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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重建區建築物之補強方式調查

一、前 言
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芮氏規模 7.3 的集集大地震，造成中部地區數萬棟建
築物損毀，兩千多人死亡。在集集大地震之後的短時間內，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合作(羅俊雄，1999；蕭江碧，1999)，集合大專院校數千名師生，
舉行大規模的建築物震害調查，藉以了解地震對不同結構型態、建築材料和建造年代
之建築物的影響和損害程度，以及損害建築物的分布等等。該項調查的成果已建置資
料庫，並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和網路科技的應用，供廣泛的社會大眾透過網路查詢；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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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並已提供多項相關研究計劃使用。
近年來，地震工程普遍受到各國的重視，尤其如美國、日本等曾遭受強烈地震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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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的國家。建築結構系統的耐震設計屬於地震工程研究的重要一環，除因累積許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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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試驗、構件試驗、甚至大型足尺模型結構試驗的成果，也因多次震災的勘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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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凡遵照近年來美、日和台灣等國家所訂定的建築結構耐震設計規範所建造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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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大多能承受較強烈的地震力，達到減少地震災害的目的。但無可避免地，仍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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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建築物是屬於建造年代較早的老舊建築，或雖屬新建建築卻採用老舊的結構系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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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方式。這些老舊建築由於耐震能力不足，在地震的搖晃下可能有倒塌的危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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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亟需作耐震評估與補強的一群。
新建建築之所以能承受較大的地震力而不致倒塌有兩個關鍵因素，其一是新建建
築通常採用較堅固的基礎型式，使上部結構系統不致於因地層的變形而損害。譬如在
鬆軟的土層上採用筏式基礎，因上部結構系統乃建造於堅固的基礎板上，只要基礎板
不斷裂或嚴重變形，即可避免土層不均勻沉陷或隆起而引致上部結構系統極大的內應
力，甚至倒塌。當活動斷層錯動時，並非僅在明顯的斷層線上土層才有變形，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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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斷層線兩側，亦即在斷層帶上，都可能引致土層的破碎或錯動。在這些地方如
採較古老的獨立基腳型式，勢必無法有效抵抗土層變形對上部結構的傷害。
其次，先進的結構耐震設計原則是小震不壞、大震不倒，並講究平時功能性的需
求。為滿足大震不倒以保障生命安全，又為兼顧經濟因素，強震區上的建築結構系統
通常須採韌性設計，使結構各構件能承受較大的變形，甚至允許材料降伏但不會斷
裂。如果結構各構件都能滿足韌性設計的要求，則強震作用下，即使有部份構件因承
受過大的應力而先降伏，經由結構系統內部應力的重分配和非彈性動態反應時的能量
消散機制，整體結構系統仍能保持穩定，而不致於倒塌。
綜言之，在建築結構耐震設計、耐震評估和補強設計時，應考慮如何提高建築結
構基礎的穩固、各結構構件的強度與韌性、和整體結構系統應力的傳遞路徑是否簡單
流暢。這些因素須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建築物耐震補強的方法之一是藉由增加梁、柱或剪力牆等結構構件的斷面或材料

本刊免費贈閱，有興趣者，歡迎電話或來函索取

的強度與韌性，提高建築物整體結構系統承受地震力的能耐。但是，局部構件的補強
或增修會導致整體結構系統在承受地震力時的應力重新分配。因此在作建築結構耐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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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時，除須對原始結構系統及細部設計有所瞭解外，設計施工
者也須有結構工程專業技術的訓練，否則不但達不到耐震補強的
目的，尚可能因錯誤的補強方式導致更嚴重的損害，不得不謹慎。
建築物在地震力作用下，通常是底層所受力量較大。然而為
便於商業或休閒用途的目的，底層常採開放空間設計，儘量避免
隔間牆阻礙動線的規畫。如果在建築物的適當地方有承受剪力的
設計，如剪力牆或斜撐等，則在地震作用下，上部結構引致的慣
性力得以由這些結構構件承受，否則須由底層的梁柱系統單獨承
受。如果底層的梁柱系統經妥善韌性設計並具有足夠的強度，則
在強震作用下也不會有太大損害。可是在台灣地區的老舊鋼筋混
凝土建築，一般是加強磚造的型式，常有混凝土柱的斷面太小、
主鋼筋量不足、箍筋間距過大、柱內埋管太多、或保護層不夠等
現象，在強震作用下常導致柱頭混凝土脫落、主筋挫曲等。此時

