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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人口密度在全球千萬人口以上的國家中高居第二，又位處於地震活動
頻繁的歐亞菲板塊交界處，政府與國人在面對地震風險更有其必要性。以集集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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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內政部消防署統計約有 51,712 戶房屋全倒、53,768 戶半倒；全島經濟損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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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億台幣，其中建築物損失約 1,300 億元，對台灣的經濟造成重創。當時地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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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損失因為當時國內住戶投保住宅火險附加地震險的比率僅約千分之二，多數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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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無法將風險透過保險轉移，只能由政府及民間機構加以補助或救濟，災後的復原
重建對於政府的財政造成沉重的負擔。有鑒於此，財政部於民國 91 年設立財團法人
住宅地震保險基金(簡稱地震基金)，並委託再保險經紀人以國際知名公司之地震風險
評估模型進行風險及財務分析，作為承保範圍、危險分散機制、保費訂定與再保險
費率的參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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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2 年實施政策性的住宅地震基本保險以來，保戶每年以穩定的速率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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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皆屬商業機密，所採用之地震潛勢資料的品質和結構系統耐震參數的妥適性，皆

․實驗動態

舊牛鬥橋現地實驗

年須委託保險經紀人以國際知名的地震風險評估模型(如 RMS、EQE 等公司所開發的
系統)進行風險評估及財務分析。然而，國外風險評估模型所使用的分析模式與參數

5

中小學校舍震損評估

高，財團法人住宅地震保險基金的累積風險亦相對增加。為有效估算現行保險費率
與危險分散機制是否合宜、探討可否因應未來可能發生的巨災等議題，地震基金每

3

自來水管網系統之震後服務效能分析

截至 2009 年底，投保率已提高至 27.45%，投保戶數達 217 萬戶。由於投保率持續提

不得而知。因資料統計的精細度不同，加以地震災害的不確定性，分析結果常存在

6

極大差異。換言之，地震基金不能掌握各風險評估模型的運作方式以及評估結果的

․國際交流

2010 抗震盃國際邀請賽

可信度。因此國震中心於 97 年底開始協助地震基金開發台灣自有的地震保險風險評
7

結構耐震設計國際訓練班 (ITP 2010)

估模型，目前已有顯著的成果。
7

二、地震風險評估模型的分析流程和架構

․研討會

2010 第一屆地震工程海峽兩岸青年學者
研討會
8
地震風險管理技術發展與應用研討會

由於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和規模具極大的不確定性，加以實際風險暴露資料
8

的脆弱性和數量分佈也具極大的不確定性，因此引致的損失、傷亡或其它可量化的
風險也有許多的不確定性。為合理保戶在未來特定期限內遭遇的地震風險，可結合
震源機率模型、風險暴露資料、地盤特性和工程結構物的易損性等，進行一系列推
測地震事件的境況模擬。結合機率理論和統計分析結果，可得到評估對象受地震影
響的風險程度。一般以年平均損失(AAL)、單一地震事件的可能最大損失(PML)、損
失的年超越機率(OEP/AEP)及其信賴區間等數值衡量評估對象承受的風險程度。
圖一為地震風險評估模型的分析流程與架構圖，進行地震風險評估流程概念上
可以分成以下四個步驟：
(1) 建立推測地震事件資料庫：推測地震事件可分區域震源與活斷層震源兩種類
別，離散的推測地震事件來模擬未來可能發生的各種地震事件，包含不同的地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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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震央位置、震源深度和斷層開裂方向等，並計算每一推測地

件和投保住宅地震險的建築物特性、保險條件等，推估地震可能

震事件的年發生率，其中年平均發生率乃隨假設之震源機率模型

引致的災害潛勢、住宅建物損害和保險理賠損失的數量和分佈。
(4) 建置損失模擬資料庫：利用批次震災境況模擬技術，計

而改變。
(2) 推估單一地震事件之保險損失：利用震災境況模擬技
術，根據推測地震事件的每一筆震源參數，推估單一地震事件之

算推測地震事件資料庫中每一筆地震事件可能造成之住宅建物損
害數量、總損失與保險理賠損失金額。
(5) 進行地震風險評估：計算不同震源機率模型下之保險理

保險損失的平均值與標準差。
(3) 產生地震事件損失資料表：彙整步驟(1)與(2)的各項數據
可得地震事件損失資料表。

賠損失的年超越機率曲線、對應不同回歸期的可能最大損失，其
中保險理賠損失包含保險金額、臨時住宿費用和受理理賠的處理

(4) 進行風險評估與財務分析：一旦地震事件損失資料表之

費用。

各欄位資料齊全，可根據蒙地卡羅數值模擬法來計算有用的風險

(6) 進行保險財務分析：根據地震風險評估結果和住宅地震

評估數據，如年平均損失與其標準差、損失年超越機率曲線、單

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危險承擔限額等條件，進行保險費率、各層

一地震事件之可能最大損失等。上述這些數據可作為後續財務分

純保費分配等財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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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現在地震基金可根據 TREIF-ERA，進行各種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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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使用，財務分析內容如保險費率估算、純保費分配等。

