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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斷層設計地震與監測研究之一》

近斷層設計地震調整因子研擬

發行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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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耐震設計規範考量斷層活動引致的特殊強地動效應與較高的地震潛勢，對

網址：http://www.ncree.org.tw

鄰近活動斷層的鄉、鎮區除提高其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外，再依工址與斷層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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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以近斷層調整因子反映其設計地震需求。評估近斷層調整因子時，採用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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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地震危害度分析(PSHA)將工址附近之可能地震源對工址之影響加總，而得到危害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誌第 10286 號

度曲線，藉由特徵地震模式於地震危害度分析中考量活動斷層之影響。並以一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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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耐震設計需求 S SD  0.8 、 S1D  0.45 、 S SM  1.0 、 S1M  0.55 為基準震區係數，
以求得不同回歸期下之近斷層調整因子 NA 及 NV，其隨工址與斷層距離增加而衰減。
至一定距離後，近斷層效應將不控制設計地震，回復一般震區考量。現行規範依據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 2000 年公告之第一類活動斷層位置，共七個斷層系統分別
設定其近斷層調整因子。
2010 年，中央地質調查所重新公告臺灣活動斷層調查成果(林啟文等，2009、
2010)。第一類活動斷層除原 2000 年版公告的 12 條外，新增 9 條(新城、三義、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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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鉆山、彰化、大茅埔-雙冬、六甲、旗山和鹿野等)，刪除 1 條(神卓山斷層)，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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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活動斷層共計 20 條。現行耐震設計規範僅對第一類活斷層擬定近斷層調整因
子，以提高其設計地震需求，因此，本研究針對新公告之第一類活斷層進行近斷層
調整因子之檢討。比較活動斷層分佈位置，新增列的活動斷層影響行政區範圍甚廣，
尤位於西部平原之鄉鎮市區，多數行政區之設計地震皆需進一步考慮近斷層效應之
影響。

二、近斷層調整因子研擬
特定工址在耐震設計上之地震需求，可應用 PSHA 機率法及 DSHA 定值法分析
獲得。PSHA 機率法分析是針對工址附近之區域地震活動(Eb)及活動斷層特性-規模
(Mc)、回歸期(Tc)，估算工址在未來特定期間內可能之地震需求。而定值法分析 DSHA
乃由特定震源可能之規模(Mc)及工址與斷層距離(R)，套用地震動衰減律求得近斷層
區域之地震動值。鄰近斷層工址的地震潛勢或需求受到斷層的地震活動模式控制，
活斷層的地震特徵常屬於規模、再現期可預測。因此，地震危害度分析可採用特徵
地震模型來模擬活斷層，進行評估。台灣地區活斷層除了車籠埔、花東縱谷、新化、
梅山等活斷層的地震活動參數較齊全，可建立特徵地震模型外，其餘活斷層缺乏潛
勢地震規模及再現期資料，使地震危害度分析的不確定性提高。
本研究依活斷層的地震活動相關參數的完整及確定程度，將地調所公告的 20 條
第一類活動斷層分成三個群組，保守假設其地震再現期分別為 350 年、700 年及 1500
年；而其特徵地震規模則依據古地震資料或由斷層長度依可靠經驗模型評估。2005
年耐震設計規範之近斷層因子是參考特徵地震模型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之結果修
定。為保持規範之一致性，本研究將已納入近斷層考量之第一類活斷層，分別進行
PSHA 機率法與 DSHA 定值法分析，將工址、斷層特徵地震規模、再現期與距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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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納入考量。針對鄰近斷層工址，建立兩種分析方法所得設計

因子在大於 8 公里後多設定一階級，使其工址之設計地震在基準

地震需求之關係函數η，以式(1)表示

震區係數乘上近斷層調整因子會接近一般震區之設定，如表一所

 ( Eb , Tc ) 

PSHA( Eb , M c , Tc , R )
DSHA( M c , R )

(1)