照片二 以簡支承鋼柱補強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的整體外觀

的補強之道應為提高底層的抗剪力強度並提高原始結構構件如梁
額外的抗剪力強度，也無法提高原始鋼筋混凝土柱的韌性，因此

柱系統的韌性。
事隔將近兩年，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為了解九二一災區之
受損建築物重建補強的情況，故派員實地調查。由於人力和時間

結構耐震補強之效果堪虞。
鋼柱之上下端錨錠於鋼筋混凝土梁的方式大致上如圖一
圖一(a)
圖一(a)

有限，無法像以往作九二一建築物震害調查時一般作全面性的普

和 (b) 所示，鋼釘直接由梁的下緣打入或由梁腹側面嵌入。鋼釘

查。此次建築物重建補強調查的區域侷限在國姓鄉、埔里鎮、太

植入時無法預知是否會損害原始鋼筋混凝土梁的主筋，其中尤以

平市、南投市、草屯鎮、霧峰鄉等鄉鎮。

圖一(a)
圖一(a) 的方法最不可取。由於實際施工的精度和需要，鋼柱的

由實際調查結果得知，在集集大地震中被震毀的房屋大部分
已拆除或重建，輕微或中度損害的房屋也多半修補或補強完工。
但也有部分危樓有待拆除，如前埔里鎮第一飯店。由於經歷集集
大地震的震撼，大多數重建補強的建築物都能滿足新頒布的耐震
設計規範的要求，設計施工的品質明顯地改善許多。然而不可諱
言地，有部分重建補強的個案可能由於屋主缺乏結構工程的專業
訓練，又沒有聘請專業技師設計施工，因此補強的效果有限。本
文謹就建築物重建補強調查的所見所聞，探討不同補強型式的利
弊和改進的方法，以提供民眾和相關政府單位參考。

兩端通常無法與鋼筋混凝土梁緊密接觸。在某些調查的案例中，
柱的端板甚至沒有與梁的下緣接觸。因此除非原始的梁柱系統已
有很大的變形，否則鋼柱本身無法承受多大載重。即使鋼柱於施
作時的精度極高，柱端與鋼筋混凝土梁因此可以緊密接觸，此時
鋼柱提供的力量主要為承重的垂直力，而非抵抗地震的側向力，
因此無法提供額外的抗剪力強度。簡支承鋼柱無法提供原始鋼筋
混凝土柱任何的圍束力，因此無法增加原始鋼筋混凝土柱的韌
性。
在重建補強調查的過程中，也發現在不當的地方任意增設鋼柱
補強的情況，譬如在懸臂騎樓的外側增設簡支承鋼柱 (圖一(c)
(c))、
(c)

二、重建區建築物補強方式
2.1 簡支承鋼柱補強

或在大跨距的鋼筋混凝土梁中央增設簡支承鋼柱 (圖一
圖一(d)
圖一(d))。由於
(d)
增設的鋼柱將改變地震作用下原始梁柱系統的彎矩分佈，有可能使
正負彎矩顛倒。鋼筋混凝土梁承受彎矩的能耐與其鋼筋的配置有極
大的關係，而一般在梁的中央乃依承受正彎矩去設計的，如在中央
增設鋼柱可使其轉變成承受負彎矩而損害。
假如鋼柱上下端增設牛腿或小型斜撐以提供抗彎矩能耐 (圖
圖
一(e))，同時施作時的精度也很高，因此可以稍微提高該樓層的抗
(e)
剪力強度。但此時又將衍生另一項問題，亦即由鋼柱所承受的彎矩
必須傳遞到原始的鋼筋混凝土梁，再傳遞至整體結構系統。除非增
加鋼筋混凝土梁的強度與韌性，否則單純增加柱子的強度，將使梁
成為整體結構系統的弱點。如圖一
圖一(a)
圖一(a) 所示，在鋼柱頂端與梁底部
僅以四根鋼釘錨錠，萬一鋼柱與鋼筋混凝土梁的錨錠不良，鋼柱有
可能於地震時傾倒而造成危險。
2.2 鋼構架補強

