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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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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9 年 Loma Prieta 地震後，為兼顧基礎設施的使用機能、可修復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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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性，美國開始引進耐震性能設計法。自 2000 年起，無論是建築物、橋梁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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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構造物，國外新推出之規範已逐步納入耐震性能設計相關理念之研究成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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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受歐亞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板塊衝碰擠壓影響，地震活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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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頻繁。為因應技術發展及國際化需求，特別在 1999 年集集大地震後，國內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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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相關研究，提升理論方法至國際水準。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積極推動性能設
計理念，經由交通部於 98 年 10 月 14 日召開研商推動「性能規範及混凝土規範整合
之分工及作法」會議。因此，本研究係配合交通部研議並推動本土化公路橋梁性能
規範，期能藉此提升國內橋梁工程技術達國際水準，確保國內新建橋梁達到預期耐
震設計目標之可靠度，降低國內橋梁震後受損風險，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二、公路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架構
目 錄

本規範內容架構之安排，其目的為執行橋梁之耐震性能設計，主要分四個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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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區塊稱為「地震資料與設計要求」區塊，主要是設計需用到的地震基本資料的

公路橋梁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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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如各級地震工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以及規定何種橋梁在何種等級的地震下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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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的性能標準。由於地震基本資料乃根據地震危害度分析所得，因此與建築物耐

橋梁結構受沖刷後之耐震行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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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設計規範的內容並無二致。第二個區塊為「第一階段設計」，包括良好橋梁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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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震與消能設計，其第一階段設計則規定於第九章。第一階段設計結果供第三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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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一般可以將第一階段設計做些調整，使耐震性能更佳，或更加經濟。此處的評

波形鋼腹板預力箱型梁性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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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與檢核，除要檢核整體橋梁是否符合各級地震的性能目標外，個別構材也須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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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台日橋梁工程研討會

塊，即「第二階段耐震性能評估與檢核」使用，如能通過檢核，就是最終設計成果，

是否符合標準。耐震性能評估檢核一般使用靜力非線性分析，配合所謂容量震譜法，
將容量曲線轉成單自由度的容量震譜曲線，其後可求得各種地震等級對應之性能點
後，判定是否符合性能目標。第四個區塊為「構材、構件細部設計要求」，包括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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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混凝土構材與鋼構材的韌性設計要求，主要供第一階段設計中構材韌性設計之
用，此外也提供容量保護構材或構件設計力的計算方式。第八章基礎與橋台設計之
規定，包括的內容使用層面較廣，除第一階段設計中橋梁結構模式中基礎與土壤互
制彈性土壤彈簧的計算外，基礎的設計要求亦包括其中。對第二階段耐震性能評估
與檢核而言，除提供橋梁結構模式中基礎與土壤互制彈塑性土壤彈簧的計算外，亦
包括基礎在地震等級 II 與地震等級 III 的性能檢核要求。第十章耐震其他規定主要規
定伸縮裝置伸縮量、梁端間隙與防落長度分別在地震等級 I、II、III 下之設計要求。
橋梁在等級 I 地震作用下必須保持在彈性限度內，震後使用性與震前機能相同；
等級 II 地震作用下，若仍限制橋梁須保持彈性殊不經濟，故容許橋梁在特定位置產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81 期／1

生可修復之塑性變形，惟該損傷部位宜易於檢視或修復，以便震

移容量可經由靜態側推分析獲得；定義非彈性位移與非彈性位移

後緊急搶修；等級 III 地震作用下，為避免造成嚴重的人命、財產

容量之比值，如表三所示，可推求整體結構系統於等級 II、III 地

損失，橋梁不得產生落橋或崩塌。橋梁之耐震性能要求與耐震性

震作用下所允許之最大非彈性位移。非彈性位移需求可由改良式

能目標分別如表一與表二所示，根據地震等級及性能等級對耐震

容量震譜法以(1)等值阻尼比法，或(2)強度折減係數-位移韌性-彈

性能給予定性之描述與組合。等級 I、II、III 地震作用時，應確保

性週期法(Fu-R-T)關係求得，如圖二所示。等級 I 地震檢核條件：

橋梁保有性能等級 PLA、PLB、PLC 之耐震能力。對於一般橋梁

各構材在等級 I 地震作用下均保持彈性。此外，等級 I 地震作用

及重要橋梁而言，因容許變形能力不同，檢核標準亦不同。

所引致之位移需求，應小於性能狀態 A 所限定之位移容量。由「容
量震譜」依面積相等原則決定降伏點，獲得性能狀態 A 之位移容

表一 公路橋梁之耐震性能要求與耐震性能目標
地
震
等
級

性
能
等
級

安全性
橋梁
結構

修復性
基礎

使用性

短期
長期
（使用性）（安全性）

I

保持彈性
與地震前交 簡易維
PLA
保持彈性
防止落橋
通機能相同 修

II

可修復之
PLB 塑性變形 保持彈性
防止落橋

限重限速
通行

修復受
損構件

III

避免橋柱 部分構材
PLC 崩塌
進入非線
防止落橋 性

禁止通行
改走替代
道路或
臨時便橋

搭建臨時便橋
局部或全部拆除重建

無需要
修復或
置換受損
構件

I

II

III

性
能
等
級

安全性
橋梁
結構

構在 0.4SI,S 之位移需求ΔI。最後，檢核ΔI≤ΔA 是否滿足。等級
II 地震檢核條件：一般橋梁及重要橋梁應分別檢核 0.4SII,S 地震作
用下所引致之位移需求ΔII，小於性能狀態 B 所對應之位移容量
ΔB，亦即ΔII≤ΔB。此外，檢核 0.4SIII,S 地震作用下，ΔIII≤ΔC。
等級 II 及等級 III 地震作用下，一般橋梁各橋墩柱之位移韌性需
求，不得大於表四所列之位移韌性容量。壁式強軸方向之韌性容
量為 1.0。等級 III 地震檢核條件：橋梁 P-Δ效應之穩定指數不得
超過 0.25，否則進行非線性動力分析。如等級 III 地震已通過，則
等級 II 地震應可自動滿足無須再檢核。

表二 重要公路橋梁之耐震性能要求與耐震性能目標
地
震
等
級

量ΔA。其次，由「有效最大地表加速度-譜位移曲線」，求得結

表三 非彈性位移與非彈性位移容量之比值

修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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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震前
保持彈性
PLA
保持彈性 交通機能
防止落橋
相同
短期搶修
可修復之
可恢復
PLB 塑性變形 保持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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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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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橋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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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1/3
2/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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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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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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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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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支撐
修復受損
構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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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支撐

