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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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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鐵路，已成為交通建設的重點，它不僅縮短了城市和農村地區之間的距離，
也加快了雙方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從工程師的角度來看，列車通過所造成的結構
振動是其結構設計的主要關鍵之一。本文從先前的研究中取得解析解，Ayre 和
Jacobsen (1950) 與 Ting 等人 (1974) 透過函數式模擬了火車或列車術值模型，利用
於移動荷載作用下得到其通過不同類型橋梁的解析解。研究人員利用有限元的數值
方法 Olsson(1991)，進行高速移動荷載作用下彈性梁的動態反應之研究。Wu 等人
(2000)模擬了移動荷載作用於不同位置的三維桁架傳統有限元分析。傳統的有限元方
法主要是以滿足連續的能量方程式，若要分析結構經歷大變形的問題，例如像脫軌
的火車或電纜車，所需要的位移和邊界條件是難以模擬的。近年來，由 Ting 等人
(2004) 所提出的一種名為向量式有限元方法 (VFIFE)，可分析於連續介質中的彈性
大變形幾何變化。該方法已成功應用於二維彈性桁架動力分析(Wu 等人 2006)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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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桁架結構動力穩定性分析(Wang 等人 2006)，和空間桁架結構彈塑性分析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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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2005)。另外已使用 VFIFE 方法推導出極大的彈塑性二維結構位移分析(Wan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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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011)。使用 VFIFE 方法對於彈性梁進行移動載荷的分析研究（Wang 等人 2011）
。
近來更提出，利用 VFIFE 方法計算三維車-軌-橋互制的非線性動態反應（VTBI）研
究。

二、向量式有限元簡介
近年來，計算工具已經大大提升。需要大量的參數就可以方便、快捷的使計算
結果是準確的。在本節中，以 VFIFE 方法對於結構模型及其相應的運動方程和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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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介紹。在力學理論上有兩個要求：第一個要求是如何正確的描述位置、幾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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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成員承受到的作用力。每個質點的質量 mα 和慣性矩 Iα 有其自己的運動軌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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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和結構元素的屬性。第二個要求是如何建立一個原則來描述位置、幾何的變化，
滿足下列每一個途徑單元的運動微分方程(ta-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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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說明 VFIFE 用於結構元素模型的質點連接計算內力方

N/m。圖四顯示了這輛車具有高度的平移和旋轉。經由本數值算

式。根據等效虛內功，其內力可以推導求得如下列式子：

例，得知 VFIFE 方法可用來計算車廂出軌的問題，此外，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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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衡方程式可得到其他共六個力量。

三、車軌橋數值分析模型

圖三 車廂的脫軌運動分析

在本研究中，為模擬車輛的運動，採用兩個基本假設：(1)
使用剛架元模擬車輛的幾何外形，(2)用等效質量的概念來計算車
輛的質量。車輛模型由幾何外觀的剛架元素組成如圖一所示。該
車輛模型被稱為車輛模型使 用剛架元素(vehicle model using
frame elements, VMFE)。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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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向量式有限元之 VMFE

圖四 空間中車廂出軌軌跡示意圖

圖二為一個使用 VFIFE 方法的三維模型車軌橋互制模型
(VTBI)。在 VFIFE 中利用三維剛架元素來構建車輛、軌道與橋

四、結論

梁結構。軌道和橋樑結構之間相互作用的行為可由彈簧常數 kp

本研究中提出了一種新穎的計算方式，以向量式有限元法分

和阻尼係數 cp 所描述，及透過四個彈簧 kw 與阻尼器 cw 模擬車輛

析車軌橋三維互制（VTBI）問題。車輛系統模型的 VTBI 數值模

系統和鐵路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本研究中對於三維 VTBI 的

擬問題中，VFIFE 相對於傳統的分析方法是較為簡單的。最後數

主要分析計算步驟分別為三部份：(1)計算於軌道上移動荷載的作

值算例亦表明此種演算法的精度與準確性。此外，它也能研究計

用，(2) 計算出連接移動車輛元素的三維剛架元素位置，以及(3)