照片一

以簡支承鋼柱補強之加強磚造民宅實例

利用數根直立的鋼柱靠近原始的鋼筋混凝土柱，上下端以鋼
釘錨錠在鋼筋混凝土梁上，是重建區內常見的補強型式之一(照片
照片
一、照片二)。雖然簡支承鋼柱補強之施工方法簡單，卻無法提供
、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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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有鋼筋混凝土梁柱系統的內緣增設門型鋼構架(如照片
照片
三和照片四
照片四)也是重建區常見的補強方式之一(參考圖二
圖二(a)
照片四
圖二 (a)和圖
(a) 圖
二(b))。由於門型鋼構架本身具有抗彎矩和側向力的能耐，其補
(b)
強效果自然優於簡支承鋼柱的補強工法，但仍有潛在的缺失須注
意。門型鋼構架欲發揮其抵抗剪力的功能，必須在地震時與原始

（a）

照片三 增設雙向鋼構架補強實例

（b）

照片四

增設雙向鋼構架補強實例，騎樓外側柱子的三面以型鋼
補強後，再以鋼筋混凝土包覆

的結構梁柱系統一起變形。但實際施工時不易使增設的鋼構架與原
始的梁柱緊密接觸，因此無法真正提高結構的抗剪力強度的目的。
在地震作用下，原始結構梁柱系統將變形而緊靠於鋼構架上，
（c）

此時若無適當分散應力的機制，則原始梁柱系統與鋼構架僅部份接
觸，將使該處應力過大而導致嚴重損害。連結兩構架的機制有利用
剪力釘連結鋼梁與鋼筋混凝土梁 (圖二
圖二(c)
圖二(c))，或將鋼柱與原始的柱
(c)
子以足量箍筋圍束並澆注混凝土 (圖二
圖二(e)
圖二(e))，可結合兩獨立構架而
(e)
達增加結構的抗剪力強度和增加鋼筋混凝土柱之韌性的目的。以圖
圖
二(e) 的方法補強，因原始鋼筋混凝土梁的有效長度縮短，應設法
提高其韌性以避免剪力破壞。
基本上，增設的鋼構架與原始的結構梁柱系統，如無適當的連
結機制，乃屬於兩個獨立的結構構架，在地震時因基本振動週期不

（d）

同，有互相碰撞的可能，且無法提高原始結構梁柱系統的抗剪力強
度和韌性。在兩構架連結處尤其須注意力的傳遞路徑，並避免有應
力集中的現象，譬如構架底部與樓板連結處須墊以稍大的鋼板。一
般鄰近大路兩側的建築物有供行人遮風避雨的騎樓，加以底層通常
供商業使用，在平行於道路的方向上牆壁量更少。除非設計、施工
時設置足夠抗橫力的結構構件和住戶使用維護時不任意敲除隔間
牆，否則有軟弱底層的隱憂。尤其是平行騎樓方向的勁度和強度常

（e）
圖一 簡支承鋼柱補強示意圖

太小，如採門型鋼構架補強方式也以平行騎樓方向優於垂直騎樓方
向。如增設的構架為鋼筋混凝土構架(如圖
圖(f))，其與原始構架間
(f)
須植筋以連結兩獨立的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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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
圖二 增設鋼構架(a)-(e)或鋼筋混凝土構架(f)補強示意圖
2.3 包覆鋼板補強
以鋼板包覆結構構件的全部或部分(如照片五
照片五和照片六
照片五 照片六)，以
照片六
增加結構構件的強度或韌性，為重建區常見的補強型式之一(參考
圖三)。根據試驗研究證實以鋼板或足量箍筋圍束混凝土(如圖三
圖三
(a))，可提高鋼筋混凝土柱承受反覆載重的韌性而達穩定消能的
(a)
目的。如前所述，老舊的鋼筋混凝土建築常因鋼筋混凝土柱的斷
面太小、箍筋間距過大、埋設太多管線等等因素，導致在強震作
（b）

