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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站地質鑽探與地震活動研究之一》

全國強震測站場址工程
地質資料庫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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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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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處歐亞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交界處，地震頻繁，更有一些造成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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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的地震。為使地震研究資料更為豐富，且在地震發生時，可迅速有效地提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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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振動情形，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配合國建六年計畫，執行“建立地震測報觀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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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地動觀測計畫＂，已於全臺各地建立超過六百處的自由場強震儀測站，測站密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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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幾冠於全球，所收集到之資料對於地震相關之研究有非常大的幫助。
有感於臺灣擁有非常豐富的地震記錄，但由於場址地質資料尚未建立，使得強
震資料之應用受到限制。因此中央氣象局與本中心於民國八十九年起逐年分區執行
“全國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料庫之建立＂計畫，針對中央氣象局台灣地區強地
動觀測計畫(TSMIP)的各個自由場強震測站進行地質調查，以及土壤波傳速度之量測
工作，並建置全國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料庫(Engineering Geological Databas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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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MIP, EGDT)，提供相關研究更加豐富且完整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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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料庫現況
近地表剪力波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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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庫內容
一般而言，與地震工程相關研究中所須之場址資料主要包括場址基本資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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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訊號分析技術辨視地化異常事件
臺灣科學園區活動斷層微地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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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之基本物理性質資料以及土壤波傳速度資料等三大項。其中場址基本資料包括測
站之座標、地下水位高程以及測站周圍環境（如地形、地貌以及與周遭結構物之相

․中心活動

關位置）描述；土壤基本物理性質資料則包括各個深度之標準貫入值（SPT-N Value）
、

建構智慧型地震減災生活空間

統一土壤分類、土壤描述、土壤組成結構、單位重、含水量、比重、塑性指數以及

－現地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之開發及應用
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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粒徑分佈曲線等。場址基本資料以及土壤基本物理性質資料可藉由於測站場址進行

․研討會

加以量得。由於地層中之波速結構是為評估地盤波傳分類的重要因素，並將從而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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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地震時該地之地表振動情形，因此為整個地質資料庫的調查重點之一。
為得到上述場址資料，並使所得資料能充分提供研究者使用，本計畫主要工作

․地震災害報導

項目如下：

紐西蘭基督城地震勘災報告

8

2011 年 3 月 11 日 日本東北外海地震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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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量測及鑽探調查取得。至於土壤波傳速度資料部份，則可藉由不同的探測方式

壹、測站基本資料描述—
10

針對各個調查的強震儀測站進行相關地表地質與地形地物之描繪，製作測站與
周遭結構之平面與剖面示意圖。並利用 GPS 定位確認各測站位置，另輔以各測站附

11

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練班

近地區之航照圖或地形圖，使該測站之現地狀況可以充分顯現，以利遠端使用測站
12

地震記錄的研究人員，可以清楚地了解測站實際情況。
貳、測站地質鑽探與相關試驗—
在所選取之強震儀測站場址進行鑽探及量測工作，每一孔位鑽探至預定深度或
堅硬土層為止，並進行土壤標準貫入試驗、劈管取樣分析……等一般物理性質試驗。
利用懸盪式井測資料擷取系統 (Suspension P-S Velocity Logging System)進行土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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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分佈量測，由於該系統本身具有震源與受波器同體的特性，在
量測時可提供較佳的解析度，且資料品質完全不受量測深度影
響，所以在適當的鑽井作業配合下，可以連續、便利且較為準確
地量測地層波速結構，對於本計畫建立各測站地層波速剖面資料
助 益 良 多 。 圖 一 為 該 系 統 試 驗 所 得 訊 號 深 度 序 列 圖 (Depth
Sequence)。另外，所得波速資料亦會與鑽孔岩心及標準貫入試
驗結果，整理繪製成與深度對應之剖面圖，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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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心、SPT-N 值、P-S 波波速對應深度剖面圖

三、結論與展望

TSMIP 測站地盤分類 by Vs30

本計畫完成之調查測站資料，將陸續建置於全國強震測站場
址工程地質資料庫(Engineering Geological Database for TSMIP,
EGDT)中，並持續提供資料庫內資料給相關研究者，申請案件自

本計畫自民國八十九年起，進行自由場強震儀測站調查及資

九十二年起截至今年五月累計達 136 件。相關成果文章發表達 74

料建置工作。八十九年調查重點以速報站為主，總數量為 41 個；

篇(統計至九十九年十二月)，包括 SCI 或 EI 期刊論文 11 篇、研

九十年則針對宜蘭縣、雲林縣、嘉義縣及台南縣市平原地區進行

討會論文 34 篇、學位論文 13 篇以及成果報告 16 篇。而為了增加

調查，共完成了 65 個測站的調查工作；九十一年至九十九年，則

資料之可讀性與應用性，本計畫持續將包含波速、標準貫入試驗

進行全台各地共 363 個測站之調查，迄今已完成 469 個自由場強

值、岩心、土壤試驗……等地層相關資料系統化，並適時地將成

震儀測站之調查工作，分佈情形如圖三所示。圖四為依據內政部

果更新公告於網頁上，提供資料查詢與申請服務，也已於前兩年

建築研究所耐震設計規範，利用地表 30 公尺厚之地層平均剪力波

度舉辦兩場資料庫推廣與應用研討會，與會人數逾 180 人，期使

速進行分類之各測站分類圖。而在 469 個已完成調查測站中，有

國內外學者皆能充分利用該資料庫之內容，提升相關研究之準確

22 個測站鑽探深度大於 50 公尺，而鑽探深度最深的為彰化縣湳

性，資料庫網頁網址為” http://egdt.ncree.org.tw ”，該網頁目前瀏

雅國小(TCU138)，深度達 150 公尺。

覽人次已超過 15280 人，歡迎相關研究學者能多多利用。
助理研究員 謝宏灝
組長 溫國樑、專案副研究員 郭俊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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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站地質鑽探與地震活動研究之二》