三、台灣住宅地震保險風險評估系統的功能和應用
國震中心協助地震基金建置的地震保險風險評估模型，中文
名稱為「台灣住宅地震保險風險評估系統」，英文名稱為 Taiwan
Earthquake

Insurance

Fund

-

Earthquake

戶理賠的限額、理賠的條件採分級理賠或實損實賠、自負額的擬
訂、危險承擔機制的規劃、一次地震事件的總理賠限額、與共保
組織之純保費分配比率…等議題，均將根據自有風險評估模型的
估算結果。與國外再保公司洽簽再保業務時，也可請國外再保公
司參考自有風險評估模型的估算結果。
1
風險暴露分
析模組
2
推測地震事
件資料庫

理賠條件
理賠處理費用

13
震災境況模
擬
4
損失模擬
資料庫

圖一 地震風險評估模型的分析流程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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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TREIF-ERA 系統架構

四、結論與未來展望
國震中心於 97 年底開始協助地震基金開發台灣自有的地震
保險風險評估模型，歷經一年半的開發過程，目前已有顯著的成

TREIF-ERA 乃整合地理資訊系統與本土化的分析模式和參

果，地震保險風險模型已於 99 年 6 月開發完成，並於今年 10 月

數，並提供視窗化介面，方便地震基金的操作。除地圖與主題圖

在國內晶華酒店與印尼舉辦的第 25 屆東亞保險國際會議(EAIC)

之展示介面外，系統也提供報表精靈，方便使用者將基本資料和

期間發表。地震基金可根據國震中心開發的風險評估模型系統。

評估結果輸出成各類常見的統計圖表等。由於採模組化設計並利

TREIF-ERA，進行各種保險數值的估算。未來台灣地區之住宅地

用物件導向程式語言撰寫，TREIF-ERA 將具有極佳的擴充性。未

震基本保險的保險費率、每戶理賠的限額、理賠的條件採分級理

來視住宅地震保險的保單條款更新、或動態財務分析(DFA)系統

賠或實損實賠、自負額的擬訂、危險承擔機制的規劃、一次地震

的需求，可藉由更新部分模組來達成，減少維護人力與經費。其

事件的總理賠限額、與共保組織之純保費分配比率…等議題，均

它各項外部資料，如合格評估人員資料庫，也可與內部資料進行

將根據該模型估算結果。與國外再保公司洽簽再保業務時，也可

套疊或查詢。

請國外再保公司參考該風險評估模型的計算結果。

TREIF-ERA 提供的功能概述如下(圖二)：
(1) 建置風險暴露分析資料庫：提供使用者將原始保單資料
轉換成可供後續損失評估與風險評估所需之資料庫格式。

未來國震中心也將持續與地震保險基金及國內保險業者合
作，開發不同保險商品的風險評估模型來解決目前過度依賴國外
保險經紀人提供數據的現象。

(2) 產生推測地震事件資料庫：建置台灣地區未來可能發生

助理研究員 陳緯蒼、副研究員 林主潔

之地震事件的震源參數組合，作為後續震災早期損失評估與地震

組長 葉錦勳

風險評估使用。
(3) 進行震災境況模擬：根據地震的震源參數、各地地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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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模擬技術研發與應用之二》

公路橋梁震損評估原理與應用
為達完全損害狀態之易損性曲線的中值；超越中度損害與超越嚴

一、 研究背景說明

重損害狀態之易損性曲線的中值，則分別以 Ay 與 Ac 的數值三等
橋梁是公路運輸系統中不可或缺的工程結構物，若於地震中

分間距而得到。個別橋梁之振動易損性曲線的參數值除參考其所

發生損壞，除造成生命財產損失、橋梁修復期間車輛須繞道而行

屬典型橋梁分類之參數值外，須再根據個別橋梁的建造或設計年

極為不便之外，還可能因交通中斷而阻礙救災與復原工作的進

份、等值耐震設計係數、所處地盤種類、橋梁基礎型式和沖刷深

行。有鑒於公路橋梁震損影響的嚴重性，美國聯邦應變總署

度、橋梁的幾何特性等進行微調，藉以提高震損評估的精度。至

(FEMA)資助研發的 HAZUS，將公路橋梁的震損評估列為重要項

於地表永久位移引致的損壞，係參考 HAZUS 的評估模式，決定

目，提出一套系統化的評估方法；美國聯邦公路總署(FHWA)亦

典型橋梁之易損性曲線的參數值與個別橋梁之參數修正方式。

資助研發 REDARS (Risks due to Earthquake DAmage to Roadway
Systems)軟體，作為新一代的整合式公路系統地震損失評估平
台，其功能包括單一地震事件之境況模擬與機率式地震風險評
估，可以綜合考量橋梁震損對於公路系統的功能性影響，包含橋
梁損害引致的直接損失與路網服務效能降低之間接損失。國震中
心在震災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研究已有十餘年的經驗，並已開發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提供地震損失和風險評估功