用下柱頭混凝土爆開、主筋挫曲等現象。為防止類似現象發生並
提高鋼筋混凝土柱韌性的方法有數種，但其原理一致，皆在提供
被補強之鋼筋混凝土柱的圍束力，其常用的材料有鋼板和碳纖複
合材料等。以鋼板包覆時，鋼板與原始鋼筋混凝土柱的間隙須灌
注無收縮水泥砂漿或環氧樹脂。

（c）

照片五 鋼筋混凝土柱與梁柱接頭處以鋼板包覆補強，鋼板以化學
螺栓固定於原始的梁柱，接頭處並以小型三角鋼板加勁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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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六 鋼板包覆加構架補強實例之一的整體外觀

料，各方向的強度與勁度皆相同。以鋼板作為補強材料時，若希
望只增加鋼筋混凝土柱的韌性，則鋼板應與柱端保持一小段距離
以避免增加被補強柱的強度。如將鋼板埋入柱端之梁底部與樓板
頂部之混凝土內，則除增加原始鋼筋混凝土的韌性，也同時增加
其強度與勁度。此時應留意相鄰梁柱的強度與韌性是否足夠，避
免衍生其他意外情況。

三、學校校舍補強案例
（a）

南投縣學校校舍補強主要由蕭興臺等設計執行，各學校校舍
補強的原理原則大同小異。因大部分的學校已完成補強，因此前
往幾所中小學作重建補強調查時無法拍攝到施工的細節。本報告
將僅就學校校舍補強後的外觀及與校方人員的訪談，探討學校校
舍補強的方法和利弊。南投縣現有學校校舍的補強工法(蕭興臺
等，2000)大致採用擴大鋼筋混凝土柱的斷面、新舊柱雙柱合一、
增設耐震壁、增設耐震翼牆、鋼筋混凝土梁採 U 型鋼板補強、及
將不同的結構系統分割等方式。
由於傳統中小學校舍通常為鋼筋混凝土造的建築物，而且為
配合有限的經費和學校的發展，校舍常有分層、分期興建的情況。

（b）

由於分期興建的校舍之間沒有妥善地分割結構系統，或沒有預留
足夠的空隙以防止地震時互相碰撞，因此產生許多不良的結構系
統，譬如老背少、老少搭等情形。因此，學校校舍補強的首要工
作之一是將屬於不同結構型態或系統予以適當分割。若是老背少
的情況須垂直整合結構系統，將新舊鋼筋混凝土柱結合為一體。
不同時期興建或不同結構型式的校舍應有獨立的梁柱系統，並有
伸縮隔離縫的設置，避免地震時互相碰撞。若有共同壁，須增設
一排柱子，並留適當空隙予以分割。將長度過長的整排校舍予以
分割的另一好處是，可減少土層不均勻沉陷而導致結構系統內應

（c）

力增加的損害。
傳統中小學校舍另一常見的缺失是採用較無法抵抗土壤差異
沉陷的基礎型式，譬如獨立基腳和聯合基腳，而不是採用較耐震的
筏式基礎。斷層帶附近的校舍尤其應提防斷層錯動時引起的土層差
異沉陷或隆起。因此，除上部結構系統應適當補強外，原有的基礎
也應相對地補強，避免基礎在上部結構系統未損害前就先破壞了。
據學校的人員說明，目前學校校舍基礎補強的方式是擴大單一基腳
的面積或將校舍兩側的基腳以地梁連結(參考圖四
圖四)。
圖四
傳統中小學校舍通常為了採光充足，窗戶的面積盡量求大，柱
子相對地太細小了。為節省建地面積常採單邊走廊設計，也有許多