近地表剪力波速特性
三、適合台灣之 Vs30 外插法

一、 前言
場址效應在地震學研究、地震工程及防減災應用方面，都是

已鑽探的 439 個測站中有 54 個之波速剖面深度未達 30 公

相當重要的課題，近地表地層特性的差異會引起程度不一的場址

尺，該如何利用未達 30 公尺的波速剖面來推估合理的 Vs30 數值

效應。所謂的 Vs30，即是近地表 30 公尺內的平均剪力波速，被

是在許多的相關研究當中都會碰到的問題，Kuo et al. (2011)曾經

認為影響場址效應甚鉅，因此常在地震工程領域被用來定義不同

比較過常用的幾種 Vs30 外插法：最小平方法（LSS）、統計外插

程度的場址放大效應（BSSC, 2001）；此參數也被新一代強地動

法（STS）、及底部常數法（BCV），認為在 TAP 及 ILA 地區，

衰減式（NGA）相關的研究所採用，用來修正不同種類地盤的放

BCV 法是最合適的外插法。

大率。大量的台灣強地動紀錄被太平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PEER）

本研究採用相同的分析流程，但目前僅以截至 2009 的鑽探資

收錄進其與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以及南加州地震中心共同主

料來測試適合台灣的外插法。使用 367 個波速剖面達 30 米的資

導的 NGA 地震資料庫當中，所以精確的台灣強震站場址分類對

料，以三種不同的假設已知深度（15、20、25 米）來測試比較這

全世界的衰減律研究來說是相當重要的參考資訊。

三種外插法的準確度，其結果同樣顯示 BCV 是最準確且穩定的外

為了讓台灣多年來所收集到的強震資料在地震學及地震工程

插法（圖二）。

上的應用能更加的精確且有效率，國震中心與氣象局從 2000 年開
始執行自由場強震站的地質鑽探計畫，在過去的 11 年來，全臺已
陸續完成 469 個強震測站的地質調查工作，且建置了一個相當具
有參考價值的「全國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料庫」
（Engineering
Geological Database for TSMIP），簡稱 EGDT（謝宏灝等人，
2011），本研究即使用此資料庫之鑽探資料，建立台灣各區之剪
力波速經驗式、評估最適合之 Vs30 外插法、並將以鑽探之強震
站依 NEHRP 場址分類準則加以分類。

二、建立不同區域之剪力波速經驗式
剪力波速經驗式因為具備快速及經濟的優點，已有許多相關
文獻討論。Kuo et al. (2011)整理了十三個國內外頗具代表性的成
果，並建立了適用於台北盆地以及宜蘭地區的剪力波速經驗式。
本研究將採用上述論文之研究方法，建立台灣其他區域適用之剪
力波速經驗式。台灣強震站的測站編碼是以所在地區的縮寫命
名，其後加上三碼數字，由北邊逆時針開始各區域分別為 TAP、

圖二

採用 BCV 法外插所得之 Vs30
（y 軸）與實際井測所得之 Vs30
數值之比較。藍色、黑色與紅色分別代表假設深度 15、20
與 25 公尺時的情況

四、自由場強震站之地盤分類

TCU、CHY、KAU、TTN、HWA、及 ILA。Kuo et al. （2011）

已鑽探的 439 個自由場強震站可依 NEHRP 的地盤分類準則

已經使用了 TAP 及 ILA 的鑽探資料建立了台北盆地及宜蘭平原之

進行地盤分類，若波速剖面深度未滿 30 米將輔以 BCV 法來推估

經驗式，本研究則使用 EGDT 的資料建立了其他五個地區的剪力

其 Vs30 並進行分類，其結果與分布情況可參照本期簡訊專題報

波速經驗式，如圖一。而目前本研究僅採用至 2009 年之鑽探資料

導「全國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料庫現況」之圖四。A 類測站

進行回歸分析建立初步剪力波速經驗式，未來將再做修訂。

僅有 1 個，位於東部海岸山脈；B 類測站共 29 個，主要分布於台
灣最北部及最南部，另零星分布於山區；C 類測站共 200 個，分
布於台灣西北部、中央山脈麓山帶、及海岸山脈；D 類測站共 193
個，分布於西部平原、台北盆地及宜蘭平原；E 類測站僅 16 個，
零星分布於各平原或盆地區域。
專案副研究員 郭俊翔、林哲民
助理研究員 謝宏灝
國立中央大學教授 溫國樑

圖一

台灣各區域與 JRA 建議之剪力波速經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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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站地質鑽探與地震活動研究之三》

利用訊號分析技術辨視地化異常事件
一、前言

夠多，未來須更進一步確定此方法的合適性。
由於不同的觀測站之所代表的地體構造、岩性、斷層系統皆

斷層因其截切過岩層，可視為一弱帶，其破碎行為為地底下
氣體提供一個遷移的通道，有助於氣體逸散。許多研究指出地底
下的氣體藉由擴散或滲流行為，透過潛在的通道如斷層或破碎帶
上升至地表，因此調查土壤氣體濃度的分佈及變化可被用來辨認
斷層帶的位置及偵測地震活動。
此技術目前用於新城斷層、新化斷層及宜蘭地區的調查上，

不同，造成各站之氣體變化行為有很大的差異，因此考慮必須用
不同的分析方法來處理不同測站的觀測數據，才能有效地辨識出
有地震活動有關的異常。然而資料的分析處理需建立在長期的觀
測結果與良好的數據品質上，因此，未來隨著資料的逐漸累積，
同時也要保持數據的完整及連續性，以期能夠有系統並客觀地釐
清氣體異常變化與地震活動的關係。

