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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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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平均十數年會發生一次致災性陸上強震，並因社會
經濟的高度發展，而有地震損失升高之趨勢。自來水為維生線系統中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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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震害型式主要為地表震動、變形(如斷層錯動或土壞液化)所引致的地下管線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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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地震經驗顯示作為主要管材的延性鑄鐵管(ductile iron pipes)，損壞多集中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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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處，並且與管徑與接頭型式關係密切。為求自來水事業之永續發展，實有必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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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自來水管材耐震試驗之技術，以試驗方法確認管材的耐震能力，為優良耐震管材
之研發與選用奠定利基。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於建立自來水管材之試驗環境與程序，
並以幾種國內常用接頭型式的延性鑄鐵管進行試驗實作。

二、試驗內容與方法
本研究針對自來水延性鑄鐵管，選擇國內目前主要使用之 K 型接頭管、早年鋪
設且所佔比例仍最高之 A 型接頭管，以及延性鑄鐵平口管(法蘭接頭，多用於制水閥
前後，與用戶水表接續，或者淨水廠內各單元間之接續)，進行耐震性能試驗。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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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接頭型式如圖一所示，標稱管徑統一取為 400mm。試驗過程中以油壓致動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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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施載，強制受測管材在加壓滿水的條件下，產生超出施工規範所容許的接頭伸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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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延性鑄鐵管之耐震試驗研究

量或彎折角，藉以探討其破壞機制與耐震容量。研究中共考慮軸拉、軸壓及撓曲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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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斷層地下管線變形行為之數值模擬與
縮尺實驗 5

維持滿水並控制水壓(本研究訂為 8±0.5Kgf/cm2)，試驗過程中監視受測管材之水密
性，直至其持壓能力喪失、被判定失效為止。

․中心活動

2012 抗震盃活動報導

三種試驗，三種管材各取六支，以兩支一組分別進行各種試驗。試驗時對試體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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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自來水延性鑄鐵管受測管材接頭型式示意圖
軸拉、軸壓試驗係以 500 噸萬能試驗機作為施載系統，將試體垂直置於萬能試
驗機中，上、下兩端分別透過夾具固定，再以位移控制方式對試體施加軸向變形荷
載，如圖二所示。試驗過程中，以萬能試驗機內建之荷重計與位移計，分別量測軸
拉、壓試驗之施力，以及試體整體變形量，另以位移計量測接頭之相對位移。
撓曲試驗之施力裝置，係以門型構架、施力橫梁、鉸支承搭配 100 噸油壓致動
器，組合成為四點彎矩(four-point bending)之試驗環境，對受測管材之接頭部位施加
純彎矩荷載，如圖三所示。試驗過程中，以油壓致動器內建之荷重計與位移計，分
別量測四點彎矩試驗之總施力，以及施力橫梁下壓的位移量；另外，以多組角度計
量測試體沿軸向之轉角變化，以拉線式位移計監測接頭下沉量，鉸支承底部亦一律
設置荷重計以測受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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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驗結果與管材耐震分級
以下說明各接頭型式延性鑄鐵管材之試
驗概要：K 型接頭延性鑄鐵管係由鑄鐵壓圈
逼緊橡膠圈，作為承口端及插口端之界面，
以達接合及止水之功效，屬柔性接頭。試驗
結果顯示此種接頭之抗拉脫力甚低，然接頭
之水密功能常可完全發揮，軸拉位移達承口
及插口之接合長度時，始喪失其水壓維持能
力；試體之軸壓強度高，但軸壓變形容量很
有限；試體之彎矩強度甚低，但接頭充分發

圖三 自來水管材撓曲試驗示意圖

揮其柔性，使其轉角容量表現良好。K 型接

頭管之軸拉變形容量及撓曲轉角容量雖然表現良好，但若局部之軸拉位移或撓曲轉角的需
求稍高，則由於其軸拉強度及彎矩強度過低，無法有效傳遞至鄰近管段，共同承擔軸拉位
圖二 自來水管材軸拉、軸壓試驗示意圖