算具有剛體模型與離散狀態的多重變形體系統 VTBI 問題。

計算阻尼與彈簧力。

圖二 三維車軌橋互制模型

四、數值算例分析
算例：脫軌的車廂運動分析
為了證明 VFIFE 可進行空間中大尺度平移和旋轉運動的分
析計算能力，而設計一脫軌車廂如圖三所示運動。車廂用 12 個
剛架元和四個接觸彈簧模擬，車廂速度為 27.78m/s，且左右兩
側鋼軌具有兩個不同的軌底坡角度。每個垂直剛度為 kw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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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模擬與分析技術之二》

多重物理耦合模擬平台之開發研究向量式有限元與離散元素模擬分析之整合
一、 前言

用者的需求分析如下：
本平台的開發者以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平台開發小組成

現今的工程問題日益複雜，過去基於單一數值方法的模擬模
式已經不符所需，多重物理耦合模擬（multi-physical coupling
simulation）相對便形成一種新的模擬思維。常見的物理分析理論
如：離散力學、流體力學、破壞力學、壓電力學、固體力學、振
動學、波動學等，用以模擬流體、離散系統、材料破壞、電磁場、
固體、振動、波傳遞等各種物理現象。若各物理因子間的影響不
大時，採用單一分析理論即可達到模擬的要求；但複雜的工程問
題往往需考量多種物理因子的互制關係，此時便需要適當地耦合
多種物理分析模式方能達到所需的精準度。目前各類分析理論均
不乏對應的軟體工具，但基本假設的不同與程式實作的差異都增
添了耦合模擬上的困難。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NCREE）以防災工程之應
用為目標來開發此一多重物理耦合模擬平台，該平台的計算核心
理論是向量式有限元（Vector Form Intrinsic Finite Element，
VFIFE）及離散元素法（Discrete Element Method，DEM），藉此

員為主，其關注焦點在如何將系統開發之部份工作與權限開放至
協同使用者層級，以降低開發者之工作量，使其可專注於平台的
穩定性與效能。協同開發者可能是國內外各實驗室之研發人員，
其關切的重點是如何設計新型的元素、控制點、材料性質、破壞
準則 等。故本平台應具有良好的擴充性，使此類新型功能的增加
與核心程式碼無關，且可令協同開發者僅需具備基本的程式設計
能力便能快速上手協同擴充，而毋需費神在瞭解平台的核心設
計。此部份可由物件導向程式（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OOP）及軟體設計模式（Design Patterns）（Gamma, et al., 1995）
來處理，將程式碼分割成為不同功能性的片段，以因應開發者與
協同開發者的不同專注點。至於平台的使用者，則可能是學生、
應用研究人員或實務工程師，此類人員僅關心如何應用本平台來
解決其關心的研究及實務問題，因此平台必須具備直觀且便於讀
寫之輸入/輸出方式，同時亦可提供雲端服務等功能。此部份可由
平台的輸入/輸出介面與線上手冊來達成。

先行達成連體及離散系統的耦合模擬，未來也計畫佐以計算流體
力學（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應用議題可涵蓋結
構物震災崩塌反應、流體對結構物的衝擊（如洪水、海嘯、土石
流對橋樑與房屋的影響）等災損現象。

二、核心理論
本平台的核心演算法以 VFIFE 為主，這是由美國普渡大學的
丁承先教授所提出（Ting, 2004a & 2004b、Shih, 2004）的新穎演
算法，有別於傳統的有限元分析（Finite Element Analysis，FEA），
其理論是以剛體運動之物理模型為起點而非由數學偏微分方程
式，推展出連體之運動行為。由於 VFIFE 使用了向量方程式，毋
需進行大型矩陣計算或利用數值疊代法求解，因此在計算效率及
數值收歛性上便有其優異性；加上其基本假設並非以連體為限
制，因此可有效模擬大尺度變形乃至不連續體之過程，亦即可模
擬材料破壞之行為。此外，本平台並納入 DEM 來進行離散力學
模擬。DEM 是由美國密蘇里大學之 Cundall 教授所提出（Cundall,
1971），其後由 Williams 等人奠定其基礎理論（Williams, et al.,
1985、Cundall, 1988）。DEM 最初發展之目的在分析不連續岩石