當橋梁跨數較多時，傳統的評估模式往往低估可能的損壞。
有鑑於此，該計畫在發展評估模式時，特別引進評估單元的概念。
連續橋的每個振動單元視為一個評估單元，簡支橋則預設以三跨
作為一個評估單元。假設各典型橋梁分類的易損性曲線參數值皆
為單一評估單元的分析結果；在進行個別橋梁整體的震損評估
時，須根據個別橋梁實際的評估單元數目，計算整座橋梁超越不
同損害狀態的機率以及通行失敗機率等。

能，強化地震應變和風險管理能力。TELES 系統亦具備公路橋梁
震損評估的功能，其評估模式係根據公路總局委託台灣世曦公司
執行之「公路橋梁耐震能力評估及補強工程可行性研究」計畫所
發展的公路橋梁震損評估模式與易損性曲線參數訂定方式，如圖

三、公路橋梁震損評估於緊急應變之應用
應用前述公路橋梁震損評估原理，國震中心已研發「公路橋
梁地震早期損失評估模組」，作為公路系統震後緊急應變的決策

一所示，概要說明如下。
典型橋梁耐震易損性曲線參數：

支援應用。該模組經由中央氣象局地震速報電子郵件的觸發，在

2,484座省道橋梁

震後短時間內自動完成公路橋梁損害狀態之初步評估，藉以提升

依耐震係數將Ay及Ac正規化

148座
148座具代表性橋梁

TELES典型橋梁分類(24種)

以側推分析
側推分析求取橋梁降伏
加速度Ay及崩塌加速度Ac

以平均值作為典型橋梁
典型橋梁分類
之耐震易損性曲線參數

典型橋梁地震動
地震動易損性曲線參數

規劃等)，減輕可能的二次災害。99 年度內政部消防署主辦的國家
防災日地震應變演練，其情境設定為新竹地區之新城斷層錯動引
致規模 6.8 的強震。國震中心參與演練時，即根據省、縣道公路

各別橋梁耐震易損性曲線參數：
各別橋梁所屬橋梁分類
各別橋梁

公路養護單位於震後的應變效率(包含橋梁巡查、封閉、替代道路

震區水平加速度參數Zdsg
地盤種類修正係數Ksoil
三維效應修正係數K3D
歪斜角修正係數Kskew

典型橋梁地表位移
地表位移易損性曲線參數

各別橋梁參數
參數

依上部結構型式、
歪斜角等修正中值

各別橋梁參數
參數

橋梁資料庫，推估此一模擬地震事件造成的橋梁損害狀況，其分
佈如圖二所示，並進一步研判災區省、縣道公路交通阻斷情形，
協助交通管制、替代道路規劃、救災資源調度等演練項目。

圖一 公路橋梁震災境況模擬及通行失敗機率評估流程

二、公路橋梁震損評估原理
台灣地區大多數公路橋梁屬梁式橋，因此首先根據梁式橋之
跨數(單跨或多跨)、橋柱型式(單柱、構架或壁式)以及上部結構(簡
支或連續)分類，其它類型橋梁(例如拱橋、斜張橋等)則不細分，
將公路橋梁簡化為八類的典型橋梁。各類典型橋梁再依其耐震能

省道橋梁損壞推估
完全損壞
完全損壞
嚴重損壞
嚴重損壞
中度損壞
中度損壞
輕微損壞
輕微損壞

力細分為三類：傳統設計、耐震設計、原為傳統設計但已經過耐
震補強。因此，總共有 24 種不同分類的公路橋梁。「公路橋梁耐
震能力評估及補強工程可行性研究」計畫中挑選了 148 座具代表

(3)
(3)
(5)
(5)
(13)
(13)
(30)
(30)

圖二 防災演練時新城斷層錯動的評估結果

性橋梁進行耐震詳細評估，以橋柱側推分析方式分別求得其降伏
加速度 Ay 及崩塌加速度 Ac；其次，依據個別具代表性橋梁的等

副研究員 劉季宇、組長 葉錦勳、助理研究員 洪祥瑗

值耐震設計係數，將降伏加速度 Ay 及崩塌加速度值 Ac 予以正規

助理研究員 黃李暉、專案助理研究員 劉燕妮

化後再作平均，作為典型橋梁分類之耐震易損性曲線的參數值，
亦即以 Ay 作為超越輕微損害狀態之易損性曲線的中值，以 Ac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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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摸擬技術研與應用之三》