移或撓曲轉角的需求，變形反而很容易因此而集中於單一管段，導致漏水。綜言之，K 型

接頭管之水密性良好，但不具防脫功能，無法有效讓鄰近管段共同承擔軸拉位移及撓曲轉角之需求，不宜應用於地震活躍及地盤軟弱之
地區。
本研究之 A 型接頭延性鑄鐵管，承口端為十字管，插口端

表一 自來水延性鑄鐵管各分級項目之耐震等級評定

為一般直管，十字管之管厚二倍於直管。試驗結果顯示此種接頭
之抗拉脫力甚低，且拉脫力達峰值後，強度即直線衰減；接頭之
軸壓變形行為，二試體之差異甚大，可能與十字管並非離心鑄造
品、尺寸精度較差有關；A 型接頭之抗彎強度則甚為微弱。綜言
之，A 型接頭不具防脫功能，在軸拉力或彎矩作用下，接頭十分

試體序號
耐震分級

項目
軸拉變形
容量(mm)

容易鬆脫，耐震性能極差；A 型接頭管與他種直管相接時，兩者
壁厚的差異容易造成匹配問題，水密性不良，導致提早喪失水壓
維持能力。因此，A 型接頭接頭十分容易鬆脫，耐震性能極差，

軸壓變形
容量(mm)

既有管線應加速汰換，不然，亦應加強(與他種直管相接)匹配問
題導致接頭漏水之檢查。
延性鑄鐵平口管之試體，係由兩支單突緣短管對接，其界面
設有橡膠墊圈，屬剛性接頭。耐震試驗結果顯示此種接頭之軸拉

防脫力
F(kN)

變形容量極低，軸拉位移不到 1mm，即告喪失水壓維持之能力，
且對應之拉脫力亦甚低；接頭之軸壓強度甚高，但完全卸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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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墊圈，彈性普遍不足，兩支單突緣短管無法緊密接合，稍有張

L：標稱管長(mm)

力，或加壓後卸載，即漏水。平口管之使用場合，實宜留意其場

d：標稱管徑(mm)
：平口接頭管軸壓強度甚高，無法以試驗機破壞
*：持壓能力喪失時之軸拉力

強此類接頭之密合度檢查，適時予以調整或更新為可撓式接管。
國震中心本(2012)年度執行經濟部水利署「提升公共給水震





即告喪失水壓維持之能力，且對應之彎矩亦甚低。接頭界面之橡

址鄰近範圍是否有重型車載問題，或是長期性地盤潛變問題，加





接頭轉角
容量
(deg)

即喪失水壓維持之能力；接頭之轉角容量亦極低，不到 0.15 度，

平口
接頭





四、展望

損評估與管材耐震測試環境之規劃研究」研究計畫，曾提出「自

考 慮 自 來 水 地 下 管 線 的 耐 震 容 量 (Capacity) 與 需 求

來水延性鑄鐵管耐震試驗標準作業程序(草案)」，草案中曾就耐

(Demand)，需求指地震或是其他外力下所需要之材料強度，容量

震試驗得到的試體峰值強度與失效變形，定義其變形容量點，並
參酌 ISO 16134 Earthquake- and Subsidence-Resistant Design of
Ductile Iron Pipelines (2006)之管材耐震分級方式，分別評定管材
在標稱長度下的軸拉變形容量、軸壓變形容量、防脫力、接頭轉
角容量等項目的耐震等級。如此，K 型接頭、A 型接頭、平口接
頭管各分級項目之耐震等級評定結果，可彙整如表一所列。

指材料本身所能提供之強度。國內對於非重要管線，目前耐震容
量與需求皆非設計或採購的規格項目，在管線遇到地表變形(如
斷層錯動或土壞液化)時，很可能面臨到大範圍管線失去工作性
能，以及廢時曠日的修繕時間。因此，推動標準化的管材耐震需
求決定與耐震容量試驗方法，乃未來刻不容緩的急務。
副研究員 劉季宇、研究員 鍾立來
專案助理研究員 周寶卿、副技術師 陳家乾、周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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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損評估技術之二》