並陸續在新城及新化斷層帶上設置竹科新城測站、台南新化測站
及宜蘭礁溪測站，長期而持續的觀測土壤氡濃度變化。

二、利用時序分析方法處理觀測資料
由於針對各觀測站所定義的土壤氡濃度異常往往是主觀認
定，故有時會存在標準的問題。利用一些統計及數學方法，以較
有系統的方式來連續觀測分析結果。
Hilbert-Huang Transform 分析方法是由黃鍔所提出的數學理
論，做為分析非穩定或非線性的訊號(Huang,1998)，以彌補傳統傅
立葉轉換之不足。HHT 的應用範圍很廣，例如用來辨識物種發出
的聲音，也用在橋樑檢測、結構物之破壞檢測等。在地球科學上
的應用也很廣，如解析潮汐、波浪場的訊號特性，以及辨別地下
水位與地震的關聯性。
HHT 包 含 兩 部 分 ， 一 為經驗 模 態分 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MD），將原始訊號拆解，得到數個內部模態函數
（ Instrinsic Mode Functions,IMF） 。 其 二 為 Hilbert Transform
（HT），它是將一個實數的時間訊號轉換成一個複數平面上的解
析訊號。
經驗模態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MD）是根據
經驗來利用訊號中特徵時間尺度來定義其資料模態，然後依據它
來分解訊號。這種解析出 IMF 的方法稱為篩選過程（stifting）。
選取新化測站 2010 年的觀測結果(圖一上)，可以看到氣體濃
度的趨勢漸漸往上升，且短期間也有上上下下的變化，若用直覺
去判斷異常較為困難。因此利用經驗模態分解(EMD)方法來處理

圖一 (上圖）新化測站原始氡氣濃度與經 EMD 處理後的數據，同

這段數據。將 EMD 拆解所得的 IMF6、IMF7、IMF8、IMF9 四個內

時與地震作相關性比對(2010/1/1~2010/12/31）

部模態函數來加總，可發現與原始訊號相較，經 EMD 處理後的

(下圖)原始訊號經 EMD 處理後的數據在 2010/3/4 甲仙地震

訊號較沒有雜訊，也沒有長期緩緩升高的趨勢，這使資料更能讓

前可看出異常升高(2010/2/1~2010/3/8)

人容易判讀。接下來將這段處理後的資料作統計分析，取平均值
加上兩倍標準差作為異常值的門檻，高過此門檻值即視為異常，
新化測站原始氡氣濃度與經 EMD 處理的比較，可以看到 EMD 處
理後的數據在 2010/3/4 甲仙地震前有出現異常升高(圖一下)。

三、結語
新化測站利用 EMD 拆解原訊號，將原始訊號去除雜訊
（de-noise）與去除趨勢（de-trend），結果顯示可辨識出 7 起震
前異常，較肉眼辨識方式所辨識的 3 起為多，唯目前資料累積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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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研究員 林世榮、副研究員 瓦里亞

《強震站地質鑽探與地震活動研究之四》

臺灣科學園區活動斷層微地震監測
一、前言

及主要構造線走向一致。潮州斷層北端及六龜斷層一帶也有一呈
西北-東南分佈之地震群，此線形地震與 99 年 3 月 4 日在此區域

在政府及民間數十年間的努力發展下，科技產業已成為台灣
經濟主要命脈。本研究針對西部三大科學園區以密集寬頻地震儀

所發生之高雄甲仙地震主破裂面呈約 90 度相交，顯示此區域地震
構造之複雜性。

測站建立活動斷層微地震監測網，持續觀察微小規模地震之活動
及分佈，監測與斷層有關之異常地震活動，藉此建立各斷層的活
動度及震源參數等相關數據，可作為後續地震動數值模擬及地震
潛勢分析模型的重要參考依據。從 94 年度起，本計畫陸續於新竹
科學園區、南部科學園區及中部科學園區附近區域建置微地震監
測網，於 97 年底完成共 47 個地震站，並將三個微震網串連成一
完整的台灣西部活動斷層監測網，監測範圍囊括台灣西部新竹至
台南間之主要活動斷層，針對區域內之微震活動進行長期觀測。

二、振動台試驗程序與佈置
科學園區微地震網利用自行開發之資料分析程式完成 11454
筆微震之初步定位工作，並透過與氣象局地震目錄相互比對，證
實本微震網對規模 1 以下之微震偵測能力遠優於氣象局強震網，
能有效偵測小規模之微震活動，達到透過微震監測瞭解科學園區