自來水管網系統之震後服務效能分析
1. 輸入自來水管網水理分析資料：內容包含 Nodes, Pipes, Pumps,

一、引言

Tanks, Reservoirs 等自來水管網系統的所有元件的完整屬性資
近年來各國政府與研究機構為了進一步強化都會區震災應變

料以及空間座標；

與風險管理，莫不積極研發各種類型的維生線系統震災境況模擬

2. 模擬管線災損點、修改輸入資料：根據模擬地震所引致災害潛

技術。美國康乃爾大學的研究團隊於 2006 年發表自來水系統震後

勢，由管線災損率公式模擬自來水管網的災損點分布，並利用

分析軟體：GIRAFFE (Graphical Iterative Response Analysis for

其管材與管徑屬性資料，隨機決定其為管線斷裂或是何種型式

Flow Following Earthquakes)，已正式提供美國的自來水事業單位

的管線滲漏，之後修改水理分析輸入資料使之與災損點的水理

作為地震減災應變的決策支援工具，所使用的水理計算核心稱為

模型相符合；

EPANET，為美國環境保護署所研發之泛用型管網水理與水質分

3. 判斷是否有部分自來水管網因為管線災損而被隔離？前一步

析軟體。本中心近年來亦積極投入相關研究，並透過經濟部水利

驟在配置管線斷裂點時，可能導致部分的次管網不再與系統相

署委託研究計畫的補助，著手研發適用於國內環境的自來水系統

連接，必須予以移除；

震後分析技術，說明如下。

4. 進行自來水管網水理分析；
5. 查核是否有節點出現負水壓？若真，則必須將這些節點上的流

二、自來水管網系統震後服務效能之分析
自來水管網系統震後服務效能分析的技術內容包括：地震災
害潛勢分析、自來水管線與設備震害推估、地理資訊系統 GIS 空
間分析、自來水管網 EPANET 加壓管流水理分析等，如圖一所示。

震源參數
地震動參數衰減律
場址效應
斷層區域錯動量模式
液化敏感類別
地下水位…

地震事件

地震災害潛勢分析
地表震動
推估

地表變形
推估

量完全扣除不計；
6. 統計系統供水能力結果：累計自來水系統中所有供水節點的
demand 總合，是為「受損自來水管網」的供水能力。

三、案例分析與結語
自來水管網系統震後服務效能，係地震過後之自來水管網供
水能力(考慮地震引致自來水系統之震害)；其分析之時機若為地
震發生前，則可裨益於災前準備與防災規劃，若為地震發生後，
則可裨益於災情研判與緊急應變。考慮宜蘭地區自來水系統受到
規模 7.1 模擬地震(線震源模式，開裂方向為南北向、震源深度

設備易損性模式
管線災損率經驗公式
斷電…

GIS空間分析
GIS空間分析
EPANET水理分析
EPANET水理分析
前、後處理模組
前、後處理模組
…

管線損壞
推估
管線災損點
分佈推估

設備
損壞
(失能)
失能)
推估

20km)的作用，則應用蒙地卡羅法進行 100 次隨機模擬，得到該
系統震後供水率分布推估之平均結果如圖二所示，其中頭城鎮之
震後供水率平均降至 0.238，最為嚴重，其次為礁溪鄉與五結鄉，
分別降至 0.390 與 0.419。

受損管網水理分析
自來水震後服務效能

圖一 自來水管網系統震後服務效能分析之程序與技術內容
準此，本中心已就相關技術進行整合研究，成功地發展了一

宜蘭供水率
0 to 0.1
0.1 to 0.2
0.2 to 0.3
0.3 to 0.4
0.4 to 0.5
0.5 to 0.6
0.6 to 0.7
0.7 to 0.8
0.8 to 0.9
0.9 to 1

頭城鎮

礁溪鄉

套自來水管網系統震後服務效能分析的程序，以及遂行分析所需
的各種前、後處理模組。其中，在地震災害潛勢分析方面，係應

員山鄉

用本中心研發之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aiwan Earthquake Loss
Estimation System，簡稱 TELES)，進行地表震動以及土壤液化、

宜蘭市

壯圍鄉

五結鄉
羅東鎮
三星鄉

斷層錯動引致地表變形的推估；至於地下管線震害推估的部分，

冬山鄉

則是根據 921 地震的震損資料研發本土化自來水管線災損率經驗

蘇澳鎮

公式，並提出一套由管線災損率隨機決定災損點位置的模擬方
法；分析時用於替代管線災損點的水理模型，則是參酌 GIRAFFE
軟體建議的災損點屬性(斷裂或滲漏)機率模型，以及不同滲漏類
型的機率模型以及相應水理模型參數，並進行必要之調整以符合
國內自來水管材使用現況與損壞經驗。
自來水系統震後服務效能分析的流程可以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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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鄉

