能器元件測試的資料，配合Matlab程式與系
統識別理論，建立隔震消能元件的精確數值模型，並進一步將此數
值模型與現有的數值分析軟體OpenSees作結合，增加非線性數值分
析軟體在隔震消能器元件的準確度。此外配合半主動消能元件如磁
流變消能器，更可以將半主動控制分析移植至有限元數分析平台，
提升實際運用半主動控制系統之結構物更精準之非線性動力分析。
(七) 數值模擬與試驗模擬於大地工程之應用
以台北盆地幾處井下地震儀所記錄之地震進行地盤受震反應
分析，將分析結果和各深度所記錄之加速度反應比較，驗證程式之
預測成效。利用地震中心已獲得之強震站地質資料，分析中部地區
在過去受到弱震作用在小變形(線性)階段之地盤反應，以及921強
震作用在大變形階段之地盤非線性行為。經由數值分析界定出地盤

由於資料服務的技術不斷推陳出新，而每年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因實驗所產生之資料量也相當龐大，再加上
除了實驗資料外，本中心因研究所需及研究成果亦產製為數不少之
資料；若上述資料仍依傳統方式而無系統化之儲存與提供服務的方
式，必令其成為無用的媒體。有鑑於此，中心將於民國93年推動一
中長期計畫，希望藉由現今之科技重新附予這些資料新的生命。
此一計畫之目標在於：1.有效運用，包含提供良好之服務、利用率
及再使用率之提昇、易於查到所需資料且能運用到最更新的部分、
方便審閱使用記錄等等。2.品質提昇，透過更新維護機制，達到最
好的資料品質。3.完整記錄，不論使用記錄、更新記錄或資料相關
性皆期望能有完整之登錄，以利後續之應用。

二、現有產製資料

放大效應或縮小效應之加速度門檻值，進一步建立台灣地區之場址

本中心主要之地震工程相關資料及其特性簡述如下：

效應微分區。

1. 大型實驗資料

配合砂質地盤之大型剪力盒試驗，分別對於地盤在各種狀態之

以中心所有之三軸向地震模擬振動台、反力牆及強力地皮實驗

受震行為進行模擬。有了實驗結果的佐證，可對數值分析程式中的

系統為例，每年皆有十數個以上的實驗計畫利用該設備。每個

土壤組成律進行修正，使數值分析程式能更準確地預測地盤受到弱

大型實驗唯有完整的記錄與有系統的資料整理，方能提供除了

震與強震的反應。規劃在大型剪力盒中進行土壤結構互制試驗，在

實驗者以外的研究人員參考及再利用。而每類型的實驗所產出

砂質地盤中放置樁或其他結構物，量測地盤及結構物之受震反應。

之資料內容差異性頗大，若要在實驗的短期間內有完整的記錄

選用合適的數值程式及分析模式進行模擬，將分析結果和試驗結果

（實驗過後再記錄的效果已大打折扣），確有其困難度，這些

比較，對土壤結構互制行為有更深的瞭解。對於邊界條件及結構物

都是建置實驗性資料必需注意到的要點。

形式較為複雜的現場工程案例，則可利用經試驗驗證後之數值分析
程式加以分析，預測其受震反應。

四、總結
藉由數值分析軟體與實驗模擬之開發研究與落實，將會增進大
家對於土木工程結構之耐震能力，增進大家對各種隔震消能器的認

2. 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委託結構物強震測站網資料
此資料乃在各標的結構物中事先安裝量測設備，經由多資料通
道與集線器匯集在測站機房內的主機上。因此此類資料有一致
的內容，即各測點之三軸向加速度資料與相對應之結構物設計
圖。
3. 氣象局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料（http://geodata.ncree.gov.tw）

識，及提升對地盤受震反應的分析模擬能力，另亦幫助設計者或工

因地震經由地盤所表現出的振動與各地之地層條件有密不可分

程師了解如何進行耐震設計、設計考量事項及進而發展新的技術。

的關聯，以目前氣象局七百座左右的強震測站網而言，為能確

由成熟的數值分析軟體發展，能獲得可靠的實驗模擬，可降低

實地將強震儀所蒐集的地震資料應用於地震工程上，乃衍生出

對實體結構的試驗需求，能節省大量的試驗費用。隔震消能器分析

此計畫。資料主要包括場址基本資料、土壤之基本物理性質以

軟體的建立，能大幅提升裝置隔震消能元件結構物的非線性動力分

及土壤波傳速度等三大項，每個測站資料亦具一致性。

析的準確度，進而將隔震消能器廣泛地推廣到土木結構上，提升結
構物的耐震性並同時兼顧經濟性的考量。
精準的消能器分析程式可以將消能器廣泛的推廣使用，而消

4. HAZ-Taiwan 計畫產製或加值資料
由HAZTaiwan相關計畫所產製的資料[1]，如地震潛勢，及由蒐
集基本資料並加值的資料如建物、人口、橋梁及維生線等資料。

能器的使用與正確的耐震設計能大幅提高建物在地震中的存活率

這些資料多以GIS（地理資訊系統）圖層資料呈現。

並同時兼顧經濟性的考量，降低人員的傷亡及財物的損失。

其他如災害性地震勘災資料（http://cedams.ncree.gov.tw）、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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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報告、圖片等多項資料則未列入。

體TELES[2]已漸至成熟階段，然而其背後所需的資料庫尚待多方的
努力。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已投資相當可觀之經費用於防災資料的

三、資料建置方法

蒐集上，預計在不久的將來，國內的防救災資料庫將可提供相關單
位全方位的應用，人民亦將從中獲得難以評估的回饋．

分析上述資料類型不外乎數據資料、圖檔、電子文件、GIS圖
資、傳統資料庫、紙本或書資料，絕大部分為電子化之資料，因此
除了基本的電子儲存媒體，電子檔的管理與維護方法是必備的工
具，新科技及技術對如此龐雜的資料應能提供方便的使用環境，但
應用時也不可避免會面臨一些困難待解決。
以GIS圖資為例，目前的WebGIS技術應可提供相當方便的使用介
面。ArcIMS/ArcSDE是目前使用相當普遍的一套軟體，透過它圖資
可以很容易轉成在網路上使用。
不論是GIS圖層、傳統資料庫、或是前述之資料，如果要讓資料管
理維護及對使用者的服務都提供相當的品質，有一項工作是不能省
卻的，那就是建立詮釋資料（METADATA）。
除了傳統資料庫技術外，未來網際網路的需求，如隨選運算、

雖然中心目前具參考及應用價值之資料為數頗多，其中又多以
傳統資料庫方式建置（如HAZTaiwan計畫相關資料），但絕大多
數的資料，如實驗計畫及結構物測站資料等，仍舊保留其原始形
態。值得慶幸的是，已有部分GIS圖資以較新的WebGIS技術（本
中心目前使用ArcSDE / ArcIMS）儲存及提供服務。因此計畫中可
努力的空間仍多，尤其在本文中所提的目標項目上。
在應用方面，HAZTaiwan計畫已能提供相關資訊予防救災單
位，除了供防災計畫規劃參考外，也能快速推估地震災損，供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在災害初期應變使用。網路服務是急需完成的要項。
整體而言，不論建置與應用，中心運作的腳步已在加速中，相信在
計畫結束前，國內外相關的研究單位或民間機構必能享受到此計畫
所提昇的成果及具體的資訊服務．

格網(Grid)運算等，都將改變資料建置與應用的方法。拿格網來說，
若要符合地震工程格網（NEESgrid,http://www.neesgrid.org）之基
本要求，除了研究人員與設備能連繫無礙外（同時觀察實驗前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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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如何建置符合資源分享機制的資料庫是主要的建置作法。

四、應用層面
中心地震工程資料庫在應用上以提供一般研究所需為主。在基
礎研究的應用，如各類型結構物受地震力時之物理行為，實驗場之

實驗室認證工作介紹
一、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

資料無疑是最主要的來源。而氣象局的強震測站資料配合各測站地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於民國 79 年開始推動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