地震防災應變網路地理資訊系統之研發
之風險暴露情況，評估方式主要分為兩種：地表振動強度及活斷

一、 前言

層距離。地表振動強度之評估方式主要依據 TELES 之地震災害潛
地震是無法避免的，為有效來減少及減輕地震所造成之災

勢評估所獲得之地表最大加速度（PGA），依此評估在不同震度

害，必須從平日整備、震後的應變能力及震後省思等面向來改善。

下，如六級弱以上（PGA 為 > 0.25g）
、六級強以上（PGA > 0.33g）
、

平日整備包含結構物之耐震補強、防災規劃、防災教育、防災演

七級以上（PGA > 0.4g）等之風險暴露。活斷層距離之評估方式

練等，事先做好防災準備以求震後有效進行救災作業；震後應變

主要依據模擬地震之活斷層，進行等距離緩衝區之空間運算後，

能力必須快速掌握地震造成之災損情況、人力物資迅速到位以進

評估工程結構物或設施之風險暴露情況。所評估之工程結構物或

行救災作業；震後省思則包含蒐集災情資訊、研判地震原因，以

設施主要包含建築物及橋梁，如圖二下方之震度 6 級以上橋梁風

作為未來防災規劃及結構物補強之規劃。本研究期望藉由台灣地
震損失模擬資訊網、台灣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資訊網及地震災情資
訊上傳系統等三地理資訊系統之研發，運用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

險暴露圖，未來亦可考量各類不同的結構物，如水利設施、電力
設施、學校等。基本資料部份則提供各類參考資料來輔助分析與
研判，包含了建築物及橋梁等兩類基本資料查詢。

統（Taiwan Earthquake Loss Estimation System，簡稱 TELES）之
地震災害境況模擬技術，提供地震損失境況模擬資訊來輔助防救
災作業之整備；震後快速提供震災早期損失評估資訊以快速了解
地震可能造成之災損，進行救災作業；提供災情資訊平台以蒐集、
彙整、分析災情情況，並可作為未來結構分析之參考。此外，透
過地理資訊系統之空間圖形化介面之輔助，藉由分析工具及各類
地理資訊圖資之輔助，以協助防救災單位進行災情研判。

二、台灣地震損失模擬資訊網
台灣地震損失模擬資訊網主要目的為運用 TELES 之震災境
況模擬技術提供推測地震事件下之災損情形。而為增進系統查詢

災損評估-地震災害潛勢評估

效能，應用 TELES 事先依造不同之震源類型、震源座標、地震規
模、震源深度、斷層長度、斷層開裂方向等不同組合之震源參數，
模擬運算各推測地震下之災損評估資訊，建立一約九萬筆資料之
損失模擬資料庫，以供使用者查詢。
震源類型包括活斷層、區域震源（淺、深區域震源），如圖
一，使用者可依據台灣地區活斷層來擬定地震事件，亦可透過區
域震源的方式來模擬各種可能發生之地震類型。

風險暴露-震度 6 級以上橋梁風險暴露
圖二 台灣地震損失模擬資訊網評估資訊

活動斷層

淺區域震源

深區域震源

圖一 震源類型

三、台灣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資訊網
台灣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資訊網主要目的為運用 TELES 之震

台灣地震損失模擬資訊網將依據參數之設定提供評估資訊，

災早期評估技術，於地震發生後立即進行災損評估，透過網頁之

內容包含災情評估資訊、重災區風險暴露及基本資料三大類。災

方式提供防救災單位進行人力物力和醫療資源派遣之參考。

情評估資訊為 TELES 震災境況模擬之評估結果，包含地震災害潛

TELES 之震災早期評估之評估流程主要於地震發生後，自動接收

勢評估（如地表最大加速度、譜加速度、液化潛能指數、液化機

中央氣象局所發布之地震報告郵件，依據該郵件中之震源資訊、

率、液化引致沉陷量等）、一般建築物相關之損害暨損失評估（如

速報站的實測地表最大加速度值進行震災早期損失評估，震災早

建築物損壞、人員傷亡、經濟損失）、橋梁損害暨損失評估（如

期損失評估主要將震源資訊、速報站的實測地表最大加速度比對

損害程度、失敗機率等）等，如圖二上方之地震災害潛勢評估圖。

TELES 事先運算好之損失模擬資料庫，在短時間內於損失模擬資

重災區風險暴露主要提供工程結構物或設施於該模擬地震下

料庫中選取數組最可能之損失評估，以提供地表振動強度、建築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84 期／3