（d）

校舍採懸臂式的走廊，亦即廊外無柱的設計。此時垂直走廊方向的

圖三 鋼板或碳纖複合材料包覆示意圖

柱子數通常僅兩根至三根，該方向之結構系統的贅餘度明顯不足。

如圖三
圖三(b)
圖三(b)所示，鋼筋混凝土梁以碳纖複合材料作包覆補強時，僅
(b)

尤其結構設計時通常沒有考慮窗台的存在，但實際上窗台的勁度極

能增加原始鋼筋混凝土梁的抗剪力強度，無法增加其抗彎矩的能

大，使相鄰柱子受束制而有效長度縮小。由於每一根柱子的勁度不

力。其次，應注意碳纖複合材料與混凝土的粘著力是否足夠，如

同，各別承受的載重也就不同；短柱因勁度較大須承受較大的地震

有不足時，應將碳纖複合材料貫穿樓板或增設鋼板片以錨錠碳纖

力，常使短柱剪力破壞。一旦其中一根柱子損害或斷裂時，其他的

複合材料，避免碳纖複合材料在構件降伏時脫落。

柱子因無法共同分擔多餘的載重而導致塌陷。

碳纖複合材料的特性之一是利用碳纖具極大的強度與勁度，

為避免柱子折斷，現有校舍的補強方式是將柱子的斷面積增

因此在平行碳纖的方向可提供足夠的圍束力，同時另一方向不會

加。其補強原則是將最外側的兩排柱子，以教室為單元，將靠近教

增加原始鋼筋混凝土柱的強度，也就不會增加與其相鄰之梁柱系

室中央的兩根柱子予以加粗。如原始校舍採懸臂式走廊設計，將教

統的載重，達到單純作韌性補強的目的。結構用的鋼板為均質材

室兩側的柱斷面積加大；如廊外有柱，則加大廊外柱子的斷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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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樓層的校舍可能須再增設耐震壁或耐震翼牆。耐震壁和耐震翼
牆施作前也應先敲除粉刷層，四周並植筋以連結原始結構系統。為
使其發揮應有的強度，應留意基礎的強度是否足夠，因此，耐震壁
或翼牆的基礎通常須相對地補強。擴大柱斷面或增設耐震翼牆都會
減小相鄰梁的有效長度，為避免該短梁剪力破壞，現有學校校舍的
鋼筋混凝土梁以U型鋼板補強。

四、結語
台灣島乃因地殼板塊運動或俗稱的造山運動而形成，地震又為
(a) 正面

板塊運動的必然結果；因此，台灣無可避免地會發生或強或弱的地
震。唯一不確定的是何時何地會有大地震？記取大地震之教訓，擬
訂建築物重建補強與防救災之對策實乃當務之急。根據九二一重建
區樓房結構補強及修復之調查結果，民眾採用修復及補強的方法琳
瑯滿目，其效益亦參差不齊。因此，學術界與工程界實有必要研擬
一套既經濟又有效之結構修復及補強準則，讓工程師及一般民眾有
所依循，以確保結構修復及補強之效益，為下一次大地震之來臨，
作出最好的準備工作，如此一來，必然可以大幅減緩地震之災害。

參考文獻
1.羅俊雄等 (1999) ，「集集地震初步勘災報告」，國家地震工程
(b) 側面
圖四 學校校舍擴柱補強示意圖
擴柱前須先敲除粉刷層及部分的樓板，柱子的主筋貫穿樓板，除以
箍筋圍束主筋外，以植筋方式連結原始結構系統和擴大的柱子。由
於教室兩側的柱子加粗，相對地減小採光的面積；因此校方人員抱

研究中心報告 NCREE-99-027。
2.蕭江碧等 (1999)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全面勘災報告—建築物
震害調查」，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報告 NCREE-99-054。
3.蕭興臺等 (2000) ，「傳統中小學校舍修復補強策略探討－以南
投縣 182 所中小學校舍為例」，土木技術，第三卷，第十二期。
副研究員 葉錦勳
研究員 鍾立來
副研究員 廖文義