質資料也是相當重要的基礎研究之一，其提供了能夠直接檢視理論

體 系 （ Chinese 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以 下 簡 稱

模型的機會，另外系統識別與結構物健診也是該項資料的應用方向

CNLA），藉由一套認證的程序，對具有執行特定校正或測試能之

之一．

力軍公民營實驗室，提供第三者實驗室認證，並予以公開正式承

網路服務是目前迫切的應用方向，由於提供及推廣地震工程研

認，以提昇國內校正與測試實驗室之品質與技術能力，進而促進國

究資訊及相關成果是本中心重要的目標之一，雖然本中心在這方面

際間認證體系之相互認可。CNLA 運作係依據國際標準組織第 58

已較前幾年有不少的進步，但對外服務與產製資料的比例仍相當

號指引（ISO/IEC Guide 58），對實驗室之規範係依據 ISO/IEC

低。未來不論在教育訓練、實驗服務、資料提供、地震及地震工程

17025、亞太實驗室認證聯盟的互相認可協定（APLAC MRA，註

資料相關訊息等等都會朝網路服務的目標邁進．
另外透過資料交換與合作計畫的建立，地震工程資料能有更深

1）與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的互相認可協定（ILAC MRA，註 2

）

等相關要求。

層的應用，例如以大型實驗的國際合作計畫．這將迫使中心的資料
建置必須具相當程度的系統化及符合較高標準的交換格式．

二、實驗室認證之重要性

中心亦蒐集不少的地理圖資資料，雖說此部分並非中心自產，但依

在 CNLA 中所謂的實驗室係從事校正、量測、分析、測試、

其所衍生的資料亦相當可觀．這方面的應用是較廣泛的，舉凡地震

檢驗或其他方式判定儀器、材料或產品之特性與功能之機構。認

潛勢、災損評估、防災資源規劃等皆屬之．

證則是一種具有完善準則的作業程序，透過公正、獨立的第三者

地震工程資料最終的應用仍是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防
災科技上，目前在HAZ-Taiwan研究計畫下，新發展的災損評估軟

權威機構，對於實驗室的技術能力及品質加以評估，並給予正式
認可的制度。對實驗室其重要性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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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各專業領域的評鑑過程及評審專家意見，可以有效地改善
實驗室的技術與管理品質。

人員教育訓練(含內部訓練與外部訓練)，以及各項品質與技術相關
文件之建立，預定明(93)年提出申請並完成認證。

2. 保持實驗室或其所服務客戶的檢測儀器均有完整之追溯體系。
3. 對其委託客戶提供檢測數據或結果的保證，有資格接受委託代
檢業務。
4. 校正或測試報告易被各界如政府單位和廠商所接受。
5. 藉國際間之相互認可，校正或測試報告將被國外相互認可單位
所接受。

三、實驗室認證之工作內容
1. 管理要求：
在管理要求上實驗室應就其組織、品質系統、文件管制、客戶
服務、抱怨、不符合工作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紀錄管制、內

圖一 低頻加速規校正系統（照片由本中心游信源先生提供）

部稽核及管理審查等相關工作，加以詳細說明，並於實驗室品質手
冊內予以規範。

五、結語

2. 技術要求：
在技術要求上實驗室必須就其人員、環境條件、校正方法、儀
器設備、量測追溯性、校正與測試件之處理、校正與測試結果之保
證、結果報告等各項具體說明，並於實驗室品質手冊內予以規範。
3. 認證要求

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推廣實驗室之校正與測試認證已有
顯著的成效，國內各界也都能了解認證對其實驗室無論對內或對外
服務的重要性；有鑑於此一潮流，本中心理當更積極參與，藉由規
範的要求，並透過各專業領域的評鑑過程及評審專家意見，可以有
效地改善實驗室的技術與管理品質，提供更迅速而精準的實驗服

此項要求包括校正與測試設備之追溯性、量測不確定度評估、
能力試驗之共通性等三項要求

務。
註 1：亞太實驗室認證聯盟(Asia Pacific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ion)成立於 1999 年，進行亞太地區實驗室的區域性

四、實驗室認證工作

合作事宜，目前參加的會員國共有 18 個。

本中心實驗室除了配合中心任務需求，執行各項既定之實驗計

註 2：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畫外，為提昇實驗之服務品質，提供更有效、精確的實驗結果，目

Conference)是一非官方性的組織，其成立的宗旨為協助與

前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積極參與實驗室校正與測試認證之相關工

促成各會員間實驗室校正與測試作業之國際化，其使校正

作，茲分校正與測試敘述如下：

與測試結果能達到相互此認證與接受。目前有 40 個經濟體

1. 校正認證部分：擬建立(1)低頻加速規校正系統 (2) 50 公噸、200
公噸荷重元拉壓校正系統

與 44 個機構加入。
註 3：一級校正：由國家標準實驗室對軍公民營校正實驗室之參考
標準件，進行校正之行為。

實驗室中低頻加速規、荷重元、位移計等均為基本量測感測
計，因此這些感測計的校正靈敏度正確與否，直接關係到量測值正

二級校正：由軍公民營校正實驗室對工業界品管用標準器或
儀器進行校正。

確性；對加速規與荷重計而言，目前國內除沒有適當的二級校正實
驗室(註 3)可供校正，所以本中心實驗室正積極準備參與該項校正
實驗室認證，而目前已逐步完成低頻加速規校正系統之相關認證工

參考資料

作，包括硬體設備的組立(圖一)、品質系統的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1. 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實驗室認證共通規範，90.02.01 第三

加速規標準件的追溯與傳遞，以及系統不確定度的評估，並備妥相
關文件向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秘書處提出申請中，盼於今(92)
年底通過該項認證，同時可以進行對內與對外出具 CNLA 校正報
告之服務。而有關於 50 公噸及 200 公噸荷重元校正系統之建立，
目前已完成硬體標準件的建立，並透過 MTS 遊校的方式完成追溯
至美國 NIST 的工作，預定明年可以完成該校正系統的認證。
2. 測試認證部分：已規劃進行(1)反力牆實驗系統之測試認證 (2)
三軸向地震模擬系統之測試認證 (3)應變計量
測之測試認證等三項之測試實驗室認證
已初步完成各系統之測試認證規劃，擬於下半年度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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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2. 張文東，實驗室概念介紹，慧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鄭橙標

專題報導二

2. 地表振動強度推估

地震損失評估與應變

為推估各地的地表振動強度，台灣震災早期評估系統採用傳統

本專題說明國震中心已研發完成的震災早期評估系統的分析

的推估模式(參考圖一)，亦即利用震度衰減律來概估強地動參數在

模式和功能，並以集集地震為例說明強震發生時，國震中心如何綜

堅實岩盤處的大小，再利用場址修正係數來調整不同地區的土壤動

合災情評估和災情彙整的結果，協助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擬訂妥善的

態特性或地形地貌所引致的場址效應。如獲得中央氣象局或其他設

應變支援計畫。

有強震儀監測系統的單位提供實測的地震歷時紀錄，利用實測值可
微調前述地表振動強度推估的結果，使推估值較符合實際狀況。

地震災損早期評估

3. 土壤液化評估

一、前言

質鑽探資料，已求出有鑽孔資料的地區以村里為單位的土壤液化敏

根據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收集的一萬一千多孔的工程地
感類別圖。土壤液化敏感類別的定義是根據各鑽孔在地震規模
為了爭取時效，當地震發生後，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隨即啟

7.5、地下水位1.5公尺的條件下，其液化潛能指數達15的PGA值作

動震災早期評估系統，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儘早掌握地震災害的規

為分類的依據。液化潛能指數達15時的PGA值越小表示越容易發生

模及其分佈，以利救災資源之配置。震災早期評估系統大致分為地

液化現象。不同土壤液化敏感類別在不同的地震規模、地下水位和

震潛勢分析與地震災損評估兩部分。依輸入之震源資訊的有無和詳

PGA等的條件下，發生液化的機率、引致的沉陷量和側移量則利用

細度，震災早期評估概分為三個階段：分別依點震源、假設的斷層

統計迴歸的方式求得經驗公式後加以推估。

開裂和真實的斷層開裂資訊進行評估。與一般震災境況模擬比較，
其特色為自動啟動、自動輸出、快速與詳細評估並重。快速評估以

三、震損評估模式

鄉鎮區為單元，詳細評估則以村里為單元。本文以九二一集集地震
為例，檢驗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緊急應變之程序。將災損評估結