物損害、人員傷亡、經濟損失等評估資訊。本研究則進一步將評

現場之照片等，如圖四。系統提供資料審核之機制以提供災情彙

估資訊匯入空間資料庫，以於台灣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資訊網提供

整人員修訂、確保資料之準確性與完整性。

災損評估資訊查詢與分析。

經由災情資訊之匯整後，災情研判人員即可於系統中查看各

災損評估資訊之查訊內容分為第一階段災情評估結果、第二

項災情報告，應用地理資訊系統之衛星影像、交通路網、河川湖

階段手動評估結果、基本資料等三大類。第一階段災情評估結果

泊等圖資之輔助，了解實地之地形地貌、交通路線，擬定物資集

為上述 TELES 之震災早期評估於地震後自動啟動並評估之災損

散地等。

資訊，第二階段手動評估結果則為當地震發生後，針對地震規模
及影響範圍較大之地震事件，國震中心將會蒐集更詳細的震源參
數與斷層面解，以手動方式進行第二階段手動評估，進行更詳細
與準確之災損評估，並將評估結果匯入系統供使用者透過資訊網
查詢。
由於 TELES 之震災早期評估主要是依據震源參數與速報站
實測地表最大加速度值進運算最可能之災損評估資訊，故於第一
階段災情評估結果提供了數組模擬地震事件供使用者查詢各模擬
之評估資訊。評估資訊主要包含了地表反應推估（如地表最大加
速度、譜加速度、液化潛能指數、液化機率、液化引致沉陷量等）、

圖四 地震災情資訊上傳系統上傳勘災報告

一般建築物損失（低、中、高樓層之損害）、人員傷亡統計等，
如圖三。

五、結論與展望

第二階段手動評估結果除了重新計算後所推估之地表反應推
估、一般建築物損失人員傷亡統計外，額外提供了經濟損失統計
（如結構形式、非結構系統、家具與庫存、搬遷費用、租金費用
等）。

地震應變能力為防救災作業不可忽略之ㄧ環，地震發生之當
下，如能提供更加完整之災情資訊、地圖資訊、統計分析等輔助
資訊，將能有效輔助救災作業之進行。本研究以地震發生前之預
防準備、發生後當下的應變救災及勘災調查等三個面向之實務需
求研發了台灣地震損失模擬資訊網、台灣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資訊
網及地震災情資訊上傳系統等三系統。
本研究未來之發展方向，將分為資料面與系統面等兩個面
向。在資料面部份，將持續蒐集各類圖資，以輔助災情研判時之
需；蒐集並建立建築物基本資料庫，除可增進 TELES 之災損分析
準確性外，亦可提供災前預防準備及風險暴露之參考資訊。
而在系統面部份，除了地震所造成的直接災損外，未來亦考
量地震伴隨之海嘯所造成之災損推估。此外，由於目前系統所提
供之災損推估、風險暴露及基本資料等為地表變化、建築物、橋

圖三 台灣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資訊網第一階段災情評估

四、地震災情資訊上傳系統
地震災情資訊上傳系統之目的為蒐集、分析、研判災情狀況
及日後之社會經濟或工程結構物之易損性分析的需求。當強震發

梁等，然而尚有多項結構物、設施必須納入分析之範圍，故未來
災損分析將朝交通系統、民生系統、重要設施等結構物損害評估，
如自來水管線災損、瓦斯管線災損、電力設施、國中小學校舍等。
而在風險暴露除了上述災損分析之分析項目外，亦將持續擴充相
關重要設施，如水庫、河川。