一般工址

性能狀態

表四 橋墩柱及基樁單一構材之位移韌性容量上限
修復或置
換受損
構件
封閉橋梁
進行局部
重建

橋
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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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等級 II 地震
一般震區 台北盆地
1
1
3
2.3
1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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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材型式
壁式強軸
單柱
壁式強軸
單柱

等級 III 地震
一般
台北盆地
1
1
5
3.7
1
1
3.7
2.8

Sa

三、第一階段設計

PLB

PLA

PLC
C

B

橋梁沿縱向及橫向之任一振動單元，第一階段之設計總橫力

A

可參考解說建議之三種方式決定，但設計者可依工程實務經驗或
其他可信方法，故不限於此三種方式，決定後完成斷面與細部韌
性設計，並確保通過第五章耐震性能檢核。方法一：僅以等級 I
地震下之水平設計地震力 VI 作為設計地震力 VD。方法二：與現
行規範相似，由三個地震等級決定 VD。根據方法一計算等級 I 地
震下之設計地震力 VI；再分別針對等級 II 與等級 III 地震，以結
構系統預期可使用之韌性容量 Ra,II 與 Ra,III 分別求取 VII 及 VIII。最

ΔA

ΔII

ΔB

ΔIII

Sd

ΔC

圖一 一般震區一般橋梁之耐震性能要求
EPGA

後，取設計總橫力為三者之最大值 VD=max(VI、VII、VIII)。方法
三：如方法一計算 VI；取設計韌性容量 RD=Max(Ra,II、Ra,III)。

0.4 SIII ,S

(1)RD≤R 及(2)R≤RD≤1.25R，可依據構材所需設計之韌性容量 RD

0.4 S II,S

反算所需配置之橫向圍束鋼筋；(3) RD≥1.25R，只能使用 1.25R 反
算所需配置之橫向圍束鋼筋，但原等級 I 地震計算的強度要調高，
並取最大者作為設計總橫力 VD=max(VI、VII、VIII)。

四、第二階段檢核
新建橋梁之耐震性能檢核，應確保等級 I 至 III 地震所引致之
結構變形需求，均小於限定之位移容量，如圖一所示。非彈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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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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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改良式容量震譜法計算非彈性位移需求示意圖
副研究員 劉光晏、主任 張國鎮
組長 宋裕祺

《橋梁延壽技術之二》

多重災害橋梁監測技術開發與應用
一、 前言

（一）光纖沖刷計
應用光纖於土木結構感測具有許多優點與特色，技術上也已

全球氣候變遷現象以及世界人口持續成長導致經濟活動區域
集中，間接造成天然災害規模日益擴大，而臺灣位處東亞沿岸，
氣候形態同時受到大陸及海洋氣候影響，因此具有經常性的降雨
與颱風。再者，臺灣島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屬於全球地震活
動相當頻繁區域，上述提及之災害引致的洪水以及地震等因素，
均可能對土木結構設施造成損壞，進而威脅到民生安全及經濟財
產的損失。以跨河橋梁結構而言，除了無法避免須承擔天然災害
嚴酷的挑戰之外，另因設施服務年限需求較長，同時還面臨著結
構材料老化或劣化現象及人為維護不當或遭蓄意破壞等威脅。根
據交通部統計資料，臺灣目前計有兩萬多座橋梁，歷經九二一集
集地震以及多次風災災害的經驗與教訓，各層級橋梁管理權責單
位均不斷致力加強橋梁安全管理及防災技術的提昇，有鑑於此，
開發多重災害橋梁監測技術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
多重災害橋梁監測技術主要開發目的在於期望藉由此技術，
可即時掌握監測橋梁結構於常時及災時之結構安全效益，藉以提
供管理權責單位正確且可靠之資訊，進一步評判橋梁設施服務功

趨向成熟發展階段，光纖沖刷計係應用光纖光柵感測元件製作成
具沖刷定性式感測機制單元，各感測單元可佈建於現地橋梁基礎
下方不同高程位置，因埋置土層與受水流沖刷狀態下感測單元定
性上產生的訊號不同，可藉此判別基礎下方不同高程是否為受沖
刷狀態，而得到基礎沖刷深度的變化資訊。此技術曾於 2004 年艾
利颱風期間應用於台中大肚橋成功量測得現地沖刷深度資訊。
(二）微機電製程感測沖刷計
應用微機電製程壓力感測元件於沖刷監測技術上，除了可有
效降低感測元件製作硬體成本並縮小感測單元之體積外，同時後
端可較容易整合於相關開發中之先進訊號傳輸系統，如無線感測
網路及遠端監測控制系統。藉由光纖沖刷計開發成功的經驗，本
中心應用類似的現地佈建方式與感測機制，將微機電製程感測元
件製作成具沖刷定性式感測機制單元，並將感測訊號與無線傳輸
網路系統進行整合開發，以建構一套具經濟性與訊號可靠性的橋
梁安全沖刷量測系統為目標。

能，必要時封閉橋梁降低用路人生命財產的損失，以及定義橋梁
結構設施維護週期的參考。現階段橋梁監測技術項目著重於地震
災害監測與用路使用與服務性的監測，尚缺乏針對洪水可能引致
橋墩基礎沖刷災害可靠的監測技術，主要原因除了學理上探討現
地橋梁沖刷現象時，需同時考量橋梁結構特性、基礎土壤條件與
河川水流流況等互制影響相當不易外，而對於現地橋梁基礎欲準
確監測複雜的沖刷流況困難度更高，導致開發現地橋梁沖刷監測
技術需突破之技術瓶頸及資源需求甚高。本文將簡述本中心於多
重災害橋梁監測技術研發現階段之成果以及目前於現地橋梁建置
試辦應用實例所獲取之經驗。以現階段實驗室技術發展現況而
言，包含沖刷監測機制感測單元的開發、感測資料傳輸系統的應