台灣震災早期評估系統提供快速與詳細評估兩種模式，但就分

果與即時災情回報及實際災情作比較，以探討震災早期評估之精確

析方法與流程而言並無差異。唯一不同處在於快速評估是以鄉鎮區

度及時效性。

為單元，而詳細評估是以村里為單元，來進行建築物損害和人員傷
亡的評估。
1. 建築物資料分析與統計

二、地震潛勢分析
地震潛勢分析包含地表振動強度、土壤液化機率和引致永久位
移量的推估。地表振動強度以最大地表加速度(PGA)、短週期(0.3
秒)和長週期(1.0秒)的譜加速度來表示。土壤液化評估的輸出主要
是土壤發生液化的機率(可能性)和引致的(垂直)沉陷量與(水平)側
移量。

台灣震災早期評估系統所建置的建築物基本資料庫，乃根據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和各縣市政府稅捐單位所提供的房屋稅籍資
料。根據構造類別、總樓層數和建造年份，配合不同時期的建築
物耐震設計規範、震區劃分、地盤種類和不同結構型態的耐震性
能，可將一般建築物歸納為15種模型建物和四種耐震設計水準。
也根據房屋稅籍資料所記載的用途細類，將建築物的用途別概分

1. 震源參數設定

為13類。

進行震災早期評估的第一步驟是設定震源參數，主要包含地震
發生的日期、時間、地震規模、震央位置、震源深度等。如假設地
的走向、傾角、開裂的長度和寬度等。斷層的走向除可任意假設(單
一線段)外，也可指定已知的活動斷層(中央地質調查所公佈的活動
斷層線由多條線段組成)。
工址相關的PGA、PGV和 S A
長、短週期的譜加速度

強度較大的建築物

加速度反應譜

震是斷層錯動所引起的，則須設定斷層相關的屬性資料，包含斷層

強度較小的建築物

T = 0.3
T = 1.0

T ,ζ

中震

弱震

單自由度系統

強震

位移反應譜

SV

場址效應
震央位置
震源深度
地震規模
地表開裂方向與長度

村里

無損壞

輕微損壞

中度損壞

嚴重損壞

完全毀壞

圖二 一般建築物損害評估模式示意圖
區域性土壤狀況
震波傳遞效應―
振幅衰減、頻率內函改變

圖一 地表振動強度的推估模式示意圖

2. 建築物資料分析與統計
不同年代、不同地區所建造之不同結構型態的建築物，嚴格而
言，每一棟都有其獨特的耐震行為反應。為能在短時間內推估大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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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地區的建築物損害程度與數量，必須適度的簡化損害評估的模

過七以上時，常導致停電或通訊中斷，更增加災情回報與彙整的困

式。台灣震災早期評估系統所用的建築物損害評估模式參考美國所

難。為協助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提供即時可靠的資訊供指揮

研發的HAZUS。首先依據建築物的耐震行為反應，將一般建築物

官調派救災人力、醫療資源和民生必需品，台灣震災早期評估系統

概分為數種模型建物。每一種模型建物的耐震需求曲線和能耐曲線

目前可在短時間內推估各地地表振動強度、土層破壞狀況、一般建

代表該類建築物在地震力作用下的動態反應特性(圖二)。其中耐震

築物損害程度和數量、以及人員傷亡的數量和分佈等資訊。該系統

需求曲線已考慮遲滯阻尼和結構系統弱化的影響；能耐曲線描述地

的特色至少包含自動啟動、自動輸出、快速與詳細評估並重、以及

震力與位移的關係。

多視窗、多文件、圖形化的使用者介面等，茲分別說明如下：

耐震需求曲線和能耐曲線的交點可視為結構系統在地震時的
可能反應，此時配合易損性曲線可據以推估結構系統的損害狀態機

1. 自動啟動
配合安裝SMTP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服務和增加排

率。結構系統以譜位移(或位移率)作為易損性曲線的評估參數。

定的工作，台灣震災早期評估系統於接收到由中央氣象局所發佈的

3. 人口動態分佈

地震報告時，首先解讀已收到的信件內容(可能不只一份)以獲得地

由於不同時段的人口分布不均勻，夜間多集中於住宅區，白天

震規模、震央位置、震源深度和各速報站實測PGA值等資訊(如不

則多集中於商業區、工業區、政府機關或學校。不同用途別的建築

只一份地震報告則選取其中地震規模較大者)。如果地震規模大於

物由於結構型態與耐震設計水準的差異，在評估人員傷亡的數量

5.5(啟動的地震規模可自訂)且靠近台灣地區將自動啟動，否則將信

時，必須先概估地震發生時在不同使用分區的人口分布。震災早期

件移至其他資料夾儲存並繼續警戒。啟動時，先進行地震潛勢分

評估系統將不同時段的人口動態分佈概分為三種，分別是夜間人口

析，再選取PGA超過0.08g的區域進行災損評估。如果各地震度和

分布、日間人口分布、和假日或通勤時間人口分布。依各時段不同

人員傷亡數量超過某一門檻值，譬如評估結果顯示兩個以上縣市的

用途別的人口密度與樓地板面積推估人口分布。

震度超過六級或傷亡人數超過15人，即可建議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

依不同用途分區
的人口分布

模型建物的
組成律

PW 1

W1L

住宅區

易損性參數
Pd 2

Slight Damage

Pd 3

Moderate Damage

Pd 4

Extensive Damage

Pd 5
PS 1L
PS 1M
PS1H

S1L
S1M
S1H

傷亡率

Complete
Damage

Pk |d 2

Occupants Killed

為節省整理資料所需的人力和時間，震災早期評估系統將一般

Pk |d 3

Occupants Killed

常用的統計數值和圖形分別以資料庫(dbf)和影像檔(jpg)的格式儲

Occupants Killed

存，方便製作簡報檔或由印表機直接輸出。自動產製的圖形包含各

Pk |d 4
Pd 51 |d 5 w/o Collapse Pk |d 51

Pd 52 |d 5

2. 自動輸出

Collapse

Pk |d 52

Occupants Killed

Occupants Killed

地PGA、短週期譜加速度、長週期譜加速度、PGA與民國86年耐震
設計規範所訂設計地震力的比值、以鄉鎮區和縣市為單元的人員傷
亡數量和佔總傷亡人數的百分比、以鄉鎮區和縣市為單元的建築物

Pd 2 Pk |d 2 + Pd3 Pk |d3 + Pd 4 Pk |d 4 + Pd51 Pk |d51 + Pd52 Pk |d52
特定模擬地震作用下，
木造房屋引致的死亡率

商業區
工業區
政府機關

全半倒棟數和佔總全半倒棟數的百分比。
自動輸出的圖形採用一致的色階和圖例(參考圖四)，右上角為
地震事件和震源參數的設定，右邊中間部分顯示圖形的主題，主題
下方有圖例和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標誌。讀者可由單獨的一張

教育單位

圖形獲得完整的資訊，不需額外加記附註，因此可以加速簡報檔的
圖三 人員傷亡評估模式示意圖

製作。

4. 傷亡評估模式
假設地震發生時在各使用分區的人口數已知，配合特定用途
與模型建物的對映關係，可以推估在不同模型建物內的人口數。假
設不同模型建物在不同損害程度下所引致的傷亡率已由歷史性震
災紀錄推估而得，則各模型建物可能引致的傷亡數量為人口數與傷
亡率的乘積。各地區傷亡人數的推估模式如圖三。由於依照建築物
之損害狀態的定義，完全損害狀態的建築物不一定倒塌；但倒塌與
否對人員傷亡程度的影響很大，因此假設各模型建物處於完全損害
狀態時有不同的比率會倒塌。舉例而言，將模型建物的損害狀態機
率與傷亡率的乘積加總(如圖三的虛線內)，可得該模型建物在該次
地震作用下的傷亡比率。

四、台灣震災早期評估系統的特色
地震發生的規模、時間和地點充滿不確定性。因此發生強烈
地震時，常有令人驚恐和無助的感覺。突然發生強烈地震且規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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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假設車籠埔斷層錯動所引致之集集地震早期評估所得的 PGA
分佈。
3. 快速與詳細評估並重
當地震發生時，由中央氣象局所發佈的地震報告僅有點震源的