四、平台特性
計算引擎架構
本平台計算引擎部份參考台灣大學土木系所自行研發之離散
物件模擬系統 VEDO（Chang and Hsieh, 2009; VEDO, 2011）之架
構擴充而成，VEDO 架構本為 DEM 模擬所需而開發，經擴充成
為 VFIFE 架構之物件圖（class diagram）。由於繼承 VEDO 之架
構，因此本平台亦以互動機制（Interaction）為架構之核心，並擁
有處理元素幾何形狀（Geometric Shape）、碰撞偵測策略（Contact
Detector）及互動機制求解演算法（Interaction Solver）之物件；
此 外 本 平 台 的 架 構 另 增 添 所 需 之 元 素 （ Element ） 、 負 載
（Loading）、破壞準則（Failure Criterion）、斷面（Section）、
材料（Material）、控制點（Point）、控制點模式（Point Model）
等物件，眾多物件將平台的計算核心切割成為不同的小程式，協
同開發者僅需針對各類功能之物件進行設計，即可擴充平台所需
之功能。

複合設計模式

塊體行為，著重於剛體運動及不連續體介面之處理，四十餘年的

為能模擬複雜形狀及互動機制之元素，本平台以複合模式

發展使得 DEM 已經被廣泛應用於各種工程領域，故能提供豐富

（composite pattern）
（Gamma, et al., 1995）來管理 Element 與 Point

的元件或材料動態互制演算法以補強平台在離散力學方面的能

物件（圖一），在處理互動機制時可免於受到不同碰撞偵測策略

力。

及求解演算法之干擾，更易於協同開發者對平台之擴充工作。將
來更可擴充以將不同的元素結合成為新元素—實現複合元素

三、需求分析

（composite element）之概念。

本平台考量之使用者區分為「開發者」（developer）、「協
同開發者」（co- developer）與「使用者」（user）三種。各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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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複合設計模式

資料交換標準

圖三 DEM 顆粒正向碰撞測試案例之比對結果

基於資料交換之便利性，本平台使用可延伸標示語言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XML）的技術設計了標準資料格
式 VFIFE XML，使用者可由第三方 XML 編輯器編輯本平台之輸
入/輸出檔，並易於由樹狀結構瞭解模擬案例之資料關係（圖二）。

圖四 VFIFE 桁架測試案例：13 桿桁架載重之動力分析

圖二 VFIFE XML 之樹狀資料結構

線上資訊中心
為滿足本平台將來的線上教學、資訊整合及教育訓練，本計
畫使用 Wiki 超文本技術(Leuf and Cunningham, 2001)來建置一個
專屬網站，藉由 Wiki 技術之特性，網站內容可由跨實驗室小組成
員共同維護，亦易於追蹤管理資訊之更新時間；此外，網頁型式
之線上手冊亦可達到對照檢索（cross reference）之管理及讀取便

圖五 VFIFE 桁架測試案例：18 桿桁架結構之負載破壞分析

利性。

五、平台現況與未來發展
目前的驗證工作以 DEM 顆粒碰撞（圖三）、VFIFE 桁架之
大尺度變形（圖四）與載重破壞（圖五）等三類案例為主，分別
與 VEDO 系統及文獻進行比對，已經驗證發展之平台原型確可忠
實呈現 VFIFE 與 DEM 模擬之所需。未來平台的後續發展將分為
三部份執行：(a)基於既有之原型平台進行擴充，新增不同之元素
幾何形狀、碰撞偵測策略、互動機制求解演算法、元素及控制點、
負載型式、破壞準則、斷面資料庫、材料庫等；(b) 對於平台計
算引擎之分析精確度及效能進行評估及改進；(c) 建置測試案例
庫及豐富線上文件，作為將來教育訓練及推廣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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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模擬與分析技術之三》