圖二 模擬地震作用下宜蘭地區各鄉鎮震後供水率分布推估
副研究員 劉季宇、助理研究員 洪祥瑗

《震災摸擬技術研與應用之四》

中小學校舍震損評估
一、前言

調。為簡化震損評估模式，微調個別校舍之耐震能力時，假設能
耐曲線保持不變，僅調整易損性曲線的中值。可供微調個別校舍

教育部委託國震中心於 98 年至 101 年分別推動「加速高中職

之易損性曲線的資料欄位包含構造類別(如鋼筋混凝土造、鋼構

老舊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及「加速國中小老舊校舍及

造、加強磚造、磚造等)、平面及立面對稱性、平面耐震性(單邊

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計畫主要內容為辦理國中小校舍耐震

走廊、雙邊走廊、中間走廊，以及廊外是否有柱等)、以及初評和

評估(含初步評估及詳細評估)、補強設計、補強工程、拆除重建

詳評分數等。在許多個別校舍缺乏詳細耐震設計參數的情況下，

工程、校舍普查和建置校舍耐震資料庫等工作。計畫中校舍初步

前述作法一方面減少所需輸入的資料量，另一方面藉由個別校舍

耐震評估、詳細耐震評估和校舍普查都將依評估需要詳細記錄每

的結構特性，比較模擬地震作用下個別校舍受損的機率等，已符

棟校舍的屬性資料，藉由這些計畫調查彙整數量龐大的中小學校

合地震應變和風險管理的需求。

舍資料並進行分析統計後，可了解目前校舍的耐震能力，進而訂

3. 傷亡人數推估：影響傷亡人數的因素除個別校舍的耐震

定校舍震損評估模式所需的參數值，方便整合於台灣地震損失評

能力外，也包含其使用人數。由於實際地震發生時的師生分佈情

估系統(TELES)，建置中小學校舍地震損失評估模組。

況不易掌握，且分析模式本身即具不確定性；在推估地震引致的
傷亡人數時，假設在個別校舍內的使用人數依日間與夜間時段，

二、中小學校舍震損評估模式
中小學校舍與一般建築物的地震損害評估模式類似，首先進
行典型校舍分類，校正各類典型校舍之能耐曲線和易損性曲線之
參數值，再配合地震災害潛勢分析的結果，計算各地區建築物的

可設定為全校總師生數的某固定比率。各校每年的師生人數不
同，但未來僅需依教育部公佈的各校師生總數，即可快速更新個
別校舍在不同時段的使用人

四、成果與展望

耐震需求曲線。以耐震需求曲線和能耐曲線的交點所對應的譜位
移和譜加速度值代表結構物在地震時的反應，此點稱為性能點；
配合振動易損性曲線可評估建築物的損害狀態機率。

三、中小學校舍震損評估資料庫

中小學校舍基本資料庫的建置和地震損失評估模組的研發，
可協助提供各級應變中心必要的資訊，譬如個別校舍可能的損害
數量和傷亡人數，提升應變階段各項資源調派的效率，藉以減少
人命傷亡。個別校舍之地震風險評估結果，可作為防災經費分配
或耐震補強優選排序的依據。未來將配合校舍普查工作的進行，

中小學校舍震損評估資料庫的內容主要由「加速國中小老舊

持續更新校舍基本資料，並以過去曾發生的中大型地震進行校舍

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所調查的資料，盡所能整理分析

震損評估，比較評估結果與實際校舍損害和師生傷亡情形，驗證

出可用於地震損失評估的資料。

或調整各項評估模式所需的參數值，提高中小學校舍地震損失評

1. 校舍分類與耐震能力統計：校舍的數量眾多，若對每
棟校舍進行詳細的耐震能力評估，勢必需要付出龐大的人力和時

估的可靠度。
表一 牆柱單位面積剪力強度
柱 ( Kgf / cm 2 )

間，況且早期興建之校舍的結構設計參數早已無可考。為適當簡

牆 ( Kgf / cm 2 )

化震損評估模式以平衡可行性和精確性的需求，乃根據建築物耐

隔間牆內柱

2.6

RC 牆

12

震設計規範的演進，推估不同年代、不同震區之典型校舍的能耐

教室柱

樓層數 × 1.8 + 4

三面圍束牆

2

曲線和易損性曲線的參數值。個別校舍則進一步根據其初步或詳

走廊柱

樓層數 × 1 .08 + 2 .4

四面圍束牆

3

細耐震評估結果，以及個別結構系統的特性，如走廊外是否有柱、
是否為雙邊走廊、立面和平面規則性等，微調易損性曲線的參數
值，藉以反映個別校舍的獨特性。
依據牆和柱之種類、數量和斷面尺寸，以及各類牆和柱的斷
面強度等資訊(如表一)，可分別計算個別校舍的崩塌基底剪力；
如除以校舍的總質量可得單位質量的極限基底剪力。將典型校舍
依總樓層數分成 1、2、3、4 樓和 5 樓以上等五類，再依據不同時
期的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和震區劃分，歸納成具 13 種可能的耐震
能力。共 65 種可能的組合，其統計結果如表二。如表所示，各類
校舍之耐震能力並無一致的規律性，其原因有待進一步探討，但
表二仍可提供訂定各類典型校舍之能耐曲線時的參考。