參數；其次，為符合緊急應變的需求，應儘快求得該地震可能引致

地震學家即推測應與斷層開裂有關。根據震源附近的活動斷層分佈

的災害規模和分佈。因此第一階段震災早期評估乃以點震源分析模

圖和地質剖面圖，斷層開裂面的傾角約三十度，且可能錯動的活動

式自動啟動，且為減少計算量而以鄉鎮區為地理單元。如有需要求

斷層假設為大茅埔-雙冬斷層。斷層開裂長度與寬度可根據歷史地

得更精確的評估結果，震災早期評估系統也提供以村里為地理單元

震紀錄所迴歸的經驗公式，分別假設為55公里和27公里。另一方

的評估功能。此時為減少待評估的村里數，且根據經驗PGA小於

面，震源深度可能遭誤判。根據合理的推估，震源深度大約八公里。

0.16g時通常不會有重大災情，因此僅選取PGA超過0.16g的村里進

假設活動斷層面為矩形、傾角三十度且通過震源，其水平投影的大

行詳細評估。

小與位置如圖五所示。

層開裂面的確實數據前，須根據經驗和判斷，以假設的活動斷層資

台中市
車籠埔斷層
車籠埔斷層

訊進行第二階段的震災早期評估。當獲得確實的斷層開裂資訊時，

彰化縣

即可進行第三階段的震災早期評估。
4. 多視窗、多文件、圖形化的使用者介面

大茅埔雙冬斷層
大茅埔雙冬斷層

層
腳斷
屯子

米崙
斷層

強烈地震通常伴隨斷層開裂，但斷層開裂面的走向、傾角、開
裂長度與寬度等資訊需經複雜的計算才能求得。因此，在未獲得斷

南投縣

花蓮縣

利用微軟視窗作業系統所提供之OLE (Object Linking and

雲林縣

MapInfo的各項功能，可查詢、統計及展示各項輸入與輸出資料的

玉
里
斷
層

Embedding)的功能，台灣震災早期評估系統整合地理資訊系統
嘉義縣

空間分佈。可同時開啟兩個以上的主視窗，一面監看電子郵件，一
面進行其他境況模擬或檢視已評估完成的結果。在同一主視窗中，

層

也可同時開啟不同的文件(研究區域)，比較不同震源參數設定或不

圖五 第二階段震災早期評估所假設的震源分佈和位置圖

同研究區域的評估結果。屬於同一文件的地圖視窗，可同步放大、

假設為矩形斷層時，錯動斷層面向西平移，較接近人口稠密的

縮小、或平移，方便比較輸入與輸出結果的關係。可同時檢視地圖

台中縣、市和南投縣的都會區，所推估的人員傷亡和建築物全半倒

和表格，了解災情概略分佈和精確的數值資料。雖然因部分資料庫

的棟數明顯增加。根據第二階段震災早期評估的結果，傷亡人數約

和分析模式尚未建置或研發完成，但因整個軟體架構經物件化與模

增為1,800人至2,300人，建築物全半倒棟數約增為22,000棟至28,000

組化設計，有助於未來增加或更新功能。

棟。由於斷層開裂面呈南北走向，災損分佈由南投縣擴大至台中
縣、台中市。由自動輸出的圖表已知災情較嚴重的鄉鎮區包含太

五、應用與實例說明
台灣震災早期評估系統為「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的一部
分。「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除震災早期評估的功能外，尚包含

平、大里、霧峰、草屯、南投、埔里和竹山等地。依鄉鎮區的災損
推估數量排序的結果也由震災早期評估系統自動輸出。
震後十二小時之死亡人數的回報值才58人；但根據震災早期評

單一模擬地震作用下的境況模擬，評估對象包含一般建築物、重要

估的結果，預測有1,366人罹難。此時指揮官可根據災情彙整與評

設施、交通系統與民生系統等，適用於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未

估結果綜合分析，依各地區可能災損的嚴重程度，主動與地方應變

來將結合地震危害度分析的功能，提供政府與地震保險業者有關震

中心聯繫以取得確實的災情回報並提供必要協助。部份鄉鎮區因通

災風險評估的工具。

訊中斷或其它因素無法即時回報災情，指揮官也可根據震災早期評

本文以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所發生的集集地震為
例，依時序說明震災早期評估系統可提供的數據。
1. 第一階段震災早期評估
當集集地震發生時，如電腦網路仍舊暢通，應在兩分鐘內收到
由中央氣象局所發佈的地震報告。地震報告的內容應包括地震規模
(7.3)、震央位置(北緯23.85度、東經120.78度)、震源深度(1.1公里)
和地震速報站實測的PGA值。此時震災早期評估系統自動啟動，以
點震源的分析模式推估各地地表振動強度，並進一步推估建築物損
害和人員傷亡數量。
約15分鐘後完成震災早期快速評估，根據評估結果可知有五個
縣市的震度超過六級(大於兩個縣市)，人員傷亡人數約兩百人(大於
15人)，符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的標準，因此建議成立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
2. 第二階段震災早期評估

估結果並綜合其它資訊研判後，主動派員到當地了解狀況，避免當
地受災居民無法即時獲得外界的救助。
3. 第三階段震災早期評估
假設地震後十八小時獲得實際斷層開裂資訊，集集地震是因車
籠埔斷層錯動所引起，開裂長度約100公里。斷層經過的地區除引
致建築物倒塌外，鐵、公路橋樑、水壩、港口等都陸續有災情傳回。
此時根據實際斷層開裂資訊進行第三階段的震災早期評估，其中假
設斷層開裂面的寬度為18公里，斷層面的傾角30度。由於斷層帶北
端穿過台中縣、市都會區，在豐原、石岡、東勢轉為東西向，且垂
直錯動高達八公尺，預估這些鄉鎮區的災情將比先前所推估的嚴重
許多。
根據震災早期評估的結果，傷亡總數增為3,500人，建築物全
半倒棟數增為40,000棟。由於斷層面的傾角30度，各地地表振動強
度推估有明顯上、下盤差異的現象。如圖四所示，車籠埔斷層的上
盤地區PGA高達0.6g以上，接近斷層的下盤地區PGA在0.5g以上。

由於地震規模7.3且震源深度(初估為1.1公里)極小，故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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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所得的PGA與民國八十六年之耐震設計規範所訂的震區係數

要功能。每一階段或每次評估的結果，可依各地區的災損嚴重程度

比較，上盤地區的比值都在2.5倍以上，接近斷層的下盤地區則有

列表，除供指揮官了解災情可能的分佈外，也提供災情研判所需的

兩倍以上。因此推估大多數的災損應集中於斷層帶附近，尤其是車

資訊。根據演練的心得，在剛發生地震且災情資訊混沌時，死亡人

籠埔斷層的上盤地區。圖六和圖七分別為車籠埔斷層錯動所引致的

數的推估值約領先回報值十六小時。就時效性而言，爭取寶貴的救

人員傷亡和建築物全半倒棟數的災損評估結果。除先前所預估災損

災時間；就精度而言，滿足緊急應變的需求。

嚴重的鄉鎮區外，東勢、豐原、新社和北屯區可能有較嚴重的災情，

總計

縣市

應主動派員了解實際狀況。

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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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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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集集地震發生後二十四小時的災情回報與震災早期評估值
的比較

六、結語
圖六 根據車籠埔斷層錯動所引致之第三階段震災早期評估所得
的人員傷亡分佈

地震發生後，在二分鐘內，可接收到中央氣象局所發佈之地震
報告，隨即依據點震源之資訊，自動啟動震災早期評估系統，並在
十五分鐘內，完成第一階段震災早期快速評估。從地震潛勢分析結
果，可知震度超過六級之縣市數目；從災損評估結果，可知傷亡人
數。若震度超過六級之縣市達二個，傷亡人數達15人，即可建議開
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在每一階段之震災早期評估，可將各鄉鎮之
傷亡人數排序，並與回報資料比對，若兩者差距懸殊，評估結果高
於回報統計值，則可能是電訊因震損而中斷，該地區災情無法即時
回報中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即可主動了解該鄉鎮之災情，以爭取
災害搶救之時效。以九二一集集地震為例，在救災之黃金二十四小
時內，死亡人數之評估結果超前回報統計高達十多個小時，讓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及早掌握災情之規模，有效地配置救災資源，務使直
接及間接災損降到最低。