圖一 科學園區微地震監測網雙差分重新定位後之微震分佈

附近斷層活動特性之目的。此外，為提高地震定位之精確性並釐
清可能之主要微地震發震構造，採用雙差分地震定位演算法對觀

三、大地震之發震構造

測資料重新定位，經重新定位之 5527 筆微地震分佈如圖一所示。
竹科及新竹都會區微震活動極少，微震活動在新城斷層以南

97 年 3 月 5 日於高雄寶來附近所發生規模 ML5.2 之地震，在

才出現，大平地斷層之東南側，微震活躍而集中，且略有一些向

主震發生前後都有顯著的微震活動，震央集中於旗山斷層北端，

東南下傾之趨勢，但型態並不明顯。苗栗之獅潭與神桌山斷層東

空間上呈現與該斷層走向垂直並向東南高角度下傾之破裂面，顯

南側微震活動也相當密集，在深部上呈垂直分佈。而苗栗南段竹

示構造應力長期集中於斷層北端而觸發地震活動，暗示旗山斷層

科與中科微震網交界處之三義-埔里地震帶則是最密集的發震區

再向北發展之可能。98 年 11 月 5 日南投名間發生之規模 ML6.2

域，該地震帶鄰近三義、車籠埔、大茅埔-雙冬斷層北端；在苗栗

地震，其震央接近車籠埔斷層，透過微震網觀測之餘震分佈及其

泰安、大湖一帶之微震相當密集，其東南側則呈雙層地震分佈，

震源破裂機制推斷，此次地震破裂斷層是車籠埔斷層與其下方斷

微震明顯分為兩群不同深度且以不同斜率向東南延伸。較深的一

層或滑脫面間之活動差異所造成之共軛斷層活動，應與集集地震

群以傾角約 45 度向下發展至大茅埔-雙冬斷層北端即停止，深度

後之區域應力平衡回復有關係。

最深接近 30 公里；較淺的一群則以很小的角度開始向下延伸，傾
角漸漸增加至約 20 度，可延伸至埔里盆地一帶，最深達 25 公里。

四、結語

台灣中部若不考慮 921 集集大地震及其餘震序列，歷史地震

科學園區微地震監測網已蒐集大量的微震資料，透過監測斷

目錄顯示此區域是一無震帶。本研究監測也顯示相同之情形，只

層活動瞭解斷層活動特性，並分析大地震餘震資料釐清主要發震

有少數零星散佈之地震，及特定大規模地震之餘震活動，例如

構造；未來還可進行包括地震活動度、速度構造成像（tomography）

2009 年 11 月 5 日之名間地震。此台灣西側中部之無震帶可能與

及地層衰減因子等相關地震研究，提供科學園區地震潛勢分析更

其下古老基盤北港高區有關，較剛性且完整之地層構造不易受短

詳盡且完整之資訊。此外，微地震監測也觀測到許多特殊之地震

時間應力影響產生構造破裂，但在長期構造應力累積下，即會產

現象及震波行為，值得更深入之研究及討論其構造意義。

生大規模之破壞性地震，形成地表觀察到之較長的斷層破裂。
南科之微震分佈較廣，由麓山帶向西至沿海一帶皆有顯著的

副研究員 張道明、專案副研究員 林哲民、郭俊翔
助理研究員 謝宏灝

地震活動。在微震網北段，地震明顯集中在大尖山與觸口斷層以
東一帶，震央位置與斷層線相當吻合，但深度分佈上並無與斷層
相關之線形分佈；梅山及九芎坑斷層一帶之微震活動則相對較
少。中段區域之密集地震活動以觸口、木屐寮及六甲斷層沿線為
主，在斷層兩側皆有大範圍且均佈之微震活動，分佈上也與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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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智慧型地震減災生活空間
－現地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之開發及應用－
記者會

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自 1736 年起統計，平均 15~20
年發生一次劇災型地震，顯見地震為台灣不可避免之宿命。近年
來由於台灣經濟高度發展，使得都會區地狹人稠，地震所帶來的
災害愈加嚴重，以 1999 年發生的 921 地震為例，即造成 2,415 人
死亡，29 人失蹤，11,305 人受傷，51,711 間房屋全倒，53,768 間
房屋半倒，所引發之經濟損失與社會衝擊甚至危及國家安全。但
是，地震目前尚無法如颱風般可以有效的預測，因此如何在地震
的威脅下，建立一個安全的生活空間，是我國必須面對的重要課
題。
地震波可以分為傳遞速度較快但破壞力較弱的 P 波以及傳遞

圖三 觀測點之實驗數值模擬比對圖

速度較慢但破壞力較強的 S 波。因此雖然地震無法有效預測，但
是藉由地震波傳遞的特性，可偵測先抵達的 P 波， 參考過去地震
資料，推估接踵而來的 S 波之震度及其到達時間，提早發佈警報
來降低地震災害。此即為「強震即時警報」的基本概念。強震即
時警報在架構上可以分為區域型與現地型兩種。「區域型強震即
時警報」是透過佈設於全台各地的測站，進行區域性的強震預警，

現地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架構與應用說明

可以提供全台灣的的地震預警，然而需要多組測站資料計型運
算，需時較長，較適合遠離震央區域的使用；而「現地型強震即
時警報」則是運用現地架設之強震儀，透過一套現地型強震即時
警報主機，判讀現地量測振動並直接提出預警，在近震央區域可
有較快速的預警。
強震即時警報的概念早在 40 年前即由美國及日本學者提
出，近年來日本更投入大量資源及人力發展相關技術，並加以大
力推廣應用。國家實驗研究院（簡稱國研院）自 2008 年起，整合
所屬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稱國震
中心）及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與中央氣象局共同合作研發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國震中心致力於「現地型強震警報系統」

國家實驗研究院 陳院長蒞臨記者發表會現場致詞

的研發以及後端應用技術之建構。目前已經成功的結合自動化減
災控制，建構國內第一個智慧型地震減災系統。並於二月二十二
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進行記者發表會。
此系統可於人們尚未感受到地震來臨前，提出預警。提供使
用者地震震度預報，同時自動關閉瓦斯、停妥電梯、開啟逃生通
道以及相關逃生指示裝置等。整套系統已經通過國震中心的三軸
向地震模擬振動台驗證測試，以 1999 年集集地震為例，可分別位
台中、新竹與台北地區爭取 7、17 與 27 秒的預警時間。此外國
震中心已與台北市芳和國中、宜蘭縣宜蘭國小、嘉義縣中正大學
及中興保全公司合作，建立應用示範站，進行長期現地測試。未
來亦將積極推廣至其他相關單位，期能儘速落實此項技術，為全

記者發表會振動台實機展示

民建構一個安全的智慧型地震減災生活空間。
研究員 林沛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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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第三屆亞太地區
結構青年專家研討會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國立台灣大學於 2011 年 3 月 25-26
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會議廳共同舉辦「第三屆亞太地區
結構青年專家研討會」。參與國家涵蓋台灣、中國、日本、韓國、
馬來西亞、澳洲、印度、香港、美國等。

牛鬥橋現地實驗研討會
本中心於 100 年 4 月 27 日（三）假本中心 101 會議室舉辦「牛
鬥橋現地實驗研討會」，共有 81 名產官學界專家學者與工程先進
共襄盛舉。本研討會之目的為分享牛鬥橋現地實驗成果，講員有
台大韓仁毓教授、中大王仲宇教授、北科大張哲豪教授、陳偉堯
教授、楊元森教授、廖文義教授、朝陽科大鄭家齊教授、成大曾
宏正講師、本中心林沛暘研究員、邱俊翔副研究員、柯永彥副研

本研討會之主要目的為提供亞太地區結構工程相關青年學
者與專家一個發表最新研究成果與工程技術的溝通平台，使不同
國家的專家可藉由互相對話，資訊交流，汲取彼此工程技術與研
發經驗，共同探討目前結構工程面臨之問題，以及未來的挑戰。
最終目的是希望可以建立亞太地區結構工程相關學者與專家的長
期合作機制，增加亞太地區青年學者學術交流活動，彼此能分享
在結構工程及地震工程領域之研究成果，並進行實質之學術合作
計畫，加速國內研究水準之精進。本此研討會邀集許多亞太青年
學者專家與會，也邀請數位資深學者蒞臨指導，臺灣部分包括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張國鎮主任、國立臺灣科技大學黃震興教
授、國立台灣大學蔡克銓教授與黃世建教授等，與各青年學者專
家面對面進行實務學術科技交流，共同發表五十幾篇最新的研究
成果。研討會內容涵蓋最新結構抗震系統研發與應用，抗震試驗，
結構地震與微震反應，工程結構健康診斷，先進複合材料結構設