生後，國震中心將即時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概分勘災調查、災情

地震防災應變網路地理資訊系統之研發只是開端，救災作業

彙整、災情研判、和行政支援等分組。其中勘災調查組負責到災

尚需更多之輔助資訊以作為救災人力物力和醫療資源派遣的參

害現場勘災，蒐集災情資訊。災情彙整組則整理勘災調查組與防

考，本研究亦將持續發展精進，使地震災害的預防與救災能更加

災協力人員所調查的資訊，同時蒐集相關電子媒體發佈之地震災

地完備。

情資訊和影像圖資等。災情研判組則負責分析、判斷地震所造成
之損害情況。
地震災情資訊上傳系統提供了一個資訊蒐集、整理及分析之
平台來輔助上述作業之進行。當地震發生後，TELES 之震災早期
評估將立即進行災損評估，地震災情資訊上傳系統將視評估結果
之嚴重性，自動新增並啟動地震勘災調查事件，勘災人員即可依
標的物的種類，如建築物、橋梁等，紀錄其基本資料、損壞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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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 葉錦勳、助理技術師 陳志欣
副技術師 林峻毅、助理技術師 李貞儀

《地震災損評估技術之三》

過斷層地下管線變形行為之數值模擬與縮尺實驗
一、前言
地震除了會導致結構物的損壞之外，有可能會引起地下管線
的部分破壞進而影響整個管網的服務效能。以地震影響為例，主
要引起地下管線的破壞機制為地層的永久變形及地震波的傳遞，
又以地層的永久變形，如：斷層錯動、滑移和土壤液化造成的沉
陷或側潰等為主要的破壞原因，其影響的地區較為局部但是對服
務性能卻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地下管線過
斷層的管體變形行為及管體與土壤之間的互制。
過去學者在此議題有相關的研究，如圖一所示為康乃爾大學
所執行過的地下管線大型試驗。然而，有鑑於大型試驗操作不易，

圖二 小尺度地下管線剪力箱實驗

費用高昂等因素，在本研究中所採用縮小尺寸的地下管線過斷層
試驗，此試驗設置於國家地震中心實驗室中的一小型振動台，目
前只考慮平移斷層。由於為縮尺實驗，在管線尺寸及材料的選取
都會有所限制。沿水管管長方向的軸向和彎曲應變可以在實驗中
量測，另外，其過斷層的變形行為可以利用 ABAQUS 來模擬，幾何
與材料非線性等效應都會被考慮在數值模擬中。目前可由縮尺實
驗的結果發現水管局部挫屈的現象，與經由數值分析方法的結果
有吻合之處。未來，將透過縮尺實驗的數據與數值模擬結果，針
對不同性質之土壤與不同埋深的地下管線過斷層的行為做參數分
析。

圖三 小尺度剪力箱實驗尺寸
因縮尺實驗所導致的尺寸效應而無法表現出如現地或大型砂
土剪力箱所提供的土壓，我們將先做一些測試實驗以確保管材及
土壤勁度可符合預期實驗結果之要求。為了增加覆土應力，一剛
性板(重 13 kg ) 與鉛塊(每塊重 54 kg) 放置於砂土上，以三塊鉛塊
與蓋板重量而言，可以製造出約 64 cm 的埋深，在加上原本的埋
深 12.5 cm，此測試實驗的埋深共為 76.5 cm。已知銅管兩端接頭
邊界的設定條件可能會影響管體變形行為，加上受限於剪力箱的
尺寸，本實驗先以黏土填充銅管與端板之間的縫隙，讓銅管兩端
可以自由變形。實驗結果如圖四所示，可看到管體離斷層兩端發
生明顯的反對稱局部挫屈，挫屈位置離斷層處分別為 20 cm 和 16
cm。由圖五顯示，銅管管體的局部挫曲(壓應變)，管體的另一側