圖一 光纖及微機電製程感測沖刷計
(三）沖刷磚與漂浮磚

用、動床水工試驗水槽的建置與規劃，於現地橋梁建置試辦應用

應用微機電製程振動感測元件，本中心研發出沖刷磚與漂浮

實例包含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大甲溪段橋梁、新后豐大橋、跨濁

磚機制量測沖刷深度資訊，沖刷磚及漂浮磚均可埋置於橋梁基礎

水溪之國道 1 號中沙大橋以及跨高屏溪之新雙園大橋等現地橋梁

下方，當受到水流沖刷流況改變感測單元束制條件時，沖刷磚可

安全沖刷監測系統建置資訊概述。

感測得沖刷振動訊號提供深度資訊，而漂浮磚將上浮至水面並發
送深度訊號，藉由水面上方之訊號接收器判別沖刷深度資訊。

二、實驗技術發展現況
本中心開發之橋梁安全監測系統首要著重技術之可應用性與
監測資料之可靠性，近幾年橋梁沖刷監測技術需求逐漸受到相關
單位的重視，產官學界也針對橋梁安全沖刷監測議題陸續投入研
發資源，因此歷年來本中心研發團隊針對橋梁沖刷監測機制感測
單元已開發出多種不同感測模組，包含應用光纖光柵感測元件之
光纖沖刷計、整合微機電製程元件建構之沖刷感測計、沖刷磚、
漂浮磚及近期研發中之視頻沖刷磚等元件。此外，針對橋梁沖刷
試驗規劃與執行，本中心藉由建置動床水工試驗水槽，對於受沖
刷橋墩基礎正進行一系列研究性的實驗探討，本節依各研發階段
之感測模組及試驗水槽建置工作概要說明如下：

圖二 沖刷磚與漂浮磚
（四）視頻沖刷磚
近期本中心正研發新式沖刷感測元件除了保有沖刷磚之感測
特性外，同時應用視頻感測功能達到沖刷深度量測效果。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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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國道 1 號中沙大橋初步完成現地橋墩基礎感測元件安裝作
業，將持續針對此種感測元件進行測試驗證與系統整合工作。

圖五 大甲溪段監測橋梁橋墩配置
圖三 開發中之視頻沖刷磚
（五）動床水工試驗水槽建置
鑑於在實驗室可藉由動床水工試驗研究來探討橋墩沖刷現
象，經本中心協調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與經濟部水利署新店辦公
室試驗場地，建構一縮尺動床水工試驗水槽做為研發試驗平台使
用。提供相關研究人員針對跨河橋梁安全研究議題進行試驗應用
驗證，目前正持續進行一系列橋梁監測元件研發及監測系統整合
測試，試驗項目包含感測儀器水下量測驗證、沖刷橋墩結構穩定
性試驗、安全監測資料無線傳輸測試與資料庫展示平台整合橋梁
結構安全評估系統驗證。
圖六 規劃中之橋梁安全監測整合平台網頁

四、結語與未來工作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及社會經濟發展，天然災害影響民生結構
之規模具有日益擴大的趨勢，開發多重災害橋梁監測技術具有必
要性與迫切性，此一技術將針對跨河橋梁安全進行各種災害防
救、監測與資源開發技術的提昇，降低跨河橋梁災害產生的損失。
現階段本中心研發團隊針對橋梁沖刷監測機制感測單元已開發出
圖四 動床水工試驗水槽與橋墩沖刷試驗

多種不同感測模組，並於現地橋梁安全監測系統進行建置試辦作
業驗證中，實驗室內已建置動床水工試驗水槽做為研發試驗平

三、現地橋梁建置試辦應用實例

台，提供相關研究人員探討橋梁基礎沖刷議題研究使用。未來除
持續針對現地橋梁安全監測系統進行長期性維護與監測研究工

現地橋梁安全監測系統建置試辦作業可直接驗證所開發的沖

作，並透過現地建置與系統維護經驗可實際提昇橋梁監測技術應

刷量測技術與整合之系統應用於現場的可行性，目前本中心已於

用性，並回饋實驗室相關感測元件開發技術之參考與改良。針對

大甲溪段國道 1 號橋梁、國道 3 號橋梁和新后豐橋等礫石河段安

監測系統整合部分，期待透過跨領域及跨單位之技術合作，將更

裝橋梁沖刷監測元件，並不定期至現地進行系統維護作業與改

能有效發揮專業達到技術整合的目標，提昇多重災害橋梁監測技

善。近期並於國道 1 號中沙大橋與雙園大橋等砂質河段建置試辦

術並落實應用推廣的使命，將科技研發成果貢獻於社會。

性橋梁安全監測系統，持續進行現地遠端資料蒐集及監測系統評
析建置研究工作。以大甲溪段建置試辦系統為例，監測橋墩配置
如圖五所示，現地採用 WiFi 系統以無線傳輸方式配合有線光纖網
路將感測訊號傳送至遠端伺服器之資料庫，同時規劃建構整合式
的橋梁安全監測平台，將各現地監測橋梁資訊及實驗室水槽試驗
資料以網頁介面進行展示與監控，後續將提供給橋梁安全資訊判
讀及防救災行動參考使用。 現地橋梁除橋墩沖刷深度監測資訊
外，也針對河川水位、水流流速及橋梁振動等資訊進行蒐集，針
對多重災害特性對監測橋梁的威脅進行防範研究與監測技術的提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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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張國鎮、研究員 林詠彬、技術師 李路生
副研究員 陳俊仲、專案副研究員 古孟晃
助理研究員 翁士晟、技術員 王永康

《橋梁延壽技術之三》

橋梁結構受沖刷後之耐震行為研究
輸入振動歷時以實際地震歷時紀錄為主，包括 EL Centro 地

一、前言

震，振幅模式分別為 100、150、200gal，及 921 集集地震 TCU068
近年來，由於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河流中下游之公路、

測站（東西向），振幅為 100、150gal。剪力盒各外框架上及剛性

鐵路橋梁基礎受局部沖刷，導致橋梁基礎裸露，恐造成基礎耐震

基礎上裝有雙向(X 及 Y)位移計及加速度計；鋁樁裝設加速度計

能力不足或承載力不足而坍塌。因此，為進一步探討基礎裸露橋

及應變計，質量塊中心及樁帽中心處分別裝設位移計及加速度計。

梁之耐震行為，本研究使用大型雙軸向多層剪力試驗盒，建置橋
梁結構考量基礎裸露之振動台實驗平台，以模擬實際地震力作用

三、實驗結果

下土壤-結構互制之受力行為。配合實驗與理論分析模型之開發，
進行廣泛的參數分析，以探討基礎裸露橋梁之耐震性能與穩定

實驗結果以 El Centro 地震為例，如表一所示。隨著基礎裸露

性。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考慮土壤-結構互制之基礎裸露橋梁

深度增加，結構系統週期由 0.49 增加至 2.05 秒。此外，全覆土之

耐震評估及分析方法。

頂層加速度反應隨裸露深度增加隨之減少，相對而言位移量則逐
次放大，其現象可由加速度及位移反應譜獲得合理解釋。

二、試體規劃

表一 El Centro 實驗之橋柱質量塊最大加速度與位移反應

本研究以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大型振動台與雙軸向多層

Test case

Period
(sec)