究員、劉光晏副研究員，與王柄雄助理研究員。講題包括「現地
實驗規劃、結構系統識別、車載實驗與微波檢測、數位影像量測
進行橋梁變形監測實驗場實驗分析、帽梁動態變位之數位影像量
測、多元空間測量技術於高精度與高時間解析度監測之研究、
LIDAR 三維掃描量測橋柱位移之實例探討、應用多測站光達技術
於牛鬥橋三維模型快速建構、牛鬥橋現地實驗之橋柱應變場與裂
縫分析、壓電陶瓷感測器於混凝土橋墩之損壞診斷應用、牛鬥橋
現地實驗–橋柱耐震行為探討、牛鬥橋現地實驗–現地大地試驗
與沉箱基礎側推試驗」等 12 項議題。藉由本研討會對橋梁土壤結
構互制行為、橋樑基礎沖刷裸露後之耐震能力、地震推力與基礎
掏空的複合機制、非接觸式監測在橋梁之應用，將可提供更多的
實驗資料與橋梁分析模式，有助於檢討橋梁受複合式災害之行
為，提供未來橋梁耐震設計規範、評估補強準則修訂之參考。

計與試驗、橋樑沖刷、結構老化與補強等會議主題。本次研討會
藉由邀請專業人士來臺參加交流研討會，對臺灣研究結構與地震
工程能夠有更佳的貢獻，國內青年學者也可從中學習更多的相關
資訊。

張國鎮主任致詞

研討會全體講員合照

研討會實況
副研究員 劉光晏

第三屆亞太地區結構青年專家研討會現場
副研究員 洪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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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害報導

紐西蘭基督城地震勘災報告

2011 年 2 月 22 日當地時間中午 12 時 51 分，紐西蘭南島基

示，此次基督城地震之斷層為走向滑移之逆斷層（Oblique

督城 (Christchurch)發生芮氏規模 6.3 地震，震央位置在坎特伯里

Thrust）。此次地震被視為 2010 年 9 月 Darfield 地震之餘震，也

平原上，距離基督城市中心東南方約 10 公里，震源深度約 5 公里，

是規模最大的，震央位於 Darfield 地震餘震序列分佈之最東端(如

為一淺層地震。紐西蘭緊急應變管理部立即啟動，基督城進入緊

圖二)，而 Darfield 地震被認為是太平洋板塊與澳洲板塊在南島中

急狀態，市中心商業區實施宵禁。依據紐西蘭官方統計，截至 3

部之碰撞活動所造成。相較 Darfield 地震，此次震央位置更為接

月 19 日止，已造成 182 人罹難。此次地震災情較去年九月 Darfield

近基督城市中心，雖然地表沒有明顯的線性構造存在，但東西走

地震(Mw =7.1) 更為嚴重，有許多處建築物坍塌、地盤液化、電

向的餘震分佈明顯反應此兩次地震之關連(如圖二)。

力中斷以及瓦斯外洩引起多處起火等損失。
為能盡快蒐集基督城地震震災相關資訊，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於震後隨即成立勘災小組，在地震後兩週內派遣林主潔博士
與陳家漢兩位研究人員，於 3 月 7 日至 14 日前往紐西蘭基督城進
行勘察工作並蒐集相關資料以作為後續派遣人員進行深入勘災之
依據。基於交通及安全考量，兩位人員住宿於基督城外郊區台灣
親友黃敏郎夫婦家中，每日由此前往各重要災區進行考察，而關
於紐西蘭地震特性與此次震災結構、地盤等勘查紀錄則分述於後。

一、紐西蘭地質和地震特性
位於南半球的紐西蘭地形狹長，由南北兩大島及眾多小島所
組成。從地質學來看，紐西蘭正位於澳洲板塊與太平洋板塊的交

圖二 Darfield 和基督城地震震央及餘震規模分布圖 (GNS)

會處（如圖一），北島的東方為兩塊板塊聚合處，因此在北島中
央有密集且活躍的火山活動；而板塊聚合作用則造成南島地殼隆
起，其綿延的斷層線幾乎通過整個南島，也使得該區域成為地震
頻繁的不穩定帶，當地統計資料顯示紐西蘭平均每年發生約 1 萬
5000 次地震，其中 20 次為規模 5.0 以上。

二、震災勘查情形
根據紐西蘭當地 Geonet 觀測結果顯示此次地震造成紐西蘭
各地最大震度為 10 級(MMI)，屬於破壞性之地震，且整個基督城
的 PGA 都在 392 gal(MMI 8)以上，也因此造成市中心許多結構物
毀損、倒塌，其中 6 層樓高的坎特伯里電視台大樓(CTV)和 4 層
樓高的 PGC 大樓更是完全倒塌，其中被視為基督城地標的大教堂
尖頂也遭到震落，根據統計市中心商業區(CBD)約有 20％至 30％
商業建築被貼上標示危險的紅色標籤，災情相當嚴重。
由於紐西蘭已建立完整防救災應變體系，震災勘查與攝影等
事項皆有明確管制，無法直接進入災區勘查，因此均須事先申請
並遵守安全規定。中心人員抵達基督城後，隨即與當地坎特伯里
大學 Prof. Deam 團隊討論勘災計畫並交換蒐集之資訊，並取得進
入市中心災害管制區中的緊急應變中心(EOC)之通行證，待進入
緊急應變中心後再依規定申請進入限定管制區(Red Zone)進行市
中心商業區(CBD)之震損調查。
研究人員在勘察期間分別參與：(1)由緊急應變中心臨時編組
進入限定管制區協助執行 Level 1 建築物損壞評估並陪同房屋損
壞等級為綠標的屋主入內搶救私人物品；(2)與日本京都大學 Prof.