圖一

大尺度地下管線剪力箱實驗

有明顯伸長行為(拉應變)。未來，實驗將規劃施加額外的壓力來
試驗不同的埋深以探討銅管受土壓而導致的大變形行為。

二、縮尺剪力箱之實驗設置與實驗方法
十分之一的地下管線過斷層的縮尺實驗設置，如圖二所示。小
型振動台的油壓制動器最大可施加外力為 15 kN 及 14 cm 的位
移。一直剪箱放置在小型振動台上，另一直剪箱被放置在一個試
驗架上，此架子可以調整其高度確保兩個直剪箱在同一個水平
上。兩個直剪箱必須接觸良好以避免砂土的滲漏並確保在振動台
上的直剪箱可自由移動。兩個直剪箱初始設置，如圖三所示，以
求移動時水管可以受到最大相對位移。直剪箱的長、寬、高各為
60 cm, 23 cm 和 32 cm，為康乃爾大學大型地下管線剪力箱實驗
的 1/10 縮尺。為防止直剪箱開口兩側的箱體變形，用數個三角板
加勁，開口處第一個加勁板加寬以防止直剪箱移動時砂土的滲漏。

圖四 銅管反對稱挫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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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描述徑厚比為 80，埋深為 0.75 m 時靠近斷層附近地下
管線的變形行為。可發現管體發生局部挫屈的行為，另外由於反
對稱的邊界條件在管體另一端的反側也會有相同局部挫屈的行為
發生。以此例子為例，當斷層位移達 0.57 m 時，除了管體已有局
部挫屈行為發生之外，管線斷層處已遭受嚴重擠壓，進而造成供
水效能的降低。
以疏鬆砂土，埋深 1.25 公尺為例，徑厚比為 80 的軸向應變
與至斷層中心位置的關係圖，如圖八所示。徑厚比為 80 的管材發
圖五 銅管挫屈

三、地下管線過斷層大變形行為之數值模擬

生局部挫屈的位置約在離中央 1.5 公尺處。由於管體材料的不同，
文獻上對於管體破壞條件有著不同的定義。Takada et al. (1998) 的
研究指出在逆斷層的作用下，管線行為主要是由軸向應變(特別是
壓應變)控制，故可由管線軸向應變的大小來判別管線是否破壞，

本文採用有限元素套裝軟體 ABAQUS 模擬地下管線過斷層

而鋼管破壞與否的臨界軸向應變則定 5%。Kennedy et al. (1977)

與土壤產生互制作用的大變形行為。由圖六所示為 3 維的剪力箱

針對 API 5LX-Grade 52 與 60 的鋼管進行研究，其提議鋼管所能

實驗模型，管線被土層所包覆。八個節點的立方體元素(type

承受的軸向應變為 5%的拉伸應變。另外，為防止管線受軸向壓縮

C3D8R)用於土壤的模擬。斷層面位於土壤中間、垂直土壤將其切

產生的局部挫屈行為而造成的管線破壞，日本煤氣管線耐震設計

成相等的兩半。另外，用四個節點的殼元素來模擬地下管線，並

指南 (Japan Gas Association, 1982) 對於一般管徑尺寸則定義 2-3

假設水管的中心軸垂直於斷層面。ABAQUS 中所提供的接觸條件

% 為臨界應變，而 Vazouras et al. (2010)則定義臨界位移為開始產

會設置於水管的表面與土壤之間。此接觸條件有考慮摩擦係數 µ

生局部挫屈時之位移，亦即管線產生局部挫屈即視為破壞。本文

(= 0.3)，此外可允許水管與土壤分開。分析的步驟可分為兩階段，

採用當管線開始發生局部挫屈時的軸向應變為臨界應變。以徑厚

第一階段：施加大地應力在土體上，第二階段：斷層移動與管線

比 80 的管材而言，當斷層移動 0.2 m 時開始發生局部挫屈，此時

接觸；分析是採用位移控制法，逐步增加斷層的移動位移。

的臨界軸向應變為 -0.0058，如圖九所示。但因通常開始局部發生
挫屈時，管線的供水功能尚可維持，以發生局部挫屈時的軸向應
變做為臨界應變，有過於保守之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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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在不同斷層位移時的軸向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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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ABAQUS 有限元素模型