2. 個別校舍易損性曲線參數調整：前述典型校舍僅依建
造年代、震區劃分和樓層數等進行耐震能力的統計，但影響校舍
耐震能力的因素眾多，需依照個別校舍的結構系統特性再予以微

表二 校舍單位質量極限基底剪力分類統計
樓層
年代
震區
63 年以前 無分區
強震區
63 年規範 中震區
弱震區
強震區
71 年規範 中震區
弱震區
一甲區
一乙區
86 年規範
二區
三區
甲區
88 年規範
乙區

1樓

2樓

3樓

4樓

5 樓以上

0.6939
0.7994
0.8165
0.8139
0.8460
0.8923
0.9280
1.1218
1.1804
1.4317
0.7414
1.0962
1.0891

0.4324
0.4614
0.4575
0.4554
0.5588
0.5328
0.5782
0.9015
0.7588
0.6255
0.5686
0.8453
1.0364

0.3151
0.3775
0.3720
0.3437
0.5105
0.4766
0.4239
0.7557
0.5937
0.5282
0.6617
0.6388
0.8489

0.2771
0.3928
0.3367
0.2874
0.4887
0.4252
0.3806
0.5583
0.4219
0.4507
0.4385
0.6957
0.4044

0.2847
0.4253
0.3130
0.6023
0.4257
0.4335
0.9228
0.5554
0.3903
0.3704
0.4660

助理研究員 黃李暉、副研究員 林主潔
組長 葉錦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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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態

舊牛鬥橋現地實驗
空間的限制，以往全世界的工程研究，幾乎不曾將橋梁結構與大

一、舊牛鬥橋簡介

地基礎，一同進行實驗，並比對當今的設計理論。今恰逢新牛鬥

舊牛鬥橋，跨越蘭陽溪，兩端連繫宜蘭縣大同鄉與三星鄉(圖
一)。橋體分上下游兩側，相距約 5 公尺，為相互獨立橋梁，如圖
二所示。上游側的橋梁是壁式橋墩，9 公尺深沉箱基礎，民國 52
年竣工；下游側的橋梁是圓斷面橋柱，12 公尺深沉箱基礎，國 84
年竣工。舊牛鬥橋橋址恰位於蘭陽溪河道最窄之束縮沖刷處(圖

橋啟用，舊牛鬥橋預定拆除，舊牛鬥橋正好可作為實驗試體，來
檢驗目前設計理論。研究團隊認為這項實驗，必會吸引國內外從
事橋梁工程研究，研究人員們的關注。預期此實驗對於橋梁的橋
柱破壞行為、土壤結構互制、地震推力與基礎掏空的複合機制，
將可提供更多的實驗資料與分析模式，而有助於橋梁耐震行為的
了解。

三)，遇颱風豪雨侵襲，蘭陽溪河水暴漲，河道束縮沖刷，危害橋
梁。民國 94 年泰利颱風，洪水造成橋墩下陷傾斜(圖四)，橋台引

三、實驗規劃

道塌陷事故。因此，公路總局另於下游處興建新牛鬥橋(圖三)，

結構實驗

以徹底解決舊牛鬥橋長久以來的洪水威脅。新牛鬥橋已於 99 年 9
月中旬啟用，舊牛鬥橋公路總局原擬隨後拆除。國震中心向公路
總局申請現地研究，因而拆除工程延後至十二月份。

本計畫利用壁式橋墩作為反力牆，架設千斤頂(如圖五)，側
推圓斷面橋墩，以獲取圓斷面橋墩耐震性能曲線，實驗內容是 (1)
標竿橋墩之側推實驗 (2)基礎沖刷掏空下之橋墩側推實驗。

LVDT

圖一 舊牛鬥橋全貌

圖二 舊牛鬥橋近拍
Tilt meter

圖五 架設千斤頂，壁式橋墩作為反力牆

大地實驗
基礎實驗方面，包括基礎鑽探、平鈑載重試驗、直接剪力試
驗，以獲得基本参數。此外，研究計畫擬側推基礎沉箱 (圖六)，
以實驗方式了解基礎行為。

圖三 新牛鬥橋與舊牛鬥橋之地理位置

圖六 架設千斤頂，基礎沉箱互推

四、實驗時程
本實驗日期為 10 月 16 日至 12 月 19 日止，以十周的時間完
成實驗。
圖四 洪水沖刷舊牛鬥橋基礎

二、實驗目的
地震與洪水，是台灣橋梁最嚴重的威脅。地震推力、洪水掏
空基礎，共同地危害橋梁，使橋梁的壽命大幅縮短。礙於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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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研究員 王柄雄、副研究員 李政寬