謝誌
圖七 根據車籠埔斷層錯動所引致之第三階段震災早期評估所得
的建築物全半倒棟數分佈

感謝中央氣象局提供歷史性地震紀錄、中央地質調查所提供活
動斷層分佈圖及工程地質鑽孔資料、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和各縣市

圖八為震後二十四小時的災情回報和震災早期評估值的比

政府稅捐單位提供房屋稅籍資料；也感謝參與HAZ-Taiwan研究計

較，此時死亡人數的評估值2,072與實際回報值1,655已經較接近。

畫的專家學者；也感謝李君宇先生、陳緯蒼先生和文慶霖先生等協

根據最終統計的結果，集集地震引致的死亡人數共2,488人。由圖

助資料整理，使本系統得以順利完成初步成果。

可知台中縣、市的評估值較回報值多，但南投縣則呈現回報值較評

副研究員 葉錦勳
研究員 鍾立來
副研究員 簡文郁

估值多的現象。可能的解釋之一是集集地震的餘震造成上盤地區有
較嚴重傷亡的結果。因推估人員傷亡時受其它分析模式的參數設定
和資料品質的影響，實際影響評估結果的因素有待進一步驗證。整

早期地震災害潛勢分析

體而言，由台灣震災早期評估系統所推估的災損規模與實際災情蠻
一致的，縱使局部地區有些出入，但已符合緊急應變時的精度要求。

一、前言

在地震發生後的二十四小時內，隨時根據可收集到的震源資訊

地震災損評估是整個地震防災工作中最根本的一環，而地震災

和各地區實測地表振動強度，更新地震可能引致的災損規模和分佈

害潛勢分析是地震災損評估工作的第一步，其分析結果的可靠度深

狀況，提供指揮官必要的參考數據，是台灣震災早期評估系統的重

深影響災評估的結果。地震災害發生後進行震災調查，以了解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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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的現象進而研擬對策，是地震減災的重要工作之一。
從近年世界各地許多重大地震災害調查中，可以發現許多人口

破裂型式、區域岩盤或版塊構造等因素)S、波傳路徑 P、局部地盤
特性 I 等主要因素之影響，可以下式表示其關係

眾多的城市因局部地盤效應而導致震災規模加大加劇的例子。例
如；1985 年 9 月 19 日墨西哥規模 M S = 8.1 的強烈地震；2001 年 1
月 26 日印度古加拉特州(Gujarat)規模 MW＝7.7 的強烈地震；1999
年 921 規模 7.3 的地震，有許多人口集中的都會區均因局部地盤效
應而使災情加劇。因都會區通常位於沖積平原或盆地，地震震波在

A= S⋅P⋅I

(1)

中央氣象局在台灣地區 TSMIP 強震觀測網測站遍布全台，近
十年內觀測紀錄相當多的地震資料。本研究選取規模大於 5.0 的地
震資料進行回歸分析，而得參考震度預測模式(衰減律)，

這類地質與地形條件下會發生震波放大的效應。沖積平原或盆地上

Yr = f ( M , R ) 。由於衰減律分析時將所有規模大於 5.0 的地震均納

的都會區的地震災害潛勢分析必須考慮地盤放大效應

入分析資料庫，可以合理的假設震源效應將會因平均結果而變成一
個常數因子(scaling factor)，而融於衰減律中。因此， Yr 可視為式

二、地盤效應研究

(1)中 S ⋅ P 的平均效應，為一個虛擬的準堅硬地盤場址之震度參數
的函數。因此，式(1)可以近似改寫為

進行地震災害潛勢評估分析時，通常先建立堅硬地盤之地表震
A ≅ Yr ⋅ I

度，再乘以各種係數來考慮軟弱地盤效應。NEHRP 1997 年耐震設
計規範建議案、IBC2000 規範及我國研議中的耐震設計規範，均採
用此一方式來考慮軟弱地盤的放大效應，採用的地盤效應係數均與

(2)

在探討地盤效應時，以測站實際觀測之震度值 A 與參考震度
預測模式之比值定義為放大倍率

震度及地盤種類相關。
I≅A

然而，在真實地震觀測中經常可以發現兩個相鄰的測站的震度

(3)

Yr

相差很大，甚至高達十倍；地盤效應雖和表土層的軟硬程度及土層
厚度有關，但其關聯性仍難以掌握；地震震度參數預測模式(或稱

圖一以 TAP022 測站為例，繪出實測值 PGAi 與參考衰減式 Yr

衰減律)並不足以預測單一地震所造成局部地表震動的模型

的計算值 PGAi (即震度參數 A)之關係比較。若圖中資料點均落在

(pattern)。因此，進行地震災害潛勢分析時除須考慮地盤效應，對

虛線上，亦即實線與虛線重合則表示本測站之地盤效應不明顯(相

每個地震所呈現的地震事件效應(event effects)亦須加以考慮。

對於 Yr )，以參考衰減式即可得到很好之震度預測；若資料點偏離

為了解地震時之地動特性，中央氣象局從 1990 開始在全台積
極執行「強地動觀測計畫」（Taiwan Strong Motion Instrumentation
Program, TSMIP）。迄今已在人口集中的都會區、斷層附近及各種
不同地質環境建構設置了約 700 餘個自由場加速度儀，蒐集完整強
震記錄。這些地震紀錄資料也為建立地盤效應分析經驗方法提供了

虛線越多則表示測站之地盤效應越明顯。
因此對每一個測站而言，均可以另一個修正函數加以修正。此
一修正函數可以反映所有地盤效應的平均特性，將之導入參考衰減
律而得到考慮地盤條件的修正衰減律 Y S 。其修正關係函數定義為

可能性。而全台約 70 部即時測站可以在震後 1-2 分鐘內觀測各地

(4)

Ln (YS ) = C 0 + C1 Ln (Yr )

震度，則為早期地震災害潛勢評估提供對地震事件效應修正的依
其中 Ys 為測站修正衰減式(震度預測模式)。

據。
本研究使用這些地震資料建立地震震度預測模式，此一預測模
後的震度預測模式，應用於地震災害潛勢分析或地震境況模擬，可
以提高分析結果的可靠度。

三、場址效應分析與震度預測模式
地震發生時震源破裂釋放的能量以波的型式外傳，至工址地表
引起震動。地表震動通常以加速度歷時的型式表現，其內函資訊多
且複雜。在地震工程的應用上常必須擷取其重要且有意義的物理
量，做為研究與應用之標的。例如以最大地表加速度 PGA、最大
地表速度 PGV、最大地表位移 PGD、富氏譜值 FA、反應譜值(Sa、
Sv、Sd)等做為地表震度參數，以簡化問題的複雜度。一般而言，
地震波由震源往外輻射傳播時，一定會發生衰減現象。震度預測模

1E+0

Observed PGA, (g)

式考慮不同場址的地盤效應，建立場址修正函數。經場址效應修正

1E-1
1E-2
M>6

1E-3

5< M <6
M<5

1E-4
1E-4

1E-3

1E-2

1E-1 1E+0

Predicted PGA, (g)

圖一 測站實測 PGA 與參考衰減式 Yr 的計算值比較

式(衰減律)的建立即在以簡單的數學模型描述地震波傳播時所發
生的衰減現象。
工址地表震度參數以 A 表示，受到震源特性(規模、震源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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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早期地震災害潛勢評估

五、實例分析評估比較

以式(4)的修正地盤效應的衰減律可以進行地震危害度分析或

從幾次大地震的實測紀錄來看，只要地震的規模大於 6.5 就

地震境況模擬，評估地震時全國各地的地震災害潛勢。由於 Yr 為

有足夠的強震延時來激發台北的盆地效應，即使是遠域地震仍有可

地震的震源效應 S 與波傳路徑 P 的平均衰減特性，應用於特定地

能引起災害。921 地震在台北縣市造成許多建築物不同程度的損

震的評估則仍須考慮該地震的震源效應 S。然而，震源特性或效應

壞，根據台北縣市政府工務局及國家地震中心的調查統計災損情形

通常無法在短時間內獲得可靠之評估，無法滿足緊急救災應變之需

相當嚴重。

要。中央氣象局在全台所佈設的 70 餘地震觀測即時站，可以在地

圖三將盆地內四十個餘個強震站，採用早期地震災害潛勢評估

震發生後 1-2 分鐘內獲得震度資訊。這些即時站所觀測之震度，正

結果的 PGA 分布圖繪出與 921 地震建築物震害所在地點比較。圖

好可以評估震源特性對震度所產生之個別效應。

三顯示評估所得 PGA 分布圖與震害建築位置極為吻合，雖為預測

因此，在地震防災緊急應變應用上，本研究配合中央氣象局的

模式評估結果，由震害比較顯示其可信度極高。圖三評估所得 PGA

速報系統（Real-Time Digital stream output，RTD），進行單一地

分布圖比由台北地區強震網實測資料所得結果詳細，也更能反映盆

震的震源特性修正，以建立早期地震災害潛勢評估系統，在災害性

地內之強地動特性與分布。圖三之 PGA 分布圖不但精細，更可以

地震發生初期即可快速而準確地評估各地震度，包含 PGA 及反應

在震後 2-3 分鐘內完成，對緊急應變有極大之助益。

譜值的分布圖，對緊急救災提供必要資訊。早期地震災害潛勢評估
系統之程序如圖二之流程說明。

六、結論

參考衰減模式

場址修正

yr = f (M , R)

yr = f ( M , R )