鋼筋混凝土構材及結構實驗資料庫之建置
與性能評估程式驗證
一、前言

13、29、30、68、74 及 75 等為東京工業大學土木系川島一彥教
授所進行之單彎曲柱構材試體；1DH、1DL、1NH、1NL、2DH、

近年來，耐震評估作業已由線彈性分析發展至非線性側推分

2DL、2NH、2NL 等為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進行之雙彎曲柱

析，除強度資訊外，對於變形行為的掌握更為重要。其中，構材

構材試體。剪力破壞計有 2 組試體，包含 BMRS 為單彎曲柱構材

塑鉸定義影響評估結果甚鉅，必須與實驗驗證才得以有效預測結

試體、RM08 為雙彎曲柱構材試體。

構物的各種破壞模式。目前美國 PEER 研究中心由華盛頓大學協
助下建立一實驗資料庫為全球最完整之實驗資料庫，截至 2004
年 1 月，該資料庫已收集 274 矩柱及 160 組圓柱實驗成果，可供
研究人員進行大量基礎研究及分析模式之開發與驗證。日本亦在
東京工業大學川島一彥教授整合下，建置一套實驗資料庫。考量
國內鋼筋混凝土構材耐震行為研究成果豐碩，但尚無相關機構進
行彙整，故本研究收集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及日本東京工業大
學歷年成果，嘗試建立一套資料庫，可提供官方作為日後相關耐
震能力評估程式辦理認證流程之依據，並有利於建築物及橋梁耐
震性能設計規範落實應用。

二、實驗資料庫格式
實驗資料庫彙整試體之尺寸、材料、主筋、箍筋、繫筋與軸力
等資料，提供分析者所需使用之參數，在無設計圖面的條件下亦
能完成分析，進行模型開發與驗證工作。資料庫依據試體斷面，
主要分為矩柱及圓柱兩個類別，詳述如下：針對矩柱，尺寸資料
包含：寬度、深度、柱高、淨保護層。材料資料包含：混凝土實
測抗壓強度、主筋實測降伏強度、箍筋實測降伏強度。主筋資料
包含：號數、沿寬度方向根數、沿深度方向根數。箍筋資料包含：
號數、塑鉸區間距、非塑鉸區間距。繫筋資料包含：號數、塑鉸
區沿寬度方向根數、塑鉸區沿寬度方向間距、塑鉸區沿深度方向
根數、塑鉸區沿深度方向間距、非塑鉸區沿寬度方向根數、非塑
鉸區沿寬度方向間距、非塑鉸區沿深度方向根數、非塑鉸區沿深
度方向間距。軸力資料為實驗所施加之軸力。
針對圓柱，尺寸資料包含：直徑、柱高、淨保護層。材料資料
包含：混凝土實測抗壓強度、主筋實測降伏強度、箍筋實測降伏
強度。主筋資料包含：號數、根數。箍筋資料包含：號數、塑鉸
區間距、非塑鉸區間距。繫筋資料包含：號數、塑鉸區根數、塑
鉸區間距、非塑鉸區根數、非塑鉸區間距。軸力資料為實驗所施
加之軸力。

三、單柱構材實驗資料庫
矩柱
撓曲破壞計有 4 組試體，包含 BMRC1、CLC、C0C 為小尺
寸試體，TANEEB1[16]為大尺寸試體。撓剪破壞計有 23 組試體，