圖一 紐西蘭位於澳洲版塊與太平洋板塊聚合帶
(資料來源：Jarg Pettinga)

Kono 進入限定管制區協助執行四棟建築物拆除評估(如圖三)；(3)
參與坎特伯里大學 Prof. Pampanin 團隊於限定管制區內執行四棟

此次震央位於南島坎特伯里平原(Canterbury plains)的東部，

受損建築物的 Level 2 損壞等級評估(如圖四)。此次的受損建築物

該平原為紐西蘭最大的低地，由數條河流經過幾百萬年來沖積所

類型包括：木構造、磚混構造、鋼筋混凝土構造、鋼結構、加勁

形成，屬於未固結地盤，除了地盤較為軟弱之外，其沖積層也造

補強結構等，其中損壞較為嚴重者多為老舊古蹟、教堂與年代久

成活動斷層調查不易。

遠之磚造結構物，而近年興建之結構物則因考慮耐震設計大多未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所 USGS 和哈佛大學所公佈之震源機制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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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嚴重倒塌損壞(如圖五)。

圖三 進入黃標損害建物內部進行屋舍拆除評估
圖七 Avonside 附近大規模側潰引致路基與維生管線破壞
另外，本次勘查工作還包括維生管線、校舍、醫院以及非結
構破壞等方面調查，但除了少數大型商場願意開放進入調查外，
絕大部分單位均謝絕訪查。根據蒐集資訊顯示，在此次地震中校
舍與醫院並無重大損壞情形，推測可能是學校與醫院建築大多已
考慮耐震設計並採取震後補強措施，而維生管線則是陸續修復中。
基督城地震災情遠比 2010 年 Darfield 地震更為嚴重，推測主
圖四 進入紅標損害建物(Westpac 銀行)內部進行 Level 2
損壞評估

要原因如下：(1)淺層地震，震度較大且震央靠近市中心為人口密
集處；(2)地震發生時間為中午，正好為上班活動與用餐期間；(3)
基督城短時間內歷經兩次大地震，結構物耐震補強尚未完備；(4)
大規模土壤液化造成結構物差異沉陷、維生管線與交通道路設施
破壞。

三、緊急應變與重建規劃
圖五 市中心商業區老舊磚造建物嚴重損壞情況

紐西蘭列於已開發國家之林，從中央政府到地區、地方三級

然而，此次地震造成結構物損壞另一重要原因，則是嚴重土

政府均設有防災減災機構，對於此次救災行動與災區管制動作迅

壤液化情況。由於基督城地質環境屬於未固結地盤，地盤液化也

速確實，表現其高效率應急應變能力。此外，紐西蘭設有地震委

造成市中心許多建築物因差異沉陷而產生開裂、路面路基破壞、

員會(EQC)對於國內建築物提供地震保險且採取強制保險，震後

維生管線破裂以及地盤側潰導致橋樑基礎損傷等災害(如圖六)。

處置迅速有效率，採取專款專用之帳戶方式進行損害理賠，給予
民眾心理與經濟上很大的安定感，可堪為我國借鏡。而紐西蘭當
地對災民的防救災工作與發放救援物資主要由政府單位主導進
行，一般國際或民間慈善團體之救援物資若要直接對災民賑災著
實不易，此也為此次勘查之特殊經驗。
此次受損較為嚴重建築物，在勘察期間正陸續評估與拆除，
基礎建設也在震後一週內恢復大部分供水供電以維持基本民生需
求。紐西蘭原本就相當重視地震防災工作，落實在其建築法規與

圖六 地盤液化情況 (From Twitter)
根據資料顯示，此次地震造成基督城許多區域產生大規模噴
砂與山區巨石滑落，因此有必要針對大地工程震害進行調查。為
能深入災區，故由奧克蘭大學 Prof. Ma 派遣其博士班學生 John
O'Hagan 和 Felix Scheibmair 陪同，依序前往：(1)此次距離震央較
近之 Lyttleton 港口、Clifton 以及 Sumner 勘查公路、陸橋、港區
以及山區邊坡滑動之災損情況；(2)調查 Avon river 流域之地盤液
化與側潰引致建物、交通設施、維生管線等損傷災情，根據勘查
結果顯示本次液化災情較為嚴重區域除了市中心商業區外，New
Brighton、Bexley、Linwood、Woolston、Halsewell、Dallington 和
Avonside 等地區也都發生嚴重的液化災害(如圖七)。

隔震技術發展，同時推廣輕型木結構形式也廣為被民眾採用，因
此本次嚴重受損之結構物大多為老舊古蹟與年代久遠之磚造結構
物，其未來進行重建規劃時，須特別注重此類建築之耐震補強方
法，同時須考量地盤液化的處置方式始能有效提升建築物整體的
耐震性能。

參考資料
1. Pettinga, J.R., Yetton, M.D., Van Dissen, R.J. & Downes, G.L.,
“ Earthquake source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for the
Canterbury region, South Island, New Zealand” Bulletin of the
New Zealand Society for Earthquake Engineering, 34(4), 282–317,
2001.
2. http://www.geonet.org.nz
助理研究員 陳家漢、副研究員 林主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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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11 日 日本東北外海地震
一、地震概要與強地動分佈

海之板塊隱沒構造（日本海溝）走向一致。此外，此震源機制與
該區域之歷史地震震源機制相符，更與 3 月 9 日所發生規模 7.2

世界時間 2011 年 3 月 11 日 5 時 46 分 23 秒(臺灣時間 13 時

前震幾乎相同。顯示此次地震之成因是此地區收斂板塊邊界之碰

46 分 23 秒)，日本本州東北部外海發生大規模地震。美國地質調

撞隱沒活動所造成，西北-東南向之壓縮構造應力在板塊中長時間

查所(USGS)公佈震央位置在北緯 38.322 度、東經 142.369 度，位

的累積增加後，透過大規模之逆斷層破裂上衝錯動釋放其能量。

於本州與其西側日本海溝之間的海域（圖一），距離日本仙台東
側外海約 130 公里，距離東京約 373 公里；地震規模歷經陸續上
修，最後卻定為 MW9.0，震源深度則為 32 公里。日本氣象廳(JMA)
公佈之震央為北緯 38.1 度，東經 142.86 度，震源深度為 24 公里；
地震規模經陸續上修，最後定為 MW 9.0。JMA 將此次地震官方名
稱訂為「平成 23 年（2011 年）東北地方太平洋沖地震」 (The 2011
off the Pacific coast of Tohoku Earthquake)。