=f(M，

本研究採用兩階段的震度參數衰減律分析方法，可以將區域

震源修正

地盤效應融入震度預測模式中。再配合中央氣象局的地震即時觀測
y = y s × f e ( R, D0 , D1 )

Y i=fi(Ya

網，考慮特定地震事件之震源效應修正函數，而建立早期地震災害
潛勢評估系統。早期地震災害潛勢評估之結果，可以在地震後極短
時間內，建立全台各地極為詳細的震度分布圖。由 921 地震台北地

地 震 參 數
(規模、震央、深度)

得到各即時站的
放大倍率

速報系統
即時地震資料

R=

區災損統計驗證此震度分布圖可信度極高，能充分顯現地盤效應所

(RTDS )obs
(RTDS )y s

引致的區域震度的變化，可以提高災損評估之精度，提供緊急救災

早 期災 害 潛勢 評 估

參考。

圖二 地震震度預測模式分析流程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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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害之應變

• 06:00第二次簡報
• 02:00獲得速報站紀錄
• 01:00第一次簡報
• 00:02獲得震源參數

一、前言

• 24:00第四次簡報
• 18:00獲得實際斷層開裂資訊
• 12:00第三次簡報

圖一 地震災害應變支援之演練時程

為強化災害應變支援作業之能力，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及防

在現有之資料中，以九二一集集地震最為齊全，故本次演練遂

災國家型計畫辦公室，分別針對地震與颱風災害，於四月二十五

以地震事件為演練對象。在演練過程中，為了達到模擬真實地震發

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一樓及四樓，進行聯合演練。颱風及

生之情形，同時呈現地震發生真實時間與相對時間，明確地表示出

水災發生在地球表面，其來襲可以預估，其行徑可以追蹤。但是，

應變程序之整個時間流程 (圖一)。演練時以國家地震工程中心會

地震發生在地表以下，以目前的科技，仍無法有效預測地震之來

議室四個子螢幕同步運作，分別進行事件資訊與系統應變之時程、

襲。地震一旦發生，通訊及交通都可能因此中斷，所以地震災害之

震災評估系統運作情形、災情彙整系統運作情形、災情簡報內容，

緊急應變十分重要。有鑑於此，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致力於地震

分別依需求，投影至大螢幕，進行演練說明。

災害損失評估系統之建立，當地震來襲時，期能適時提供災損評估
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俾能有助於救災人力與資源之配置，爭取救
災之黃金時間，將災害減至最低的程度。

二、演練程序
地震一旦發生，即可透過電子郵件，在2分鐘內自動接收中央

地震災害應變支援之演練分為兩個主軸 (圖一)：一為災損評

氣象局之地震報告，以獲取地震相關訊息，包括：發生之時間、震

估，另一為災情彙整。地震之災損評估分為三個階段 (表一)，而

央之位置、震源之深度、地震之規模及部分地區之最大震度。根據

每一階段又分為快速評估及詳細評估，快速評估強調時效，以鄉鎮

地震報告，隨即自動啟動第一階段震災早期評估系統。為了爭取時

區為評估單元，可作全面評估；詳細評估則強調精細，以村里為評

效，採用點震源之模式，以鄉鎮區為單元，進行早期快速評估。同

估單元，可篩選震度較高之區域作評估。第一階段以點震源作為評

時，與消防署之災情傳遞資訊系統連線，獲取災情回報。此外，收

估模式，其快速評估係以中央氣象局之電子郵件自動啟動之，而詳

錄電子媒體之災情報導，蒐集災情。經彙整之災情，除可幫助了解

細評估則可依據快速評估之震度分佈，以手動啟動之。第二階段以

整體災情之外，更可作為災情評估與研判之參考。

假設之斷層開裂作為評估模式，根據震央附近之活動斷層分佈及地

在地震發生後17分鐘內，完成第一階段震災早期快速評估，評

質剖面圖，假設斷層開裂面，可作多種假設，多次評估，並就評估

估結果為：震度達六級以上之縣市五個；傷亡人數約200人。受傷

結果，研判最合理者。第三階段以實際之斷層開裂作為評估模式，

係指重傷，有生命危險者。災情規模已超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開

此一評估結果最為精確。評估結果包括震災潛勢及災損評估。

設條件，國家地震工程中心隨即啟動災害應變支援小組，待命支援

表一 地震災害損失早期評估之三階段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同時，進行第一階段震災早期詳細評估，以村

簡易評估

詳細評估

(以鄉鎮區為單元)

(以村里為單元)

第一階段

自動啟動

手動啟動

(點震源)

單次

單次

第二階段
(假設的斷層資訊)

第三階段
(實際的斷層開裂資訊)

里為評估單元。
在地震發生後32分鐘內，震災早期評估系統自動輸出第一階段
快速評估之分析圖，並同時輸出至印表機及檔案。分析圖共有8張，
其中4張為震災潛勢：最大地表加速度 (PGA) 分佈圖、最大地表
加速度與耐震設計規範之比值分佈圖、短週期譜加速度分佈圖、長

多次

多次

週期譜加速度分佈圖；另外4張為災損評估：各鄉鎮人員傷亡總數
分佈圖、各鄉鎮建物倒塌總數分佈圖、各鄉鎮人員傷亡佔總傷害人

單次

單次

災情彙整之來源有二：一為消防署，另一為電子媒體。當地震
來襲時，即時連線消防署，透過其災情傳遞資訊系統，擷取災情回

數百分比分佈圖、各鄉鎮建物倒塌佔總倒塌棟數百分比分佈圖。
在地震發生後1小時內，完成第一次之災情研判及簡報製作，
以點震源之模式，提出震災損失之評估結果。震度超過6級之縣市
共5個：南投縣、台中縣、彰化縣、雲林縣及嘉義縣；傷亡嚴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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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為：南投市、水里鄉、霧峰鄉、集集鎮、竹山鎮、草屯鎮、名

2500

2000

多為1至3層之低矮樓房，而全半倒8層以上之樓房則以台中市最
啟動第二階段震災早期評估，根據活動斷層分佈及地質剖面等資
料，震源錯動斷層面假設為大茅埔-雙冬斷層，震源深度為1.1公
里，破裂長度為54.83 km，破裂寬度為26.61 km，傾角為30度。在

1655
死亡人數

多。在進行第一次災情研判及簡報製作之同時，震災應變支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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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後2小時內，按獲中央氣象局速報站之地震歷時記錄，供
作震災潛勢及災損評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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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鄉及中寮鄉；建築物全半倒總數約3,200棟，集中於南投縣，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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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後6小時內，完成第二次之災情研判及簡報製作，以

圖二 地震災害損失早期評估之時效

大茅埔-雙冬斷層假設為震源錯動斷層面，提出震災損失之評估結
果。由於從點震源擴大為面震源，故災情之評估結果比第一次評估
更為嚴重。震度超過6級之縣市從5個增至7個；傷亡人數從200人增