圓柱
撓曲破壞計有 7 組試體，包含 BMC1、FC1、CD30FB-F 及
CD40FS-F 為小尺寸試體；P2、P3、P4 為宜蘭舊牛鬥橋現地實驗
橋柱。撓剪破壞計有 9 組試體，包含 BMC2、BMC3、BMC4、FC4、
BMCL50、CB40FS-F 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完成；1820A、
2533A、5420A 於臺灣大學結構實驗室完成。剪力破壞計有 2 組
試體，包含 BMCS 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完成；5420S-A 於臺
灣大學結構實驗室完成。

四、平面構架實驗資料庫
平面構架計有 5 組試體，包含 BMDF（PF1）、BMNF（PF2）、
BMNFL（PF3）、PF（PF5）為單層單跨試體；SBFU（PF6）為
雙層三跨試體。

五、耐震評估程式驗證
分析程式及使用說明
本研究採用 NCREE V 2.5 版與 SERCB V.4.1 版進行實驗與分
析結果比對，並說明相關重要參數之定義，期能讓使用者正確模
擬鋼筋混凝土構材之塑鉸性質。
NCREE 程式定義塑鉸之方式屬半理論–半經驗之評估方式。
彎矩計算強度係根據惠特尼等值矩形應力塊，與一般鋼筋混凝土
學課程所學習之分析原理及方法相同。混凝土及鋼筋之剪力強度
依照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土木）401-100 計算，但撓剪破
壞及垂直承載力破壞所對應之位移，乃根據 Jack Mohele 及 Ken
Elwood 所建議之經驗公式獲得。分析時僅需輸入斷面尺寸、材料
強度、及鋼筋配置，並根據實驗條件或結構分析所得之柱軸力，
即可完成各類破壞模式之塑性鉸設定。NCREE 程式所建議之彎矩
塑鉸，其位置位於構材兩端，曲線線型呈現撓剪破壞型式；剪力
塑鉸假設位於構材中央，曲線線型呈現剪力破壞型式。使用
NCREE 程式時，針對橫向鋼筋之輸入應注意下列事項：(1)hoop：
當箍筋或繫筋號數不同時，以號數小者輸入；(2)num_hoop：包含
箍筋與繫筋根數，用以計算鋼筋提供之剪力強度；(3)spacing：為
柱中央段之箍筋間距，用以計算鋼筋提供之剪力強度。
SERCB 程式定義塑性鉸之方式，彎矩強度部分屬於理論計算

包含 BMR1R、BMR2、BMR3、BMR4、BMRL50 等為國家地震

方式，採用 Kawashima 模式計算圍束區及非圍束區混凝土之應力

工程研究中心所進行之單彎曲柱構材試體；JSCE4、TP2、10、11、

應變曲線，並假設鋼筋為完全彈塑性模式，由斷面彎矩曲率分析
獲得彎矩及曲率，進一步轉換為彎矩及轉角。鋼筋之剪力強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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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土木）401-100 計算，仍屬經驗