示。
表一 旗山斷層在不同距離下對應之近斷層調整因子
(a) 475 年回歸期
r ≤ 2 2< r ≤ 4 4< r ≤ 6 6< r ≤ 8 8< r ≤ 12

其中 PSHA(Eb, Mc, Tc, R)以現行規範之基準震區係數乘上斷
層之近斷層調整因子，Tc 為回歸期；DSHA(Mc, R)為同一工址及

NA

相關條件下定值法分析之地震動值。已列入現行規範之既有斷層
系統，以距斷斷層約 2 公里之工址為例，其關係係數η的分佈與
所對應之回歸期的比較如圖一所示，圖中亦列出既有斷層在進行

NV

r > 12km
不需考慮
1.15
1.10
1.05
1.00
0.88
近斷層效應
r ≤ 2 2< r ≤ 4 4< r ≤ 6 6< r ≤ 8 8< r ≤ 12 r > 12km
不需考慮
1.20
1.10
1.05
1.00
0.88
近斷層效應

PSHA 分析採用之活動斷層參數。顯示關係係數η隨著斷層特徵

(b) 2500 年回歸期

地震再現期變長而遞減；再現期大於 1500 年後，關係係數η會
趨近一定值，表示該活動斷層對工址設計地震之影響開始不顯
著，亦即工址設計地震主要受區域地震控制。利用關係係數η與
DSHA 定值法的結果，新增列活動斷層之近斷層調整因子即可被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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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旗山斷層在不同距離下對應之近斷層調整因子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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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既有斷層之關係係數η與回歸期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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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旗山斷層為例，其再現期依據調查資料保守假設為 1500
年，根據圖一，以同屬於長再現期的大尖山-觸口斷層為參考，
建立近斷層調整因子之關係係數η。依距離定義其近斷層調整因

R=6~8km

子，結果如圖二所示。圖中黑色實線為 DSHA 定值法的結果，

SDS=0.6~0.7

乘上關係係數η後，配合 475 年及 2500 年回歸期之基準震區係
數(圖中紫色線)，利用距離對應右邊縱軸即可推求該距離下，工
址之設計地震力需求在配合規範基準值時所需調整之倍率，此倍

圖三 鄰近旗山斷層，設計地震需考慮近斷層調整因子的鄉鎮分佈

三、結語

率即為近斷層調整因子(圖中橘色線)。本研究對旗山斷層之建議
如表一所列。若以 PSHA 分析結果來看旗山斷層之影響，因再現

規範對鄰近第一類活動斷層的鄉鎮區，以近斷層調整因子反

期長主要控制長回歸期的危害度貢獻，故在 475 年回歸期下工址

映近斷層效應。2010 年新增列活動斷層仍受限於背景地震年代

之地震危害多為一般震源所貢獻，斷層特徵地震之貢獻相對較

與活動斷層參數之不確定，本研究在現行規範變動最小之原則

小，其影響範圍也因而縮小(表一)。納入旗山斷層之影響後，附

下，以既有斷層之 PSHA 機率法結果與 DSHA 定值法分析間得

近地區之設計地震，因近斷層因子而實質變更為強震區。其行政

到關係係數，並回歸求得經驗式，配合規範基準值，應用至新增

區範圍如圖三所示。考量旗山斷層之特徵地震規模與再現期後，
其影響範圍較小，離旗山斷層超過 12 公里之鄉鎮，仍屬於較弱
震區，未免相鄰鄉鎮之設計地震差異過劇，因此，其近斷層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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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活動斷層求得之近斷層調整因子。若活動斷層特徵地震活動性
修正，本研究所得之關係係數經驗式仍可採用。
助理研究員 張毓文、邱世彬、研究員 簡文郁