SBF-O

0.49

SBF-NC

0.64

SBF-S3D

0.76

SBF-S6D

1.02

剪力試驗盒為試驗儀器，模擬橋梁受不同沖刷深度時之受地震外
力的影響。試驗用砂選用進口石英砂，使用固定式霣落箱分為五
次霣落，並以夯實法控制其相對密度為 50%。試體由質量塊、橋

Acc.(g)
Disp.(mm)
Acc.(g)
Disp.(mm)
Acc.(g)
Disp.(mm)
Acc.(g)
Disp.(mm)

柱、樁帽、與基樁所組成，如圖一所示。質量塊由六塊直徑
350mm、高 50mm 及一塊直徑 350mm、高 40mm 之圓形鋼鈑組合，
作為上部結構荷載。橋柱採用 CNS 4435-G3102 一般結構用碳鋼
鋼管，長 600mm、外徑 55mm、壁厚 2.5mm。樁帽以 A36 鋼鈑製
成，其尺寸為 300mm×300mm×50mm。模型樁使用 6063 鋁合金，
長度 1300mm、外徑 55mm、壁厚 2.5mm。各單元間皆以螺栓及

Input PGA(g)
0.1
0.15
0.2
0.205 0.392 0.479
19.88 32.37 43.17
0.225
24.17
0.229 0.311 0.311
32.00 50.70 56.49
0.170 0.228 0.260
43.54 57.59 71.25

Maximum
Response

四、實驗與分析結果比對

螺帽固定。模型樁固定於剪力盒底部，模擬點承樁固定於岩盤。

本研究首先使用 MIDAS GTS 建立有限元素分析模型，以莫

實驗條件如圖二所示，分別為空樁(WS)、全覆土(SBF-O)、全覆

爾-庫侖(Mohr-Coulomb)彈塑性之組成律模擬乾砂。針對全覆土條

土但樁帽無接觸(SBF-NC)、基樁裸露 3 倍樁徑(SBF-3D)、及基樁

件受 El Centro 0.1g 地震，分析與實驗值比較結果顯示(圖三)，橋

裸露 6 倍樁徑(SBF-6D)等 5 種。

柱質量塊之最大加速度及位移分析值，誤差率分別為 1%及 6%。
此外，本研究亦提出簡化分析模式，於樁身應變計位置處根據土
壤剪力波速分佈，將試驗土體區分為兩層土壤，修正公路橋梁耐
震設計規範補充研究所建議之土壤彈簧勁度。經由 SAP200 分析
顯示(圖四)，簡化模式可掌握橋柱受震之最大加速度與位移反應。

圖一 實驗試體組裝（全覆土條件）
圖三 MIDAS GTS 分析與實驗結果比對(El Centro 0.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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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SAP2000 分析與實驗結果比對(El Centro 0.1g)
圖二 實驗測試條件

副研究員 劉光晏、助理研究員 陳家漢、專案研究助理 賴姿妤
主任 張國鎮、組長 宋裕祺、研究生 王修駿、周贊翔、蔡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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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延壽技術之四》

波形鋼腹板預力箱型梁性能試驗
之兩側同時施加集中載重，故中間 2 m 區段為純彎矩區。實驗加

一、前言

載方式為力量控制，利用兩轉接梁上方的八座千斤頂與兩台油壓
波形鋼腹板預力箱型梁為一種經濟性、施工性高的新式橋梁

機對試體上方兩個加載點進行施力。

上部結構型式。此種結構以波形鋼腹板取代傳統預力混凝土梁之
RC 腹板，可減輕橋梁上部結構自重，降低墩柱地震力需求；波形

三、 試驗結果

鋼腹板的抗剪強度大，可減少板厚與加勁的設置；且利用波形鋼
腹板在縱向之低勁度特性，縱向預力可大部分由 RC 翼板承受，

圖三所示為穩定實驗三組試體之力量-位移關係圖與破壞相

進而提高預力功效。綜上優勢，波形鋼腹板預力梁已成為橋梁結

片，其中圖示之力量為 MATS 平台所施加之垂直外力，位移為試

構發展的新趨勢，為能充分掌握此類橋型之實際受力行為，本中

體中點處上翼板下緣之垂直位移。如圖所示，腹板高 1m、1.5m

心在台灣世曦委託下，規劃數座試體進行相關性能試驗。

與 1.8m 試體所對應的最大垂直力分別為 668.82 tonf、623.82 tonf
和 562.99 tonf，而其所對應之位移則分別約為 11 mm、10 mm 和
7 mm，故這三組試體之強度與位移容量會隨著腹板高度之增加而