其中土壤採用彈塑性莫爾庫倫材料模型，透過彈性模數 E，土壤
凝聚力 c，摩擦角 φ，和包松比 υ，來決定土壤的特性。另外，
透過已知的軸向應力應變曲線，管線採用大變形等向硬化塑性模
型，其楊氏係數 E =1.25×1011 Pa，包松比 υ = 0.4，降伏應力 σy =
250 MPa。

axial strain

在有限元素模型中，土壤與水管假設為彈塑性的材料行為，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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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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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達局部挫屈時的臨界軸向應變
縮尺地下管線過斷層之實驗可以視為大型實驗的先前預備實
驗，相較於大型實驗的耗時、昂貴，縮尺實驗相較之下容易操作。
然而，尺寸效應對縮尺實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有限元素模
型的建立有助於來探討剪力砂箱尺寸的效應，以確保適當剪力箱
尺寸的選取可以實際反映出現地的情況。未來將藉由實驗的結果
圖七 銅管局部挫屈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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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校正有限元素模型中的參數，並進一步做參數分析。
副研究員 林祖榕

中心活動

2012 抗震盃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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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
(ITP2012)

與增進結構抗震觀念，國研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自 2001 年起

災害性地震長久以來都是環太平洋地震帶與歐亞地震帶造成

舉辦「抗震盃－地震工程模型製作競賽」迄今已歷經 12 屆，參加

嚴重人命與財產損失之主要天然災害。為協助位於這兩個地震帶

學生人數超過 4000 多人，包含英、美、日、韓、紐西蘭、香港、

上隨時遭受地震威脅的開發中國家提升耐震技術水準與耐震設計

菲律賓、新加坡、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均曾組隊參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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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全球規模最大之國際地震科教競賽之ㄧ。
今年延續往年規模，分成高中、大專及研究生三組，活動內
容朝創意提升與工程應用結合邁進，各組參賽隊伍需在活動期間
製作抗震結構模型，並進行相關耐震測試。另並舉辦研究生國際
研討會，研究生參賽隊伍須簡報模型設計理念與採行之隔減震方
式，經由裁判審查及其他參賽隊伍討論，以增加競賽之教育意義。
2012 抗震盃於 9 月 14～16 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舉
辦，14 日舉行研究生組研討會，15 日為模型製作及審查日，16
日則為模型競賽日。此外於 9 月 13 日舉辦地震教育之旅，安排國
外參賽師生參觀 921 地震教育園區、石崗壩等台灣震災遺址，加
深對台灣地震歷史及背景之認識。比賽過程高潮迭起，今年雖然
是國外參賽隊伍歷年來最多的一屆，但是台灣學校隊伍表現突
出，高中、大專與研究生組冠軍均獎留台灣。高中組由去年冠軍
隊伍國立新竹高工再度蟬聯寶座，大專組則由中國科技大學獲

物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邀集西亞、東南亞及中南美國家具耐
震設計相關經驗與背景之政府官員、工程師及研究人員，進行為
期一週的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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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機會讓學員間能彼此分享經驗及交換意見。
「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自 2002 年開始舉辦，至 2011
年為止共舉辦十屆，計有來自二十二個不同國家，共三百二十九
位學員參與。本年度第十一屆訓練班課程，已於十月二十九至十
一月二日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盛大舉辦；共邀請十五個國家
共三十二位學員（圖一）參加為期一週之課程，除了瓜地馬拉、
印度、印尼、約旦、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土耳其、越南、
薩爾瓦多、蒙古、秘魯、沙烏地阿拉伯、海地等國家，今年更首
度有來自尼加拉瓜之學員參加，擴大國際交流，提升友邦國家耐
震設計相關專業能力，並讓具迫切耐震需求之國家參與本訓練班。

勝，而研究生組則是由國立台灣大學奪冠，詳細得獎名單與其他
資料請參見 2012 抗震盃活動網頁：
http://www.ncree.org/ideers/2012/。

圖一 ITP2012 全體參訓學員合照
本次訓練班在隆重之開幕儀式後，安排參觀本中心引以為傲
的實驗場，並簡介本中心之研究工作，使學員對我國在地震工程
上之研究成果及發展現況有有深入瞭解；為促進各國學員間之交
流，安排各國學員輪流介紹該國地震工程和防災相關現況，藉此