三、結語

至1700人；災情向北延伸，台中縣市之傷亡較點震源之評估嚴重，

本次演練以震災評估及災情彙整為主，於地震發生之初，即可

尤其是太平鄉、大里鄉及霧峰鄉；因此，震災應變支援小組建議在

透過震災損失評估系統，掌握災情之規模及其分佈，有助於中央災

南投縣成立前進指揮部。在進行第二次災情研判及簡報製作之同

害應變中心，擬訂救災資源之配置。災情彙整系統蒐集消防署之災

時，震災應變支援小組持續進行第二階段震災早期評估，震源錯動

情回報及媒體之災情報導，既可掌握整體災情，又可作為災損評估

斷層面假設為一矩形斷層面，震源深度推測為8.0公里，震源約為

之研判。第一階段震災早期評估強調時效性，自動啟動評估系統及

矩形斷層面之中心點，而破裂長度仍為54.83 km，破裂寬度仍為

自動輸出評估結果，評估結果可供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啟動災害

26.61 km，傾角仍為30度。

應變支援小組之依據。當震源機制愈趨明朗，震災損失評估愈精

在地震發生後12小時內，完成第三次之災情研判及簡報製作，

確，在每一次之評估結果中，將災情最為嚴重之鄉鎮區，依序排列，

以矩形斷層面假設為震源錯動斷層面，提出震災損失之評估結果。

並與災情回報之結果比對，以補災區可能因通訊中斷而無法傳達災

由於推測震源深度改變，錯動斷層面向西移動，接近人口稠密區，

情之不足。

故災情之評估結果比第二次評估更為嚴重；傷亡人數從1,700人增

本次演練係以震後 1 小時、6 小時、12 小時及 24 小時，對中

至2,300人；傷亡嚴重之鄉鎮包括：太平鄉、大里鄉、霧峰鄉、竹

央災害應變中心提出簡報，在真實地震發生時，將依災損評估、災

山鎮、南投市及台中市東區。

情彙整及簡報製作之時程，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指示，適時進

在地震發生後18小時內，經由專家學者確定錯動斷層面為車

行簡報。地震災損之評估結果必然具有不確定性，而評估結果僅能

籠埔斷層，於是進行第三階段震災早期評估。在地震發生後24小時

以平均值呈現之，一般而言，應有 90 % 之信心度，真實災損值介

內，完成第四次之災情研判及簡報製作，以車籠埔斷層為震源錯動

於平均值上下 30 % 之範圍內。斷層開裂面之設定影響評估結果之

斷層面，提出震災損失之評估結果。由於車籠埔斷層開裂長度達100

精確度至巨，若能參考相關單位 (如中央氣象局及中央研究院地球

公里以上，且斷層穿過台中縣市都會區，故災情之評估結果比第三

科學研究所) 所提出之震源機制，同時研判災情彙整之資料，儘早

次評估更為嚴重；傷亡人數從2,300人增至3,500人；斷層北端之垂

確定實際斷層之開裂，進一步提昇災損評估之時效，讓中央災害應

直錯動高達8公尺，豐原市、石岡鄉、東勢鎮之災情應特別留意；

變中心及早掌握災情，充分把握震災搶救之黃金時間。國家地震工

因為斷層錯動明顯，災情多集中於斷層帶上；建築物全、半倒棟數

程研究中心將持續致力於災損評估及災情彙整兩系統之研究與發

以台中縣最多，南投縣、台中市次之；八層以上高樓全、半倒塌棟

展，務必讓震災早期評估之時效性及精確度不斷向前邁進，作好震

數以台中市最多。以本次演練為例，系統評估之時效超前災情回報

時之緊急應變，以減緩地震之災害。

達10到20小時，有助於緊急應變，爭取救災時機（圖二）。

研究員 鍾立來

副研究員 葉錦勳、簡文郁、專案助理研究員 文慶霖
副工程師 李君宇、專案助理研究員 陳緯蒼

地震報導

土耳其賓果大地震災情報告

府有鑒於過去的歷史震災經驗，建立了完善的緊急應變救災體系。
在這一次賓果大地震發生之後，緊急救災機制即時啟動應變，對於

土耳其於2003年5月1日，當地時間凌晨03點27分04秒時(UTC
時間0時27分04秒)發生芮氏規模6.4的地震。震央在北緯38.99度，東
經40.46度。地震發生於凌晨，許多民眾處於熟睡狀態，因此，罹
難者多數因為反應與逃生不及而罹難。這場震災導致土耳其賓果地
區177位民眾死亡；建築物完全倒塌82棟。
土耳其位處於歐亞板塊與阿拉伯板塊交界處，在過去曾經發生
許多嚴重的地震災害，造成嚴重的生命與經濟上的損失。土耳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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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災的黃金48小時內的救援效率提高很多，對於災民的心理建
設層面也相對具有安撫與穩定的作用。
本文針對這一次賓果大地震對土耳其所造成之人員傷亡、建物
損失狀況進行資訊收集與彙整，並且對土國震後的緊急應變處理進
行討論，期能提供我國參考。

一、土耳其的地理、地質與地震

土耳其面積814,578平方公里（約等於20個台灣的面積），被譽
為“文明的搖籃”，為具有豐富歷史資料和文化的國家。由於正位

示。根據1997年的調查，土耳其人口62,606,157人。34.93%的人口居
住在農村。

於歐洲和亞洲的交界，自古即為歐亞陸橋，其地理位置如圖一所
從地質的角度而言，土耳其位於歐亞板塊、非洲板塊與阿拉伯
板塊的介面上，受到的擠壓而在其境內另形成一個較小的安娜托利
亞板塊(Anatolian block)，每年都向地中海移動，如圖一、二所示。
全國幾乎都是地震帶，尤其是安娜托利亞高原更是佈滿斷層；因此
境內災害地震不斷，以古都伊斯坦堡為例，一千五百年以來曾12
次毀於大地震。
最活躍也最具代表性的斷層為北安娜托利亞斷層(以下簡稱
NAF)及東安娜托利亞斷層(以下簡稱EAF)，分別為安娜托利亞板塊
與歐亞板塊及阿拉伯板塊交界所形成，此二斷層帶也正是土國的第
一級地震區(強震區)。NAF全長超過1000公里，為一極為活躍之斷
層，地震復發期約為450±220年，於歷次地震中，延著斷層帶分段
(Segment)逐步斷裂之現象極為明顯。以NAF 最近的活動為例，在
經過數百年的安定之後，自1939年開始一個分段斷裂(錯動)的循
圖一 土耳其位於歐洲與亞洲交界，介於黑海與地中海之間，自古

環，至1999年止，在約60年之間整個NAF完成一次完整的能量釋
放，共發生12次地震。其中，尤以1999年8月17日的Izmit地震造成

即為歐亞陸橋

超過18000人死亡，超過27000人受傷，最令人震驚(圖二)。

1999/08/17
Izmit 地震

2003/05/01
賓果地震

圖二 土耳其位於歐亞板塊、非洲板塊與阿拉伯板塊的介面上

二、賓果地震災情

多風的農業道路，更增加在緊急救援與災後重建的困難性。地震發
生後96小時內，正式列入紀錄的餘震為250筆，而累積至5月14日

賓果位於土國強震區EAF斷層帶上，是一個農業導向的省份，
人口總計26萬人，在土國中為偏僻、貧窮、尚待開發的省份之一。
2003年1月規模6.1的地震曾奪走1條人命。在西元1971年5月22日規
模6.8的地震(EAF北端)，造成900人的罹難。
2003年5月1日，當地時間凌晨03點27分04秒時(UTC 時間0時27
分04秒)又發生芮氏規模6.4的地震。震央位於賓果(Bingol)北方10公
里處；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發生於凌晨，許多民眾處於熟睡狀態，
因此，罹難者多數因為反應與逃生不及而罹難。這場震災導致土耳
其賓果地區177位民眾死亡，受傷521人；建築物完全倒塌82棟，嚴
重損傷1176棟。這次震災中受損最嚴重的賓果坐落位於土耳其長年
覆雪山脈中的一個山谷中，位處偏僻的地區，通聯道路多為狹窄、

前，正式餘震紀錄已有350筆，其中最大的震度規模為4.5。
賓果大地震發生後，土國國內與國際的救難組織持續人員搜救
的活動達96小時。其中傷亡最嚴重的災損點為Celtiksuyu的一所木造
結構小學，該校建物受該地震影響，倒塌嚴重；其中一棟住有200
餘名住宿學生的四樓宿舍倒塌，更造成85名學童罹難，115名學童
輕重傷。
公共重要設施如學校、醫院、政府機關也遭重創。災區範圍內
的學校有27所，其中完全損害占4所，嚴重損害9所，輕度損害11
所，只有3所學校沒有受損，受損率超過90%。
賓果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城市，因此在經濟損失方面，多為農業
方面的損失。這次震災衝擊75個村落，534位農民，造成609座穀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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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舍倒塌，約1662隻家畜死亡。