二、 試驗規劃

減小，而其破壞形式主要為作用力下方鋼腹板之挫屈破壞。
本研究總共包含三組試驗與其對應之分析。本文將介紹其中
hw = 1m

之穩定試驗與斷面力學行為試驗。

hw = 1m
hw = 1.5m
hw = 1.8m
hw

hw

hw = 1.5m

hw = 1.8m

圖一 穩定試驗試體與試驗配置
穩定試驗主要目的為探討波型鋼腹鈑受到剪力作用的行為，
因此試體尺寸以剪力破壞型式為設計條件，分別探討三種不同波
圖三 穩定試驗結果

形鋼腹板高度對於剪力強度的影響。三座試體長度皆為 4 m，寬
度為 1.6 m，腹板高 hw 分別為 1m、1.5 m 和 1.8 m。實驗配置如圖

斷面力學行為試驗實際施加總預力為 427 tonf。圖四所示為

一所示，於本中心 MATS 平台上進行實驗。為達簡支梁之配置，

總加載力量與垂直位移關係圖，其中位移為試體中點處下翼板下

實驗時於試體兩端下方各配置一個支承。實驗以平台向上抬昇之

方之位移。如圖所示，試體在力量達到 163 tonf 時，下翼板開始

位移控制施加軸向力，直至垂直力達最大強度之 80%時停止。

有裂縫產生，在力量加載至 707 tonf，垂直位移為 14.7cm 時，試
體達其最大承載力，該值大於試體之設計強度。

8 oil jacks
2 reaction
beams

P1

圖四 斷面力學行為試驗結果

P2

constant shear zone
pure moment zone

圖二 斷面力學行為試驗試體與試驗配置

四、 結語

斷面力學行為試驗之試體圖與試驗配置圖繪於圖二。如圖所

本文針對波形鋼腹板進行穩定試驗與斷面力學行為試驗。藉

示，試體為採三箱式波形鋼腹板造型之簡支梁。試體總長度為

由試驗結果之探討可增進對波形鋼腹板橋行為之瞭解，也可作為

15m，淨跨度為 14m、寬度為 5.7m。試體以配置四根外置預力鋼

業界未來進行同一類型橋梁設計時之參考。

纜方式施加縱向預力。實驗目的為瞭解波形鋼腹板箱型梁受垂直
載重下之斷面力學行為。實驗配置為四點加載，於距試體中點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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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員 洪曉慧、研究生 陳盈如
組長 宋裕祺

《橋梁延壽技術之五》

環境溫度荷載與車流荷載對斜張橋梁影響之觀測
復原來靜態高程。約經過二百秒鐘後，第二部砂石車從鹿谷端駛

一、前言

入，大梁高程變化，類似前述首部砂石車，只是「下陷」和「抬
能夠測量並統計橋梁的與日常行為，才能為橋梁設定「基準

昇」的時間順序相反。

值」或「安全界限值」；而觀測儀器能於平常時候，自動化地觀
測橋梁的變化，橋梁管理者才能期望遇上地震或洪水事件時，觀
測儀器能協助監控橋梁的安全問題，以保護用路人。平常時候的
觀測能力，實乃是橋梁安全監測的碁石。基於上述概念，本研究
自製光纖高程計，量測橋梁承受溫度變化和車輛載重時，主梁的
高度變化，並藉由數據與分析，同時檢驗學理理論與觀測能力。

二、 光纖高程計介紹
「光纖高程計」是用於量測點位之間的高程改變量，是一種
結合連通管原理、浮力原理、以及虎克定律(光纖光柵材料)的一
種感測儀器。請參考文獻 1。

圖二 二十四小時觀測大梁高程變化

三、 斜張橋梁現地觀測

光 纖光 柵
高 程計

本研究將「光纖高程計」佈設於南投「集鹿斜張橋」主梁內，

集
集
端

如圖一，觀測主梁高程，隨日夜溫差而變化，以及隨車流載重而

邊跨帽梁

P3

P5 P6

P4

鹿
谷
端

來 自集集的砂石車

變化。圖一中的 P3 與 P4 位在主梁與主塔(pyIon)交會處，故將 P3
與 P4 分別視為二大梁各別的參考點。自民國 100 年 11 月 1 日 12

P1 P2

主塔

P1

時起，至民國 100 年 11 月 2 日 12 時止，共 24 小時，連續觀測大
梁高程的起伏變化，如圖二。由圖二可察知，下午五點時，橋梁

P2

溫度最高，鋼纜伸長，P2、P5 大梁高程相對降低；清晨三點至八
點時，橋梁溫度最低，鋼纜收縮，P2、P5 大梁高程相對昇高。

P5

P6
U nit : se cond

來自鹿谷的砂石車

圖三 兩部砂石車先後駛入斜張橋，斜張橋大梁垂直變位反應

四、 結論
Unit: m

本文介紹「光纖高程計」之原理和應用，並觀測「集鹿斜張

光纖光柵
高程計
集
集
端

P1 P2

主塔

邊跨帽梁

橋」的主梁。溫度荷載與車流荷載的觀測結果吻合斜張橋結構行
為，觀測結果同時也顯現「光纖高程計」能靈敏地度量橋梁的高

P3

P4

P5 P6

鹿
谷
端

圖一「光纖高程計」佈設於南投「集鹿斜張橋」主梁
除了上述溫差引起的高程變化外，經由訊號處理將靜態變位
之 DC 訊號移除，可觀測車流載重引致的大梁高程變化，如圖三。
從圖三可察知，兩部砂石車不同時間駛入斜張橋。首先來到斜張
橋的砂石車，是由集集端駛來的，故 P1 與 P2 同時下陷，P5 與
P6 同時抬昇，此部砂石車駛經主塔來到鹿谷端的大梁時，P１與

程變化。可預期「光纖高程計」在未來的橋梁安全監測議題上，
極具潛力。

五、 參考文獻
1. Carlos Rodrigues, Carlos Félix and Joaquim Figueiras,
“Fiber-optic-based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to measure
bridge deflections,”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Vol. 10(2),
2011, pp. 147–156.
副研究員

李政寬

P2 回昇，而 P5 與 P6 同時下陷，此部砂石車駛離斜張橋，大梁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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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延壽技術之六》

台中生活圈四號線現地橋梁實驗
重臨界條件為一跨單向均佈載重。本車載實驗採用12部砂石車，

一、前言

每部砂石車裝載砂石後，重量為20噸。實驗時橋面版之最大載重
臺中生活圈 2 號線東段、臺中生活圈 4 號線北段與平面延伸
段及大里聯絡道工程，全線高架橋長約 19.3 公里，其中有四處跨
河川橋及一處跨越國道 3 號，包括旱溪二處、大里溪一處、草湖

為240噸重，其試驗規劃如表一。
表一 波形鋼浪腹板預力箱型梁複合橋靜態車輛試驗規劃表

溪一處，有三座橋因應跨河橋水理需求，主跨徑加大至 120~145

Case1-全跨右側均佈載重(6 台車)

公尺，採用波形鋼浪腹板預力箱型梁複合橋，係利用波形鋼浪腹

Case2-全跨右側均佈載重(8 台車)

板取代傳統之混凝土腹板，以減輕自重，為國內首座此類型之橋

Case3-全跨均佈載重(10 台車)

梁。另為減低施工中對環境衝擊、縮短工期及兼顧國內橋梁工程

Case4-全跨均佈載重(12 台車)