怨亮度不夠，可能影響學生的視力。
二樓以下的校舍以擴柱和擴大基礎的補強方式可能已足夠，但

出國報告

第十屆土壤動力與地震工程研討會

一、會議經過摘要
2001 年 10 月 7-10 日，在美國費城 Drexel 大學舉行之第十屆土
壤動力與地震工程會議為一重要之國際地震工程研討會，主要議
題為地震工程，尤其是土壤液化與地盤效應等研究課題。此次會
議雖受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影響，部分中東地區專家學者無法
及時取得赴美簽證使得會議規模略減，與會人數仍多達 150 人。
本中心由副研究員柴駿甫、簡文郁與會並發表論文，另外我國還
有曁南大學李咸亨教授、台北科技大學陳偉堯教授與高雄應用科

究有相當助益。雖然會議議程因部分與會學者專家臨時缺席而有
所更動，會議仍於 10 月 7 日下午 12︰30 舉行閉幕，圓滿結束。
第十屆土壤動力與地震工程研討會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
者共發表論文約 150 篇。會議中安排了 11 篇邀請演講，分別屬於
土壤液化、土壤結構互制、地震危害度分析與微分區、強震儀陣
列研究、維生線與橋梁於地震時之性能表現、特定工址之設計地
震、地盤反應與樁基礎動力反應分析等。除第一天為單一會場的 5
篇長邀請演講外，接下來的 3 天為 4 個平行進行的口頭演講場次，
每個場次約發表 4-6 篇論文，並於每天安排兩篇邀請演講。

技大學夏冠群教授與會發表論文，中心羅俊雄主任與溫國樑組長
雖未親自與會但也有論文發表。我國與會人員發表之論文研究範
圍包括(台北盆地)地盤放大效應，耐震設計規範研擬，維生管線地
震災害研究等。我國 921 地震之相關研究為會議之重要主題，許
多學者均以 921 地震資料進行相關研究發表論文，顯示出 921 地震
之重要性及其受到的重視。我國應加緊對 921 地震資料進行相關
分析研究，並更積極參與相關國際會議與國外學者交換研究心
得，必能有效提昇我國地震工程領域研究水平。與會者彼此交換
心得討論熱烈，我們也獲益良多，尤其資深學者之意見對往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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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得與建議
在本次會議所發表的論文當中有許多與我國 921 地震或幾個
最近幾年發生的世界大地震的相關研究，顯示出世界各國對地震
減災與救災的重視。在會議交誼或休息的時段中，許多學者專家
均對地震災害評估與收集展示等研究表達極高的興趣。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近年也積極發展 HAZ-Taiwan 地震災害評估與展示系
統，部分研究成果也在會議中發表與各國專家交流。在 921 地震
之後國科會也投入大量經費於地震與震害相關學術研究，建議各

項相關研究成果能多於各種國際會議中發表交流，以善用 921 地

地工程兩個場次，分別就其相關內容進行研討，大會於兩天會議

震之調查資料，擴大我國在世界地震工程領域的影響力，並對國

中，安排每天兩個場次演講報告，每個場次約六到八篇論文發表，

際地震工程界做出貢獻。

並預留時間由與會者與論文發表者進行相關問題與技術之討論。

本中心兩位與會同仁分別以 921 地震後我國研擬耐震設計規

本次會議中本中心人員一共發表了五篇與地震工程相關之論文，

範研究、震度衰減分析與其在地震微分區為題應用發表論文。本

本中心羅俊雄主任並應邀擔任此一會議中之場次主持人(session

次會議攜回論文長摘要一冊置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圖書室，

chair)。

提供研究學者參考。
副研究員

簡文郁、柴駿甫

第十四屆 KKNN 研討會

二、建議事項
(1) 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
有鑑於我國與新加坡、日本、泰國及美國方面之經貿活動及