國際交流

2010 抗震盃國際邀請賽
為推廣地震工程防災教育，鼓勵學生藉由參與科學競賽而激
發創造力，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英國文化
協會於民國 99 年 9 月 24 日至 26 日於國震中心共同主辦「2010
抗震盃國際邀請賽」。本活動自 2001 年起舉辦第一屆「抗震盃－
地震工程模型製作校際競賽」，迄今已歷經 9 屆競賽，曾參賽過
的國際隊伍包含英國、美國、日本、韓國、紐西蘭、香港、菲律
賓、新加坡、越南、印尼、馬來西亞等國，累計參賽國內外學生
總數更超過 3000 人，為世界上規模最大之抗震競賽之ㄧ。

結構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
(ITP2010)
近年來，環太平洋地震帶與歐亞地震帶接連發生許多災害性
地震，造成嚴重之人命與財產損失。為協助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
或歐亞地震帶上隨時遭受地震威脅的開發中國家，如西亞、東南
亞與中南美國家，提升耐震技術水準與耐震設計能力，以防制因
地震所可能引致的災害，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際合作處持續
補助經費，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舉辦「結構耐震設計國際訓
練班」，邀集西亞、東南亞及中南美國家具耐震設計相關經驗與

今年度比賽延續往年之規模，活動分成高中、大專及研究生

背景之政府官員、工程師及研究人員，展開為期一週的訓練課程，

三組舉行，參賽隊伍除了國內各校精英外，國外隊伍包括日本、

藉以宣導及推廣我國在耐震設計上的研究成果及工程實務經驗，

韓國、新加坡、馬來西亞、紐西蘭、印尼、越南、香港與菲律賓

並提供機會讓學員間能彼此交換意見與分享經驗。

等，共 103 隊參加，參賽者以最多四人為一組，於比賽現場利用
主辦單位提供的木條、木底板、熱熔膠、橡皮筋、棉繩等簡單材
料，在 6.5 小時內設計並製作完成抗震的結構模型。為讓比賽更
接近實際建築物受震狀況，高中組模型為 L 方形，大專組模型為
六角型。在載重部分，高中大專組除了最低要求需加載 7.5 公斤
的鐵塊外，裁判會依據模型的樓板面積、樓高與淨空面積等條件，
決定是否加載懲罰重量。而研究生組則著重於結構物的隔震、制
震部分，每層樓需承載 10 公斤鐵塊。在模型完成並經由裁判審查
結構模型後，所有模型必須安裝在國震中心三軸向地震模擬振動
台上接受不同震度測試。另外研究生組亦需參加 9 月 24 日（五）
的抗震盃國際研討會，透過研討會的形式，參賽學員簡報該隊設
計的模型消能減震裝置，並經由台下裁判與其他參賽隊伍的提
問，達到充分討論、激發創意的教育目的。

「結構耐震設計國際訓練班」自 2002 年開始舉辦，至 2008
年為止共已舉辦八屆，計有來自十九個不同國家，共二百七十四
位學員參與。本(2010)年規劃之課程，已於十一月二十二至十一
月二十六日，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舉辦。共規劃了 17 場專題
演講，內容包含地震工程、地震危害度與設計地震力、結構耐震
設計、結構耐震補強、結構控制、橋樑耐震設計、基礎耐震設計、
結構與橋樑健康監測、液化評估與防治、震災損失評估、以及本
中心近來之最新研究成果等，更邀請工程界具有實務經驗之專家
進行演講，介紹 101 大樓與社子大橋之設計施工案例，使得學員
們能結合理論基礎設計與實際工程案例，對於建築物與橋樑耐震
設計有更深一層的瞭解與體會。最後一天安排學員至台中縣石岡
鄉石岡水壩與霧峰鄉 921 地震教育園區，進行現地參訪活動。有
來自多明尼加、宏都拉斯、瓜地馬拉、印度、印尼、約旦、馬來

比賽日為 9 月 26 日，在國家實驗研究院吳光鐘副院長與英國
文化協會艾麗珊(Alison Devine)處長蒞臨致詞後，各組模型依序放
上振動台進行測試，比賽過程高潮迭起，最後的結果，高中組由
高中組由新加坡達善中學(Henderson Secondary School)奪冠，大專
組由華梵大學獲勝，研究生組則是由馬來西亞工藝大學（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UTM）抱走冠軍。