日本位於太平洋板塊、北美板塊、歐亞板塊及菲律賓海板塊
碰撞帶上（圖一），地體構造複雜，地震活動頻繁，大規模地震
屢見不鮮。此次震央位置位於太平洋板塊與北美板塊交界處的隱
沒帶西側，在此區域，太平洋板塊以相對於北美板塊約 83mm/yr
的速度向西移動，並在日本海溝處向西隱沒進入日本下方。本次
地震的位置、深度、震源機制等特性都和以往發生在這個逆衝斷
層隱沒系統附近的歷史地震吻合；震源破裂面與餘震分佈也都顯
示這次規模 9.0 地震是本州東北外海的整個日本海溝構造系統之
活動所產生。此次地震後本州島東北部在震後整體不均勻向東移
動，最大水平位移量達 4.42 公尺，最大垂直位移量則下沈了 0.75
公尺。

三、海嘯災害
由於此次地震發生於近海海底，且震源是帶有垂直向錯動之
逆斷層型式，故引發大規模海嘯。震後 JMA 立即發佈海嘯警報，
並預估各地海嘯高度。第一波海嘯在地震後 10 多分鐘內襲擊東北
圖一 日本東北外海地震震央位置（USGS）與震源機制解
JMA 預估震度分佈之最大震度在宮城縣栗原市的 7 級（大於
600gal），其他宮城縣、福島縣、茨城縣及栃木縣等區域之預估
震度都達 6 級以上(190～600gal)，東京地區之震度也達 5+ (107～
190gal)。此次地震所觀測到之最大 PGA 出現在宮城縣築館，高達
2933gal，此接近三個重力加速度之地動值是世界地震觀測史上不
曾出現過的，雖然該觀測波形之可靠性還需進一步研究，但已反
應此次地震所造成之強地動影響。此外，日本本州東岸由茨城縣
起至岩手縣南部一帶地區之 PGA 皆在 200gal 以上；最大 PGV 則
是約 80cm/sec，最大地表位移(PGD)則在仙台地區達 1 公尺以上。
根據 NIED 所公佈之近場強震波形，呈現長達 200 秒以上的地動

沿海，隨之而來的一波波海嘯伴隨著越來越大之浪高，且對日本
東部沿岸之影響長達 3 小時以上。據報導宮城縣仙台市遭高達 10
米海嘯襲擊，海嘯深入內陸達 1 公里；福島縣和岩手縣分別觀測
到高 7 米和 4 米的海嘯；北海道亦觀測到超過 2 米的海嘯；日本
國土地理院評估海嘯之淹沒範圍達 400 平方公里。此等海嘯衝擊
沿岸陸地，大量海水向內陸溯升，對人員及建築結構造成毀滅性
災害，本次地震中之人員傷亡（截至 5/19 為止，日本消防廳統計
傷亡數字為死亡 14,928 人、失蹤 9,021 人、受傷 5,462 人）與建
物及設施毀損，絕大部分均肇因自此大規模之海嘯。

四、建物、大地與橋梁震害

歷時，且波形相當複雜，暗示了非單一破裂之震源型態；而在距

至 5/19 為止，日本消防廳統計建物全毀達 91,456 棟，半毀

離震央較遠之千葉及東京一帶，則觀測到長達 5 分鐘以上之地震

40,439 棟，局部損壞 277,952 棟，以上數字涵蓋因強震及海嘯所

動，PGA 在 100gal 以上，且產生長週期之能量，反應譜值在週期

損毀者。除東北地區外，關東地區亦有相當數量之建物遭強震或

0.5~20 秒間均具有相當高的數值，影響從低到超高間樓層之所有

海嘯破壞（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同遭海嘯襲擊之千葉縣旭市）。由

建物。

於主要海嘯襲擊區同時也是地表震動強度最高的區域，目前難以
確認遭海嘯破壞之建物是否在海嘯襲擊前便已受強震毀損。然

二、震源破裂模式與地體構造
此次地震後， USGS、哈佛大學、東京大學地震研究所(ERI)
及 JMA 公佈之震源機制解算結果相當一致（見圖一），顯示此次
地震是由西北-東南向之最大壓縮構造應力作用下，造成北北東南南西走向之逆斷層破裂型態。此應力方向與此區域因太平洋板
塊與北美板塊間之收斂板塊邊界碰撞方向吻合，也與本州東部外

而，海嘯襲擊區外之建物損毀大多集中於較低矮型之建物，並無
高樓遭強震嚴重破壞之相關報導。由於日本一向為地震活躍之區
域，對於耐震設計規範之研擬與隔減震工法之發展一向不遺餘
力，於此次地震中應有發揮其功效，將強震造成之建物災害降到
最低之程度。
此次地震因地表震度甚大，振動延時又長，且偏長週期之振
動造成地表變位量甚大，故引致相當數量之大地災害。東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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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處發生道路與地表之開裂。關東地區部分濱海砂質土層區域
與海埔新生地，如千葉縣之香取市、浦安市，東京迪士尼樂園與

而引發後續事件。
福島第一核電廠取得設廠許可時所評估之最大海嘯高度為海

台場地區等，均發生多處土壤液化，如圖二所示。此次地震中，

平面以上 3.1m。日本土木學會(JSCE)於 2002 年提出核電廠海嘯

根據德國太空中心(DLR)所公佈之震前震後衛星影像比較，可知

評估技術手冊後，東京電力便據以重新求得最大海嘯高度為海平

東北地區山區因強震引發大規模坡地崩塌。此外，亦有多處發生

面以上 5.7m。然根據現有資訊，此次地震該廠遭 10m 高之海嘯襲

河堤潰決及壩體受損等災害。

擊，遠超過設計預想，故初步認為此係柴油發電機損壞之主因，

茨城縣霞浦鹿行大橋位於河中某跨之橋面版掉落，東北新幹

並因此引致後續一連串事故。

線中曾根高架橋發生橋柱損毀（圖三）；另外，由於本次地震引
致之地表加速度甚高，出現許多橋梁支承破壞之案例（圖三）；
在海嘯襲擊區則有多處橋梁遭海嘯沖毀，多屬橋面版遭沖失之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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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原子力安全保安院(NISA)網站：http://www.nisa.meti.go.jp
6. 日本原子力安全委員會(NSC)網站：http://www.nsc.go.jp