一、參加會議經過

科技技術交流頻繁，有關單位應該多鼓勵研究學者及工程技術人
員積極參與其他國外地區之學術研討會或多加參訪一些相關之研

本次會議第十四屆 KKNN 研討會(KKNN Symposium in Civil

究機構及技術開發之公司，以了解國外地區之最新研究動態及相

Engineering)於九十年十一月五日至七日在日本京都之國際會議館

關技術之開發現況。另也應該經常邀請國外地區之卓越學者或相

舉行，為期三天。前二天為研討會，最後一天為進行考察，主要

關之工程人員來台灣進行參觀訪問或就其專長進行專題講座，以

為參訪日本大阪市之先進重大工程建設，此次會議一共吸引日

達到國際學術合作與科技交流之目的。

本、韓國、臺灣、新加坡及泰國共百餘人參與此次會議，本次會
議為由日本京都大學主辦之日本 Kyoto University、韓國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臺灣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新 加 坡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及 泰 國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of Thailand 五所大學間的國際會議，其主要
目的為藉由本次研討會的舉行，讓五個國家之教授、研究人員及
研究生，藉由論文發表及討論，來進行國際性之學術交流活動，
提供各國之學者專家、研究人員及研究生有此一機會發表自己之
研究成果及學習他人之研究成果，使得最先進之土木工程方面的
理論發展、現有發展及應用狀況、未來發展的方向可以得到充分

(2) 加強人才培訓
由於理論的研究及實驗之成果必須要能實用於產業界才有其
價值，國內對於地震工程及結構動力之研究，不論是在理論方面
及實驗探討方面皆投入相當多之經費來進行，研究人才亦相當之
多，然而因為能同時具有研究發展能力又具有豐富工程經驗之人
才並不多，所以國內豐碩之研究成果落實於產業界之步驟就稍嫌
緩慢了一點，此次參加本會議，看到各國將其將研究成果能很快
的運用到實際工程上，覺得台灣若是要趕快迎頭趕上，則人才之
培訓為一首要之事。

之討論與研究，於會議中藉由發表論文之方式使各國學者專家交
換土木結構及大地工程各方面相關理論及技術之開發經驗，分享
該領域最先進之研究成果。
會議中共計有約百篇關於結構動力、結構控制、橋梁動力分

三、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此次會議攜回主辦大會發給之 The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KKNN Symposium in Civil Engineering 之研討會論文集。

析、結構試驗、地震工程、有限元素分析方法、風工程及大地工

副研究員 廖文義

程等方面之學術論文發表。發表論文之方式皆以口頭演講的方式
詳細講述個人論文研究內容，並依研究領域區分為結構工程與大

實驗室概況 九十年度實驗研究

表一 九十年度三軸向振動台實驗計畫
申 請 人

計

實驗室三軸向振動台實驗系統與反力牆及強力地板實驗方

黃震興 組長

被動控制對高科技產業防震之可行性試驗研究

面，在本（九十）年度所完成的實驗計畫案如表一
表一、二
表一 二所示，這

張國鎮 組長

能量設計法於被動控制之研究與用

些實驗因為實驗負責人與實驗室相關工作同仁密切的配合，使得

周 鼎 先生

天輪開關場用 69KV GCB 耐震驗證

各項工作得以順利完成；除此以外，三軸向振動台系統自驗收後，

羅俊雄 主任

1dof MR damper 實體結構測試

蔡崇興副教授

橡膠隔震支承於重要建築物災害重建之可行性
評估

請原廠 MTS 公司派員在九月底進行系統調校與檢查，並發現系統

羅俊雄 主任

Friction Damper

有些異常之處，需配合其他的檢查，例如液壓油的清潔度與油質

姚昭智副教授 展示館功能性設施之耐震性研究

的檢測、濾清器的更新、伺服閥的功能測試及相關 Swivel 損耗情

許茂雄 教授

三分之一縮尺二層樓 RC 校舍模型振動台實驗

形等，才能更進一步確認問題的所在；因此，明年有需要再另外

高健章 教授

地震對已澆置混凝土影響之探討

羅俊雄 主任

MR damper 實體結構振動台測試

隨即密集執行各項實驗工作，至今有三年半，尚未進行系統調校
與檢查的工作，為了該系統能更精準的模擬各項地震實驗，特地

安排一段時間做一次更澈底的系統檢測。

劃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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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修 教授