中心線所在高度；(2)柱塑鉸採用柱淨高，柱淨高須扣除二分之一

式的範疇。針對混凝土強度隨位移衰減的現象，乃綜合 Priestley

梁深及窗檯高度；(3)梁塑鉸採用梁淨長，梁淨長須扣除二分之一

及 ATC-32 規定，選擇 ATC-32 之剪應力係數 0.53 及 Priestley 之

柱寬；(4)梁柱接頭之剛性域無損壞，其範圍為二分之一梁深與二

位移函數，但改以轉角為指標。此外，參考工程界使用經驗改善

分之一柱寬；(5)磚牆載重以有限長度之均佈載重施加；(6)梁斷面

極限轉角定義，使各種破壞之極限轉角有其合理的數值。值得一

為矩形；(7)水平力大小以 user load 輸入；(8)水平力作用點位於各

提的是，SERCB 程式可考慮軸力變化對塑鉸性質之影響，且撓

樓層質心；(9)考慮剛性隔板；(10)須設置窗檯塑鉸；(11)無考慮

曲、撓剪或剪力破壞模式經綜合判斷後均以彎矩塑鉸格式輸入，

P-Δ效應。

其位置均位於構材兩端，故柱中央段無需設置剪力塑鉸。使用

分析結果顯示，NCREE 程式均可有效模擬撓曲破壞試體

SERCB 時，針對橫向鋼筋之輸入應注意下列事項：(1)SNo：箍筋

（BMDF、 PF）之最大強度與極限位移，惟非韌性構架部份

之號數或直徑，擇一輸入；(2)Ash：包含箍筋與繫筋之斷面積，

（BMNF、BMNFL），強度預測較為保守但變形量尚可。採用

用以計算鋼筋提供之剪力強度；(3)spacing：柱塑鉸區之箍筋間

SERCB 程式之修正塑鉸模式，相較於原始塑鉸可進一步提昇分析

距，用以計算鋼筋提供之剪力強度；(4)EL2、EL3：分別沿 2-2 軸

準確性。以 BMDF、BMNF、SBFU 為例如圖三至圖五所示。
-5

均可有效模擬矩柱部分撓曲及撓剪破壞之強度，剪力破壞則較為
保守。NCREE 因有效慣性矩折減係數為定值，使得初始勁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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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構架試體 SBFU 實驗與分析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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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ERCB 程式

圖二 圓柱撓剪破壞試體 BMC1 實驗與分析結果比較

平面構架分析結果
根據實驗條件，分析時係基於下列假設進行：(1)柱全高為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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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構架試體 BMNF 實驗與分析結果比較

圖一 矩柱撓剪破壞試體 BMR1R 實驗與分析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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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採用 Kawashima 模式之混凝土應力應變曲線，極限位移較實驗

偏大，反觀 SERCB 則偏小。圓柱部分，NCREE 及 SERCB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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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雖有增加降伏點但對於勁度修正之效果不明顯。SERCB 程式

規範計算，故兩者分析值仍十分接近，惟 NCREE 之極限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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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如圖一及圖二所示。分析結果顯示，NCREE 及 SERCB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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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中之單柱構材試體共有 47 組，以 BMR1R 及 BMC1

-3

Lateral force (tf)
Lateral force (kN)

單柱構材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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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混凝土極限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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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3-3 軸方向，混凝土被箍筋或繫筋所圍束之最大寬度，用以計

六、結論
本研究建置單柱構材及平面構架之實驗資料庫，包含 47 組單
柱構材及 5 組平面構架。破壞模式計有撓曲、撓剪、與剪力破壞。
實驗資料庫可供官方作為日後相關耐震能力評估程式，如 NCREE
及 SERCB 等之認證流程之依據，提昇耐震性能檢核的準確性，
有助於日政府推行建築物及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落實應用。
副研究員 劉光晏、蕭輔沛、研究員 葉勇凱
主任 張國鎮、組長 黃世建、宋裕祺

活動預告

2012 FRP 複合材料
於土木工程應用國際研討會

2012 建築物耐震設計
國際訓練班(ITP2012)

纖維強化塑膠(Fiber-Reinforced Plastic, FRP)複合材料，具有

環太平洋地震帶和歐亞地震帶之地震活動相當頻繁，位於此

輕質量、高強度、耐腐蝕、以及材料抗疲勞等優勢，經數十年來

處的亞太地區國家隨時遭受地震的威脅，強烈地震的襲擊常造成

之逐漸演進，早已廣泛作為各種運動用具、管道、造船、汽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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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等產品之製造原料。而此材料在土木、結構工程方面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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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國內諸多學者於理論研究及應用層面上已投入相當努力，

失與傷亡程度。世界各地近二十年來發生許多大地震，隨著全球

也得到不少研究成果，但在實際應用及材料認同層面相對較少著

人口增加與都市化集中的現象，震災傷亡人數與經濟的損失皆不

墨，而反觀國外先進國家運用 FRP 材料在土木及結構方面之研究

容小覷，例如 1984 年墨西哥地震、1990 年伊朗地震、1994 年美

發展，不論在土木領域上使用的認知、相關規範的建立、以及於

國洛杉磯 Northridge 地震、1995 年日本阪神地震、1999 年土耳其

各項工程上的實際應用，皆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及研究成果，為值

伊茲米特地震與我國集集地震、2001 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地震、

得我國工程領域專家學習效仿之對象。為增進國內工程界於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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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材料使用上之認知，並推廣其於土木工程領域之研究與應用發