技術之提升，部份路段使用預鑄節塊混凝土橋墩，所設計的預鑄
節塊橋墩形式，也是國內首度採用。
利用建造之實橋結構，瞭解波形鋼浪腹板橋以及預鑄節塊橋
墩之結構確切反應，蒐集初始結構參數，藉以回饋至設計條件並
納入整體結構監測系統，為本研究計畫之主要目的。本計畫已依
據相關結構監測需求，詳細規劃監測儀器之安裝位置與結構參數
驗證之實驗設計，以記錄與了解橋梁構件之實際結構行為，檢驗
橋梁設計與系統參數的可靠性和準確性。目前此兩座橋梁均已逐
步完成施工，為能瞭解實際橋梁振動之週期及頻率以掌握其長期
動態行為，本研究於實際橋梁進行了一系列現地實驗並與所構建
有限元素模型進行比對，以下即針對各項研究成果作一簡述：

Case5-扭力實驗

動態車輛試驗配置
動態車輛載重試驗中共配置了車輛移動載重試驗及車輛煞車
試驗，各別以車速 20 km/hr、40 km/hr 及 60 km/hr 三種車速進行
移動載重試驗及煞車試驗。
在移動載重試驗方面，根據實驗配置以車重 20 噸之車輛，並
同時以兩台車並行方式行走，在車子行走同時記錄其造成橋面之
速度。在煞車載重試驗方面，則以移動載重試驗相同之車輛型式
進行試驗，並於橋面 P 40 與 P 41 中間煞車，藉以量測煞車對橋
面之影響。

二、波形鋼浪腹板預力箱型梁複合橋

有限元素分析

橋梁為四跨連續波形鋼腹板預力箱型梁複合橋，總長476m。

為了能在後續研究中確實掌握實際橋梁之動態行為，本研究

大梁由預力混凝土橋面板與三箱式鋼浪腹板組成，跨度為93m、

中亦針對實際橋梁建立其橋梁有限元素模型並進行比對。在有限

145m、145m、93m；箱梁內部佈設外置預力鋼腱。橋墩依里程增

元素切割方面將實體橋梁分割成不同大小、種類之有限元素，以

加方向依序編號為P39、P40、P41、P42、P43。

模擬整體橋梁之數值分析模型。
靜態載重之模擬採用與現地試驗相同，每台卡車之重量為20
噸，各別依照各Case所安排之位置而設定，並將現地靜態載重試
驗所量測之數據與數值分析模型做比較，其比對結果均相當吻
合。在於靜態載重作用於P40至P41橋墩之間時造成跨距1/2處之變
位(如圖二所示)。其結果在於靜態載重為六台卡車總重為120噸

圖一 波形鋼浪腹板預力箱型梁複合橋

強迫振動試驗

時，其量測1/2處之變位值為0.7 cm對應分析為0.73 cm，在於滿載
情況為12台卡車總重為240噸時，跨距1/2處之變位值為1.6 cm對應

為了瞭解實際橋梁振動週期及頻率，本研究針對該橋梁進行

分析為1.56 cm。在於動態車輛試驗以時速40 km通過，造成P39至

振動頻率之量測，所採用的方法是，於橋梁上施加一外加頻率(在

P40之間中點變位，並與分析結果比對如圖三所示 ，由圖中可知

此實驗利用強迫振動儀產生一簡諧波當作外加頻率)。於實驗規劃

兩者之動態趨勢亦十分相符，所構建之橋梁數值模型將可作為未

上，強迫振動儀所施加之頻率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利用強

來分析之重要依據。

迫振動儀偏心100%的方式，可以產生0.3Hz至4.6Hz的外力頻率、
第二階段利用強迫振動儀偏心40%的方式，可以產生4Hz至7Hz的
外力頻率及第三階段利用強迫振動儀偏心20%的方式，可以產生
5Hz至9Hz的外力頻率，由此三個階段之頻率施加於該橋梁上，則
可觀察對該橋梁之振動影響情況。

靜態車輛試驗配置
波形鋼腹板預力箱型梁橋複合橋預定實驗範圍為P40至P41
合計145m，南北向共4車道，每個車道的設計載重為1.56噸/m，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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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波形鋼浪腹板預力箱型梁複合橋

度。在煞車載重試驗方面，以移動載重試驗相同之車輛型式進行
0.06

試驗，並於橋面P100R與P101R中間煞車，藉以量測煞車對橋面之

0.04

影響。

Displacemen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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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型梁橋相同。靜態載重作用於P98R至P100R橋墩之間時造成

‐0.02

P99R與P100R間中點之變位如圖四所示，其結果在於靜態載重為

‐0.04

分析
實驗

‐0.06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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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P39至P40中點位移比較

四台卡車總重為80噸時，其量測變位值為0.2 cm，對應分析為0.3
cm，在於滿載情況為八台卡車總重為160噸時，其量測變位值為
0.2 cm，對應分析為0.21 cm。動態車輛試驗則以時速40 km通過，
造成P99R至P100R之間中點變位，並與分析結果比對如圖五所
示，所得結果亦證實了所構建之橋梁模型之準確性。

三、預鑄節塊橋墩橋梁
台中生活圈四號線大里連絡道C709A南向主線採用預鑄節塊
橋墩，柱高介於17公尺至31公尺，橋墩的柱底潛在塑鉸段採用場
鑄，場鑄段以上採用預鑄預力中空節塊設計，預力鋼腱以U型套
圖四 預鑄節塊橋墩橋梁

管穿越場鑄段上部，兩端錨定於柱頂。該設計為確保地震力作用
0.08

下，塑鉸發生於場鑄段下部而非於預鑄節塊段的接頭弱面。此橋

0.06

梁為世界第一次將此種設計應用於高地震威脅地區。

0.04

為了瞭解此橋梁之實際振動週期及頻率，本研究於預鑄節塊
P98R與P100R間進行強制振動試驗，以求取橋梁基本動態特性。
強迫振動試驗係採用與波形鋼浪腹板預力箱形梁複合橋相同配置
方式，強迫振動儀施加之頻率皆與波形鋼腹版橋梁同為三個階

Displacement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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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各為偏心100%、40%及20%之方式施加頻率，藉此觀察對該

圖五 P99R至P100R中點位移比較

橋梁之振動影響情況。

靜態車輛試驗配置

10

‐0.02

四、結語

預鑄節塊橋墩橋梁分為南北向高低橋梁，本監測計畫於預鑄
節塊P98R與P100R間進行車載之靜態載重試驗。此橋梁車載試驗
採用之砂石車與波形鋼浪腹板預力箱形梁橋實驗相同，但簡化為8
部車，一部總重量為20噸，實驗時，將車載放置橋面達臨界之狀
況，共160噸重，其試驗規劃如表二。
表二 預鑄節塊橋墩橋梁-靜態車輛試驗規劃表