西亞、蒙古、菲律賓、秘魯、泰國、越南共二十九位學員成功完
成所有訓練課程。
藉此機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對各個專題演講的講員致
上最深的謝意，同時也對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際合作處所提
供之經費補助表達誠摯感謝。我們相信，本年度的「結構耐震設
計國際訓練班」，確實有效達到了強化國際關係以及分享震災防

除效率比獎項外，為激發參賽同學們的設計創意，本活動亦

制經驗的目的！

規劃「結構設計創意獎」、「建築美觀設計創意獎」、「海報製
作獎」等各種獎項，經由抗震盃裁判團票選決定，頒發金額不等
之獎金與獎狀以鼓勵年輕學子。詳細得獎名單與其他資料請參見
2010 抗震盃活動網頁：http://w3.ncree.org/ideers/2010/。
本中心期望透過這些活動的舉辦，能讓國內青年學子有更多
國際交流機會，增進地震工程之相關知識，同時對耐結構震設計
產生興趣，進而於未來投入地震工程相關領域貢獻一己之力。
助理研究員 邱世彬

本中心張主任(前排中)與講員及全體學員合影

專案副研究員 許尚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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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2010 第一屆地震工程
海峽兩岸青年學者研討會
近年來臺灣與大陸都發生過強烈地震，亦造成許多人員傷
亡，為有效降低兩岸人民於震災中所遭受之生命財產損失，國家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於 2010 年 10 月 20 日與 21 日主辦「2010 第一
屆地震工程海峽兩岸青年學者研討會」，共同協辦單位則有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中華顧問工程司、哈爾濱工業大學、同濟大
學與浙江大學及清華大學等單位。本次研討會之目的，是希望能
增加兩岸青年學者在地震工程學術與科技及工程實務方面之交
流，彼此分享兩岸在地震工程領域之最新研究成果與經驗。本次
會議中臺灣資深學者與青年學者方面，參與單位有臺灣大學、中
央大學、成功大學、高雄大學、中原大學、臺北科技大學、高雄
第一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臺中技術學院及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中華顧問工程司、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學校與研究
單位。而中國大陸方面，則邀請哈爾濱工業大學、浙江大學、同
濟大學、清華大學、北京工業大學及天津大學等學校之資深學者
與年輕學者共同參與。除此之外，本次研討會更特別邀請潤泰集
團尹桁樑 總裁與美國休斯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 Houston,
TX, USA) Thomas T. C. Hsu 教授，於本次會議中進行專題演講。
研討會之內容共涵蓋工程結構健康診斷，場地效應和地基、基礎
抗震與非結構構件和設備抗震，抗震試驗，結構減震控制，結構
地震反應，結構抗震設計、鑑定、加固和改造與地震和震害調查
分析等研究主題相當豐富與多元化。本次會議已經成功與順利圓
滿落幕，並且與大陸方面協定，第二屆研討會將由哈爾濱工業大
學承辦，兩岸與會代表均表示在下次會議中，將會有更多兩岸青
年學者參與，共同努力降低震災所造成之生命與財產損失。

照片一 第一屆地震工程海峽兩岸青年學者研討會現場

地震風險管理技術發展
與應用研討會
風險管理乃對風險的定義、識別、評估和發展因應風險的策
略，目的是將可避免的風險、成本及損失極小化。風險處理常見
的方法有：風險規避、風險自留、風險降低與風險轉移。在台灣
由於地少人稠，活動斷層遍佈全台，在處理地震風險上，無法藉
由避免手段來規避風險。過去個人與企業常常自己承擔風險，但
近年來地震工程發展迅速，並實施政策性的地震保險，國人所面
對的地震風險已可藉由提升建築物耐震能力與投保地震險來有效
降低與轉移。國震中心在建築物耐震工法、地震風險評估等領域
已有卓越的研究成果與落實，因此國震中心與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於 11 月 5 日共同舉辦「地震風險管理技術發展與應用」
研討會，針對地震風險評估技術、企業地震風險管理與風險理財
工具等議題進行說明。研討會吸引近 50 位土木、保險與科技產業
精英報名參與，反應熱烈，將有助於日後地震風險與保險業務的
發展與推動。
表一 研討會主題與講員
1. 企業對地震的風險如何管理

朝揚大學保險金融系
王明智博士

2. 台灣地區地震災害概述

國震中心 簡文郁博士

3. 震災境況模擬技術與應用

國震中心 劉季宇博士

4. 建築物地震損失評估

國震中心 葉錦勳組長

5. 地震風險評估介紹

國震中心 葉錦勳組長

6. 企業組織之地震風險理財工具

工程保險協進會
吳及揚主任工程師

圖一 研討會學員來自土木、保險與科技各產業

照片二 尹衍樑總裁

照片三 Thomas T. C. Hsu 教授
副研究員 王仁佐

圖二 震災模擬組組長葉錦勳博士說明地震風險評估技術
助理研究員 陳緯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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