千葉縣香取市：人孔上浮

千葉縣浦安市：噴砂

(www.city.katori.lg.jp)

(www.city.urayasu.chiba.jp)

圖二

7. 東京電力公司(TEPCO)網站：http://www.tepco.co.jp
副研究員 柯永彥、林哲民

本次地震後於關東地區觀察到之土壤液化現象

活動預告

2011 抗震盃
為增進學生地震工程之防災知識，藉由競賽活動及互動式參
與增進結構抗震觀念，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自 2001 年起舉辦
「抗震盃－地震工程模型製作校際競賽」，至本年度為止，已歷
(a)
(b)
圖三 本次地震之相關橋梁震害：(a) 東北新幹線高架橋橋柱
破壞（高橋良和）；(b) 橋梁支承受損(JSCE)

經十屆競賽，參加學生人數已超過 3000 多人，參賽國際隊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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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上規模最大之抗震競賽之ㄧ。

五、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

今年延續往年之規模，分成高中、大專及研究生三組，亦邀
請國內外學生隊伍參賽。活動內容則朝創意提升與工程應用結合

本次地震中，屬於東京電力公司之福島第一、第二核電廠雖
於震後第一時間緊急停機，但仍發生冷卻系統故障，尤以福島第
一核電廠之情況持續惡化，導致 1~3 號反應爐溫度與壓力上升，
冷卻水降低、燃料棒裸露、爐心局部熔毀、氫氣爆炸、輻射外洩
等一連串事故。日本原子力安全保安院(NISA)於 3/13 按照國際核
能事件分級，將福島事故分級為第 4 級（場外無顯著風險），後
歷經修正，於 4/12 提高到最高的第 7 級，與前蘇聯車諾比事故屬
同一等級，估算輻射外釋量約為前蘇聯車諾比事故之 10%。東京
電力公司並於 5/16 公佈，1 號機組之爐心於 3/11 海嘯侵襲四小時
後便已開始熔毀。經注入海水與硼酸及利用直昇機與消防車進行
灑水等緊急降溫措施，並架設外部電源以恢復冷卻系統運作，目
前狀況漸趨穩定。後續則尚有放射性廢水與爆炸殘骸移除、輻射
外洩控制及爐心冷卻等工作需進行，並可能將福島第一核電廠各
個反應爐均進行廢爐措施。
此次事件中，冷卻系統故障原因推測為地震發生後進入電廠
全黑狀況(black out)，緊急柴油發電機又疑似被地震引起之海嘯損

邁進，高中、大專之參賽隊伍需在活動期間製作抗震結構模型，
通過相關耐震測試。另在研究生隊伍部分，舉辦研究生國際研討
會，每隊參賽隊伍須簡報該隊之設計原理與隔減震方式，並經由
與裁判及國內外參賽隊伍之討論，以增加競賽之教育意義。
2011 亞太抗震盃預計將於 9 月 23～25 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舉辦（活動網址：http://w3.ncree.org/ideers/2011/），23 日
舉行研究生組之研討會，各隊簡報其設計與構想並討論、溝通規
則，24 日為模型製作及審查日，25 日則為模型測試、比賽日。此
外對於國外參賽之學生及指導老師，於 9 月 22 日舉辦地震教育之
旅，參觀苗栗龍騰斷橋、921 地震教育園區、石崗壩、集集震害
景點等，以瞭解台灣的地震歷史及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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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雖反應爐已自動關閉，但內部的核能燃料仍舊需要冷卻系統
除去衰變熱(decay heat)，在電力中斷而使冷卻系統失效之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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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
(ITP2011)
台灣與其他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或歐亞地震帶上的亞太地區
國家一樣隨時遭受地震的威脅，強烈地震的襲擊常造成重大的傷
亡，尤其在落後地區或開發中國家，更因建築物耐震設計不良與
施工品質低劣，使得建築物耐震能力不足，因而加劇損失與傷亡
程度。世界各地近二十年來發生許多災情慘重的大地度，例如
1984 年墨西哥地震、1990 年伊朗地震、1994 年美國洛杉磯
Northridge 地震、1995 年日本阪神地震、1999 年土耳其伊茲米特
地震與我國集集地震、2001 年印度古吉拉特邦地震、2003 年伊朗
巴姆大地震、2004 年摩洛哥胡塞馬地震與印尼蘇門達臘地震（造
成南亞大海嘯）、2005 年印尼蘇門達臘地震與印度-巴基斯坦邊界
之喀什米爾地震、2006 年印尼日惹地震、2007 秘魯地震、2008
年四川汶川地震、2010 年海地地震及今年 3 月引發嚴重海嘯及核
電廠事故之東日本大地震等，均造成重大財產損失及人員傷亡。
根據災害調查資料分析的結果，除了地震引發之海嘯衝擊
外，地震中的人員傷亡，90%以上是因為建築物耐震能力不足倒
塌而引起。因此提升建築物之耐震能力，使其在強烈地震來臨時
所受損傷能獲得一定程度的控制，則可以有效的減低地震中人員
的傷亡數目，減少地震衝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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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開發中國家，減少因地震
所可能引致的災害，許多國際性地震工程協會組織均曾多次提
議，由耐震設計等相關地震工程研究與實務均較為優良先進的國
家，如美、日、紐、加和我國等，以短期研討會課程培訓開發中
國家相關之政府官員與工程師。以國際合作之模式協訓開發中國
家的相關工程人員與主管政府官員，提升各國之結構物耐震設計
水準，進而提升其建築物耐震能力，降低地震災害。
為此，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際合作處之經費補助下，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自 2002 年開始舉辦「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
訓練班」，邀集東南亞及中南美國家之政府官員、工程師及研究
人員，展開為期一週的訓練課程以及經驗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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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其耐震設計
能力。截至目前已舉辦九屆，計有來自十九個不同國家，共三百
零三位學員參與。
本年度規劃之課程，預定於民國一百年十月二十四至十月二
十八日，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舉辦。會中預計邀請十一國共
三十位具耐震設計相關背景之學者專家進行短期研習活動。更多
詳細訊息，請見本研討會網站：http://w3.ncree.org.tw/ITP/2011/。
專案副研究員 林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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