與救護車也緊急調派支援急救工作。民間醫療團體也派遣醫療與心
理治療團隊進行急救與在第一時間安撫災民心理等工作，並發放小

三、震災緊急應變
由於土國位於數個活動斷層帶，在以往就曾經發生過死傷慘重
的大地震，30年前賓果地區就發生奪走900人的地震，在1999年的
Izmit大地震更帶走18000人的生命，因此對於震後緊急應變的經驗
非常有經驗。

手冊給災民，提供一些受災後心理治療與輔導的相關資訊。
電力、通訊系統與自來水設施在地震發生當時完全中斷，經過
土國政府緊急搶修之下，於隔天已大致恢復，有效降低震災對災民
的心理衝擊。土國政府也緊急調派帳棚、毛毯、活動廚房、民生用
水、發電機、通訊器材等設備與物資，維持災民的生計與安撫災民
的心理。

震後數小時，土國的首相偕同數位內閣官員就立即前往震災區
了解災情與指揮救災，同時土國軍隊也開始進行救援活動。震後當
地的電力、通訊、民生用水系統都已損毀，由於災區相當偏僻，初
期官方與緊急救援組織等都不易獲得詳細的資訊。儘管如此，土國
政府與國內相關急救災組織還是很有組織、很有系統的進行震後救
災工作。國民軍、特種部隊、全國各地的民間急救組織、當地居民

國外的一些國家與國際性組織、人道組織得知土耳其大地震
後，更在24小時之內，緊急成立救難與醫療團隊，並提供短期與中
期的救援與重建協助。總計有10個國家，10個國際性宗教、救難、
醫療組織提供此次土耳其震災協助。

參考資料

馬上響應投入急救工作。劃定搶救區，以防止媒體、悲痛的親人或

1. “M=6.4 Eastern Turkey Preliminary Earthquake Report”,

閒雜人等過度集中災損點，而妨礙救災工作。

USGS, 05/01/2003.

賓果地區內有三間醫院，分別在這次震災中遭受不同程度的損

2. “Turkey - Earthquake OCHA Situation Report ”, OCHA.

害，都臨時設置戶外的緊急醫療帳棚，提供災民緊急醫療及後送服

專案助理研究員 陳緯蒼

務。政府也緊急架設野戰醫院或臨時診所，鄰近地區的醫生、護士

工程參觀

台北縣政府新建大樓耐震能力之提昇

台北縣政府新建大樓位於新板橋車站特定專用區，東、南、西
三側分別臨接45 m寬之新站路、20 m寬之中山路一段及35 m寬之新
府路，北側緊接中央廣場，隔著40 m新幹道與新板橋車站對望 (圖
一)。該大樓總樓地板面積為四萬七千餘坪，是一座地下四層，地
上三十三層之鋼骨構造大樓，工址之地質屬台北湖之沈積，依當時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規定，工址屬於中震地區，震區系數
Z=0.8，但經九二一集集地震之後，發現其耐震力有不足之虞，因
此，選擇加裝挫屈束制斜撐及隔震地板系統，來改善地震對結構體
及重要機電設備之影響。

於地震力之反覆載重作用下，可提供完整且飽滿之遲滯迴圈，消散
地震輸入能量，保護結構物。挫屈束制斜撐由三個主要單元組成，
分別為核心單元、圍束單元及滑動機制。核心單元為主要受力元
件，可由不同材料的鋼板組成，常見的形狀為十字型及一字型，圍
束單元負責提供圍束力，以防止核心部份受軸壓時發生整體或局部
挫，滑動單元之目的主要為消除核心單元與圍束單元間之摩擦，使
整體構件在受拉及受壓時有相同之力學行為。該大樓共裝設562支
挫屈束制斜撐，依不同樓層配置不同數量及降伏強度之構件，以增
加結構之側向勁度及消能能力，期望結構補強後之強度、勁度與韌
性均能有效提昇至設計目標(圖三)。

圖二 挫屈束制斜撐
圖一 台北縣政府新建大樓之完工照片
挫屈束制斜撐(圖二)又稱為無黏著斜撐，是一種在受拉與受壓
時均可降伏，且不會發生挫屈的軸力構件。與傳統斜撐相較，挫屈
束制斜撐具有穩定的力學行為，無傳統斜撐於受壓時之挫屈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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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裝置稱為隔震地板系統 (圖四)，此系統依載重及性能要
求，於地板下安排數個隔震單元，每個隔震單元均有其獨立滑動範
圍，並於地板與隔震單元間設置鋼架，主要維持整體地板之剛性以
避免差異變位的產生。隔震單元在水平方向主要分為彈簧及滑動支

以維持其功能正常運作。一般電腦 CPU 機器能正常運轉的判定值
為 250 gal 以下即可，因此設計標準即以 250 gal 為依據，以決定並
彈簧之勁度及滑動支承之摩擦係數，此二次元隔震裝置之水平週期
固定為 8 秒，支承的滑動摩擦係數為 0.22。

圖三 挫屈束制斜撐之立面配置(助群營造提供)

圖五 隔震裝置於第十六層其中一間電腦控制室之配置
(台日國際工程顧問提供)

圖四 隔震元件之細部圖樣(台日國際工程顧問提供)
承二部份，藉由彈簧之勁度及滑動支承之摩擦力，以減低地板之
輸入地震力，達到隔震之效果。而在垂直方向則利用阻尼器替代滑

圖六 隔震地板現場施工情形
致謝：助群営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台日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安排工地參觀及現場介紹，特申謝忱。

動支承，以期達至相同效果。台北縣政府新建大樓第十六層共有六

專案助理研究員 邱建國

個房間為電腦控制中心 (圖五、圖六)，因此於每間房之地板下裝

研究員 鍾立來

設隔震裝置，希望藉由此隔震裝置，來減低地震時所帶來之影響，

國際會議資訊

專案助理研究員李森枏

Asian-Pacific Symposium on Structural Reliability and its
Applications (APSSRA’ 03)

5th Asia Pacific Structural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April ~ June (TBA),

Conference

Tel：+82-2-2123-2804

September 2 ~ 4, 2003 Johor Bahru,, Malaysia
Tel：(607) 5531505、5531730

Fax：+82-2-364-5300

Fax：(607) 5566157
E-mail：apsec2003@utm.my
Web Site：http://www.utm.my/apsec2003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able Dynamics
September 15 ~ 18, 2003

Santa Margherita, Italy

Tel：+32 4 222 2946
Fax：+32 4 222 2388
E-mail：info@aim.skynat.be

2004

Seoul, Korea

E-mail：sanghyo@yonsei.ac.kr
Web Site: http://coseik.ac.kr
Shock & Impact Loads on Structures
November 12 ~ 14, 2003

Changsha, Hunan, China

Tel：(065)6733 -2922
Fax：(065)6235 -3530
E-mail：cipremie@singnet.com.sg
Web Site: http://www.cipremier.com

Web Site：http://www.conf-aim.skynet.be/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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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Pan-Pacific Symposium for Earthquake Engineering
Collaboration
September 30 ~ October 3, 2003

Tsukuba, Jajpan

Tel：81-29-863-7566
Fax：81-29-852-8512
E-mail：iitsuka@bosai.go.j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ructural and Foundation Failures
December 10 ~ 12, 2003

Singapore

Tel：(65)6469-5000
Fax：(65)6467-1108
E-mail：jenny@iesnet.org.sg or Derek@iesnet.org.sg
Web Site：http://www.visitsingapore.com/mice
13th World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ugust 1 ~ 6, 2004

Vancouver, BC, Canada

Tel：1-604-681-5226
Fax：1-604-681-2503
E-mail：13wcee@venuewest.com
Web Site：http://www.13wcee.c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vances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ASEM’04)
September 2 ~ 4, 2004

Seoul, Korea

Tel：(+82-42)869-8451
Fax：(+82-42)869-8450
E-mail：technop2@chollian.net
Web Site: http://asem04.kaist.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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