本研究已完成各橋梁現地相關試驗及建置理論分析模型，並
進行相關橋梁特性分析。波形鋼浪腹板預力箱型梁複合橋在靜態
車輛試驗配置 240 噸重時，現地試驗與分析之變位各為 1.6 公分
與 1.56 公分。在動態車輛試驗則以時速 40 km 通過，造成 P39 至
P40 之間中點變位，並與分析結果比對如圖三所示。
預鑄節塊橋墩橋梁在靜態車輛試驗時於現地試驗配置 160 噸

Case1-全跨右側均佈載重(2 台車)

重時，現地試驗與分析之變位各為 0.2 公分及 0.21 公分。動態車

Case2-全跨右側均佈載重(4 台車)

輛試驗則以時速 40 km 通過與分析結果比對如圖五所示。

Case3-全跨均佈載重(6 台車)

藉由進行上述兩座橋梁現地靜態及動態實驗並採用有限元素

Case4-全跨均佈載重(8 台車)

建構分析模型進行比對，可得知目前研究已有效掌握此兩座橋梁

Case5-扭力實驗

之實際行為，未來則將透過長期現地監測進行更深入的分析以確
保實際橋梁之安全性。

動態車輛試驗配置

研究員 林子剛

動態車輛載重試驗配置與波形鋼浪腹板預力箱型梁複合橋相

台北科技大學土木系教授 宋裕祺

同，各別以車速 40 km/hr 及 60 km/hr 兩種車速進行移動載重試驗

台北科技大學土木系博士生 邱毅宗

及煞車試驗。

專案研究助理 林志軒

在移動載重試驗方面，車輛配置與波形鋼浪腹板預力箱型梁
複合橋相同皆為20噸，並在車子行走同時記錄其造成橋面之速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81 期／9

特別報導

行政院2011年傑出科技貢獻獎
校舍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技術之研發

一、前言
行政院為表揚從事自然科學與工程、生物醫農或人文社會等
科技工作，而其研發成果或設計有特殊傑出發明或創新，對於國
家社會具有重大影響性、改革性及創造性之貢獻者，特設置傑出
科技貢獻獎。該獎項於每年定期公開受理推薦，於當年底完成審
查程序，提報行政院核定後公開表揚。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震中心)由建物組黃世建
組長帶領之研究團隊，包括鍾立來博士、簡文郁博士與蕭輔沛博

補強技術，已大幅降低政府經費負擔，在不增加預算額度下，目
前已實質補強1,900餘棟，成效相當卓越。校舍補強專案辦公室除
協助教育部作有效之管控程序外，並運用研究團隊所開發的耐震
評估與補強技術，輔以作業規範以及相關教育講習課程等，強化
各個執行面相關人員之專業能力，讓專業人員學習最新的耐震評
估與補強技術，加強其專業技能，並藉由補強案例現地觀摩活動
提升學校人員與縣市政府承辦人員之地震知能。

三、結語

士等成員，將過去數年來於「校舍耐震能力評估與補強技術」相
關研發成果整理後提出申請，以爭取該獎項殊榮之肯定。100 年
度「行政院 2011 年傑出科技貢獻獎」頒獎典禮於 100 年 12 月 28
日下午 2 時在行政院一樓大禮堂舉行，該研究團隊獲得行政院頒
發工程領域之獎項。國家實驗研究院陳文華院長、吳光鐘副院長、
業務推廣室陳明智主任、國震中心張國鎮主任、許健智副主任、
蔡克銓前主任均受邀出席觀禮，而協助教育部推動老舊校舍耐震
補強計畫之專案辦公室，則由沈文成經理率領多名同仁分享此光

國震中心投入校舍耐震行為之研究工作已超過九個年頭，今
有幸獲政府經費挹注將研究成果加以落實並大規模廣泛應用，已
造福許多學校師生人員，雖然目前已有 1,900 餘棟老舊校舍完成
耐震補強工作，但為能全面提供臺灣所有學童一個更為安全之教
學環境，實有必要持續投入經費，加速趕辦建築物耐震評估與補
強作業，優先針對評估後有耐震疑慮建築物予以補強，期能於平
時做好萬全準備，準備接受大自然的挑戰。

榮時刻。

二、研發成果
臺灣位處板塊交接處，地震頻繁，建築物的耐震度與安全性
一直是各界關心且重要的課題，921 集集大地震雖然已屆滿十二
年，但是當時觸目驚心的畫面仍令人印象深刻，過去的耐震評估
方法採取「線彈性分析」，其評估結果過於保守，以致補強經費
過高，相當不經濟。研究團隊改採用「非線性評估」方法，經過
現地實驗驗證，因此所得之評估結果合理且實際可行性佳。教育
部即根據研究團隊所提出之校舍耐震能力提升程序，順利爭取到
政府約 176 億元之特別預算，執行「加速高中職及國中小老舊校
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於 2009 年至 2011 年全面提升公
立高中職以下校舍結構之耐震能力。

研討會

副研究員 蕭輔沛、助理研究員 沈文成
研究員 鍾立來、簡文郁、組長 黃世建

2012台日橋梁工程研討會
近年來由於極端氣候之影響，颱風、洪水及地震已成為我國
歷年來最大天然災害，尤其日本 2011 年 3 月 11 日發生規模 10
的大地震，引發海嘯及造成橋梁與建築物之重大災情，更讓大家
重視極端氣候下之災害防救與整治。適逢日本 311 地震週年，為
探討日本 311 地震對橋梁之影響、先進複合材料橋梁於國內外之
研發及應用狀況與最新的橋梁耐震及防災之研究議題與技術發
展。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日本京都大學於 2012 年 3 月 19-20
日 ， 假 國 家 地 震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101 會 議 室 共 同 舉 辦 「 2012
Taiwan-Japan Bridge Workshop, 2012 台日橋梁工程研討會」。
本 研 討 會 特 別 邀 請 日 本 京 都 大 學 Chul-Woo KIM 教 授 及
Oshima教授、大阪市立大學Yamaguchi教授及Matsumura教授、名
古屋大學Kitane教授、關東學院大學Kitahara教授、獨立行政法人
土木研究所Nishizaki博士、阪神高速道路株式會社Tamba博士及
SHO-BOND建 設株式會社 Kida 博士與國內台灣大學周中哲教
授、中央大學王仲宇教授、台北科技大學尹世洵教授及廖文義教
授、台灣科技大學歐昱辰教授、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林正偉博
士及本中心葉芳耀博士、洪曉慧博士與劉光晏博士等學者專家
們，與產官學研各界共同探討橋梁受多重災害之損害模式、國內