臘地震（造成南亞大海嘯）、2005 年印尼蘇門達臘地震與印度-

展，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與中華民

巴基斯坦邊界之喀什米爾地震、2006 年印尼日惹地震、2007 秘魯

國地震工程學會將於 2012 年 11 月 5-6 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地震、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2010 年海地地震、2011 年日本東

中心 101 會議室共同舉辦「FRP 複合材料於土木工程應用國際研

北地震及土耳其凡省地震等，均造成重大財產損失及人員傷亡。

(2012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pplications of FRP

根據災害調查資料分析的結果，除了地震引發之海嘯衝擊

Composites in Civil Engineering)」。本研討會之主旨為邀請國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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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專家進行技術交流並介紹國外於此科技之發展現況，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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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P 材料於國內工程之應用，提升國內相關工程的技術發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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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會主題包括：

的傷亡數目。為協助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或歐亞地震帶上隨時遭

討會

1. FRP 於土木工程之現況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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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FRP 結構之設計規範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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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FRP 於土木工程之最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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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FRP 於土木工程之應用。
本研討會特別邀請瑞士國家材料測試研究院 MEIER 教授、
美國奧勒崗州交通局橋梁工程組組長 Ben TANG 博士、加拿大渥
太華橋梁研究院 Moe M.S. CHEUNG 教授、南京工業大學 W.Q.
LIU 教 授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J.G. TENG 教 授 、 日 本 京 都 大 學
SUGIURA 教授及韓國國民大學 S.W. LEE 教授與國內台灣大學周
中哲教授、磁震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翁慶隆董事長、中華顧問
工程司盛力航顧問及國家防災科技中心李中生博士等學者專家
們，與產官學研各界共同探討 FRP 複合材料於工程之應用。期望
藉由本次研討會活動，增進國內工程界於此新興材料使用上之認
知，並推廣其於土木工程領域之研究與應用發展。
研究員 葉芳耀

員、學者與工程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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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已舉辦十屆，計有來自二十二個不同國家，共三
百二十九位學員參與。今年為強化訓練班成效並促進國內與其他
國家專業人員之交流，將試辦邀請國內大專院校土木相關科系推
薦優秀之博士生參訓。
本年度之訓練班日期定於民國一百零一年十月二十九至十一
月二日，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舉辦。會中預計邀請十五國共
三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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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副研究員 郭俊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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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第二屆海峽兩岸
地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
第二屆海峽兩岸地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於 2012 年 8 月 9
日至 10 日在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土木工程學
院舉行，如圖一所示，本次會議由土木工程學會、中國工程院、
中國土木工程學會防震減災工程技術推廣委員會、哈爾濱工業大
學、中國地震局工程力學研究所主辦，哈爾濱工業大學土木工程
學院、寒區低碳建築開發利用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中國
地震局工程力學研究所共同承辦。

圖一 參加研討會的學者教授共同合影
地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是由海峽兩岸土木工程學研頂尖
單位共同組成，中國方面主要有哈爾濱工業大學、清華大學、同
濟大學、浙江大學等代表，台灣方面主要有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台灣大學、台北科大、交通大學及高雄
第一科大等代表，每兩年舉辦一次研討會，進行學術成果報告，
可促進海峽兩岸防震減災工程之學術研究交流，並有利於防震減
災技術之推廣應用。除參加會議外，本代表團將參訪哈爾濱工業
大學土木工程學院與中國地震局工程力學研究所如圖二所示，了
解中國目前地震工程研究發展方向。

圖二 參觀中國地震局工程力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王仁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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