液流阻尼器全尺寸結構防振功能之振動台實驗

2002 North American Steel Construction Conference

劉雲輝 先生

東元電機發電機組隔震座防震能力測試

April 25~27, 2002 Seattle, Washingoton

張世賢 主任

陳列室內的古器物防震研究

Tel: 312-670-2400

張國鎮 組長

光柵光纖感測器類神經網路智慧型結構之研究

Fax: 312-670-5403

英國在台協會 教育部大專地震防災教育（抗震大作戰）

E-mail: iaem@aol.com

黃震興 組長

橡膠隔震支承墊振動台實驗

Web Site: http://www.aisc.org

張順益 博士

結構物安裝球面摩擦型隔震器之耐震行為試驗

April 28 ~ May 1, 2002 Portland, Oregon, USA
E-mail: mceer@acsu.buffalo.edu

表二 九十年度反力牆及強力地板實驗計畫
劃

名

The Third National Seismic Conference on Bridges and Highways

申 請 人

計

稱

劉季宇 博士

受軸力與彎矩之加勁鋼管混凝土構件行為研究

鄭錦銅 博士

鋼管混凝土梁柱接頭試驗

羅俊雄 主任

鋼筋混凝土橋柱之擬動態實驗

張順益 博士

應用積分型無條件穩定外顯式積分法之擬動態
試驗技術

張國鎮 組長

能量設計法於被動控制之研究與用

蔡克銓 組長

平面 RC 構架設驗（含補強試驗）

蔡克銓 組長

鋼管混凝土構造研究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dslides, Slope Stability, and
the Safety of Infrastructure

黃震興 組長

實尺寸圓形 RC 橋柱之鋼板包覆耐震補強

July 10~12, 2002 Singapore

蔡克銓 組長

實尺寸矩形 RC 橋柱之鋼板包覆耐震補強

Tel: 065-7332922

張國鎮 組長

鋼筋混凝土牆及磚牆之碳纖 FRP 耐震補強研究

Fax: 065-2353530

蔡祟興 教授

橡膠隔震支承於重要建築物災害重建之可行性
評估

E-mail: cipremie@singnet.com.sg

蔡克銓 組長

RC 梁柱接頭行為研究------新加坡南陽大學委
託案

葉勇凱 博士

中空鋼筋混凝土實尺寸橋柱之韌性、剪力強度
及補強試驗

張國鎮 組長

預鑄節塊橋墩耐震研究

15th ASCE Engineering Mechanics Conference (EM2002)
June 2~5, 2002 New York, USA
Tel: 410-516-8682
Fax:410-516-7473
E-mail: Rajah@jhu.edu
Web Site: http://www.civil columbia.edu/em2002

Web Site: http://www. cipremier.com
7th US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July 21~25, 2002 Boston, USA
Tel: 716-6453391
Fax: 716-6453399

工程師 鄭橙標

國際會議資訊

E-mail: dargush@acsu.buffalo.edu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ASEM'02)
August 21~23, 2002 Pusan, Korea
Tel: 82-42-869-8450/3621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Performance Structures
and Composites (HPSC 2002)
March 11 ~ 13, 2002 Seville, Spain
E-mail: shaney@wessex.ac.uk
Web Site: http://www.wessex.ac/.uk/conferences/2002/hps02/.

Fax: 82-42-869-8450
E-mail: technop@chollian.net
Structural Engineers World Congress (SEWC2002)
October 9~12, 2002 Yokohama, Japan

9th Annual Symposium on Smart Structures and Materials

Tel: 81-3-3255-7358

March 17 ~21, 2002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Web Site: http://www.spie.org/info/ss

Fax: 81-3-3255-7377

The Third World Conference on Structural Control (3WCSC)
April 7 ~ 12, 2002 Como, Italy
Fax: +39-31-573395
E-mail: congress@icil64.cilea.it

E-mail: sewc2002@gp.knt.co.jp
ATC-17-2 Seminar: Response Modif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Engineering
May 30~31, 2002 Los Angeles, USA
Fax: 650/593-2320
E-mail: atc@atcouncil.org
Web Site: http://www.atcouncil.or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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