「行政院 2011 年傑出科技貢獻獎」頒獎典禮實況
(左起)行政院副院長陳冲(現任行政院院長)、國震中心蕭輔沛
博士、黃世建組長、鍾立來博士、簡文郁博士
由於臺灣老舊校舍數目龐大，如全數拆除重建，並不可行，
以前述計畫擬針對1,400餘棟耐震能力較為不足之校舍為例，其拆
除重建經費將高達850億元，但利用研究團隊所開發的經濟有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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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複合材料及新型橋梁之發展趨勢與最新之橋梁耐震與防災因應
之道。期望藉由本次研討會活動，提供各界對橋梁受多重災害之
損害、先進材料於橋梁之應用及最新之橋梁研發成果之瞭解。詳
細 講 題 與 資 料 請 參 見 2012 台 日 橋 梁 工 程 研 討 會 網 頁 ：
http://www.ncree.org/ZH/Information.aspx.

研究員 葉芳耀

中心活動

100年度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期末成果發表會

一、前言

（二）「橋梁監測與健康診斷系統之研發」（橋梁組）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

國震中心近年持續進行全光纖式橋梁安全即時監測系統以及

國震中心）配合震前準備、震時應變、震後復建之需要，利用實

橋梁颱洪沖刷預警系統之研發工作。其中全光纖式橋梁安全即時

驗設施、實驗方法及地震相關資料庫之優勢，整合國內相關研究

監測系統已實際在南投集鹿大橋進行現地測試，未來將持續推廣

人員，強化國際合作管道，兼顧創新與落實，期能達成減輕地震

應用；橋梁颱洪沖刷預警系統亦已於后豐大橋、大甲溪國道 1 號

災害損失之目的。據此國震中心 100 年度研究計畫分為三個分項

與 3 號橋、雙園大橋以及中沙大橋進行現地驗證，橋梁主管單位

計畫：（一）耐震設計、評估與補強技術發展；（二）震災應變、

可透過網路即時監測橋梁現地情形，提供封橋作業之參考依據。

風險評估與管理；（三）地震工程試驗與模擬技術服務。另國震
中心亦參與國家實驗研究院跨中心整合型計畫「橋梁安全監測跨

（三）「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介紹」（結構控制組）

領域研發平台整合型計畫」、「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推動研究整合

「現地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為利用地震波傳遞時間差的原

型計畫」以及「發展地球觀測近即時高解析三維環境應用平台整

理，在地震發生時先由現地強震儀偵測傳遞速度較快的 P 波並進

合型計畫」之執行，相關豐碩成果。

行震度估算，在破壞力較大但傳遞速度較慢的 S 波到達前提供即
時預警，及早進行必要的應變措施。該系統可於地震發生後爭取

二、100 年度期末成果發表會

數秒至數十秒之預警時間，目前已實際裝設在台北芳和國中、宜

為加速各項研發成果的推廣與落實應用，國震中心於101年2
月6日與2月10日舉辦「100年度國震中心期末成果發表會」
，其中6
日場次對外開放邀請各界人士參加。當日發表議題如下，共有一
百餘位先進與會，以下挑選數項議題進行簡要介紹：
報告組別
建物組
橋梁組
結構
控制組
大地組
強地動組
震災
模擬組
資訊組

議題

蘭國小、花蓮火車站、嘉義中正大學等 10 個地點進行現地長期測
試。另配合本系統之建置，國震中心協助學校師生舉辦地震防災
演練，藉由長期現地測試及防災演練，加速落實相關技術。
（四）「地震防災應變網路地理資訊系統之研發」（震災模擬組）
自民國 87 年起，國震中心參考美國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校舍結構耐震能力之提昇

HAZUS，並根據台灣工程實務、設計規範和歷史震災經驗，發展

鋼骨斜撐構架與鋼板剪力牆耐震行為研究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aiwan Earthquake Loss Estimation

橋梁監測與健康診斷系統之研發

System，簡稱 TELES）。TELES 結合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與本土

橋梁新技術研發

化的分析模式及參數，可快速評估地震災害數量和空間分佈情

設備隔減震機制研發

況。當地震發生時，可在接獲中央氣象局的地震速報資料後 1 分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介紹

鐘內完成評估，並將結果即時以手機簡訊通知應變人員，作為開

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耐震穩定評估

設地震災害應變中心之參考。此外 TELES 模擬結果亦可提供各縣

沉箱基礎側向試驗與分析

市政府做為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依據，並提供住宅地震保險

離島地區設計地震及近斷層設計地震調整因子研究
強震站工程地質鑽探與應用
地震防災應變網路地理資訊系統之研發
自來水系統震損評估技術之研發現況與展望
PISA3D 非線性結構分析軟體與 BOD 雲端設計系
統之研發與應用

基金擬訂保險費率及早期理賠金額估計之參考。目前更結合地震
防災應變網路地理資訊系統，即時分享各種震災模擬結果，以提
供相關單位進行震前防災規劃與震後即時應變之參考。
受限篇幅關係，無法完整介紹所有議題報告內容，如有興趣
可至國震中心網頁（http://www.ncree.org.tw/）下載會議簡報，亦
或參考相關技術報告。期能藉由本次成果發表會廣泛且深入淺出

（一）「校舍結構耐震能力之提昇」（建物組）

的介紹提供各界參考，促進未來研究合作機會並加速成果落實。

台灣校舍因為採光與通風要求常沿走廊開設大片窗戶，然如
此將缺乏完整磚牆提供抗震能力，降低校舍的耐震安全。國震中
心自民國 94 年起透過一系列有關校舍耐震安全的整合型研究計
畫，針對校舍的耐震評估方法進行研發及試驗驗證，藉由老舊改
建校舍進行了 4 次校舍現地試驗，以真實的校舍耐震行為驗證數
種補強工法的有效性，並將研究成果彙集成「校舍結構耐震評估
與補強技術手冊」，藉由舉辦多場講習會推廣與訓練業界工程師。
此外亦成立專案辦公室提供技術支援，協助教育部推動「加速高
中職及國中小老舊校舍補強整建計畫」，校舍研發團隊更於 2011
年榮獲「行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而本次報告為介紹近年來的
執行成果。

圖一 100年度國震中心期末成果發表會會場現況
助理技術師 李牧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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