2012 抗震盃國際邀請賽
副技術師 李牧軒

瞭解各學員自身工作或研究領域，提供未來聯繫及合作發展之契
機。本屆之訓練班共規劃了 17 場地震工程相關課程。第五日安排
學員至台中參觀受集集地震破壞之石岡水壩，以及具地震地質及
地震工程豐富資訊之 921 地震教育園區，讓學員透過親身感受斷
層錯動對建築物造成之破壞，瞭解耐震設計之重要性。
本次國際訓練班活動再一次順利達到強化國際關係及分享震
災防制經驗之目的。最後，國震中心也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國際合作處所提供之協助與經費補助，表達誠摯感謝之意。
副研究員 郭俊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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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第十五屆
世界地震工程研討會

台灣-俄羅斯
雙邊土木領域研討會

每四年一次國際性地震工程專家的盛會：第十五屆世界地震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辦理年度台俄雙邊研討會交流已

工程研討會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行，時間於今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

執行多年，過去數年執行成效良好，本年度與俄羅斯西伯利亞科

十八日，為期五天。里斯本於西元 1755 年曾經發生一次大地震，

學院理論與應用力學研究所(Kristianovich 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and

因此葡萄牙從事地震工程研究的歷史是相當久遠。本次研討會的

Applied Mechanics SB RAS)的雙邊研討會其主軸為土木工程，會議

目的是讓世界各地專家、學者及工程師透過此次研討會進行最新

主題為「創新技術於土木結構耐震工程之應用」，由國家地震工

研究成果交流及由不同角度來討論地震工程問題。會議的議題相

程研究中心主辦，俄羅斯國際工程院台灣分會協辦，於 11 月 2-3

當廣泛，涵蓋地震工程、結構工程、維生系統及針對社會、經濟

日，假國家地震中心 101 會議室舉辦「台俄雙邊土木領域研討

的地震風險評估等相關議題。相信透過此研討會，所有與會的人

會」。由本中心張主任擔任我國協調人，邀請國內土木領域學者

士對相關工程問題有更深入的討論。

與專家，與來訪的俄羅斯西伯利亞科學院訪問團代表，針對土木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代表團一行人前往參與此次盛會，針

相關基礎研究與工程應用問題，包含地震工程、複合材料、大地

對橋梁、建築物、維生管線、實驗技術、大地與地震工程的議題，

工程、建築結構等分析計算與實驗模擬方法進行研究成果交流，

進行論文發表與海報介紹。本次研討會所舉辦的城市里斯本是個

並討論台俄雙邊未來可能之合作研究議題，同時邀請了潤泰集團

值得一遊的城市。大會所安排的工程參觀，讓與會人士在參與研

總裁兼任俄羅斯國際工程院台灣分會理事長尹衍樑博士進行特邀

討會忙碌之餘，也有機會看看這個歷史悠久的古城。

演講，與會講演發表之台方學者與專家，分別來自台灣大學、交
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中興大學、中正大學等計 10 位，
俄羅斯代表團團長為俄羅斯西伯利亞科學院副院長 Fomin 院士，
來訪俄方與會代表共計 11 位，多數為該院單位主管級學者。本研
討會透過交流有機會讓台灣與俄羅斯雙邊合作範圍與單位將涵蓋
更廣，並引入跨領域的研究方向，進行雙邊基礎加應用型的研究
成果發表與交流，會議主要討論議題如下：
1. 土木建築與營建在耐震工程問題上相關基礎性研究
2. 連體力學之計算與試驗模擬
3. 土木建築結構工程跨領域問題研究

圖一 中心同仁於會場前合照

4. 工程複合材料計算分析與試驗研究
5. 雙邊合作研究方向與目標

圖二 會場演講盛況
副研究員 林祖榕
俄羅斯西伯利亞科學院訪問團與台方人員合影
本次與會人數包含工程界人士及學生計有 71 位。除研討會議
議程外，並安排俄羅斯訪問團一行人，至潤弘精密工程楊梅預鑄
廠、國家地震中心實驗場及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大樓隔震層進
行工程技術參訪活動。
副研究員 陳俊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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