《近斷層設計地震與監測研究之二》

高屏地區微地動量測與分析
一、 前言
微地動（Microtremor）又稱環境雜訊（Ambient Noise），在
土木工程領域則常被稱為微振，為各種大自然或人為現象所引起
的振動，如風吹、雨打、海浪拍擊岸邊、交通車輛、機械運作等
都是微地動的振動訊號來源。其能量相對於地震來說相當小，在
傳統地震學上被視為雜訊，但因其震源隨時存在所以收集足夠資
料所需之時間很短，這項絕對的優勢使得微地動的使用成為一項
極有潛力的研究主題。
場址效應在地震學研究、地震工程及防減災應用方面，都是
相當重要的課題，因為近地表地質特性的差異會引起程度不一的
地震波放大效應，所以在預測強地動的大小時，場址效應的評估
是一項關鍵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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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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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年來，全台已

圖一

高屏地區完成微地動測量的 TSMIP 測站分佈

陸續完成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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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測站場址工程地質資料庫」（Engineering

四、初步分析結果

Geological Database for TSMIP; http://egdt.ncree.org.tw/），簡稱
EGDT（郭俊翔等人，2011; Kuo et al., 2012），本研究使用此資

高雄和屏東地區的強震站（編號 KAU）已完成地層波速與微

料庫之鑽探資料，配合強震站測量的微地動資料進行分析，使得

地動測量的測站共有 60 個，將其微地動單站頻譜比曲線依照測站

微地動的測量結果得以量化，更精準的評估場址效應。去年度使

的 Vs30 數值以相對應之各種顏色繪製後則如圖二所示。由圖中

用台北地區的資料完成微地動特性分析與模型建立之相關研究，

可看出單站頻譜比之共振主頻由低至高之顏色變化為黃、綠、藍，

並完成在高屏地區強震測站的微地動量測工作，本文即上年度於

與 Vs30 大致成正相關，因此若能根據既有之地層波速資料仔細

高屏地區之微地動測量狀況與初步資料分析結果之簡介。

分析微地動單站頻譜比曲線，則可建立使用單站頻譜比曲線推估
場址參數之有效方法。

二、高屏地區微地動測量
本研究使用日本東京測振株式會社所生產的 SAMTAC-801B
記錄器和 VSE-311C 感應器進行微地動量測，記錄方式統一採用
取樣率每秒 200 點進行 18 分鐘的連續記錄，地震儀擺放位置則盡
量靠近強震站鑽孔附近已確保地質條件可視為完全相同。依據已
知之強震測站場址分類結果（Kuo et al., 2012），本次野外工作共
在 6 個 B 類測站、9 個 C 類測站、43 個 D 類測站、與 2 個 E 類
測站完成微地動量測，如圖一所示。

三、微地動單站頻譜比法
Nakamura（1989）提出單站頻譜比法，可消除近地表沖積層
造成的雷利波效應，進而計算出地層的轉換函數。某場址之初始
轉換函數可表示為 ST=SHS/SHB（水平向地表頻譜/水平向岩盤頻
譜），近地表沖積層造成的雷利波垂直向頻譜效應可表示為
ES=SVS/SVB（垂直向地表頻譜/垂直向岩盤頻譜），若假設雷利波

圖二

高雄與屏東地區內 60 個強震站的微地動單站頻譜比圖

各頻譜比曲線依照所在測站之 Vs30 給予圖右所繪之對應顏色
副研究員 郭俊翔、林哲民
國立中央大學教授 溫國樑
助理研究員 謝宏灝

水平與垂直向之作用相等，及根據由井下地震儀實際觀測到基盤
的水平與垂直向頻譜幾乎相等，則該場址的精確轉換函數（STT）
為初始轉換函數（ST）去除掉雷利波的水平向效應（ES）則可表
示為 STT=ST/ES= SHS/SVS（地表水平向頻譜/地表垂直向頻譜）。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85 期／3

《近斷層設計地震與監測研究之三》

臺灣嘉南地區微地震活動監測
一、前言

根據過去研究經驗，依據儀器響應特性、測站設置及資料分析

臺灣西南部的嘉南地區存在多條活動斷層，區域內地震活動
度高且分佈範圍廣，大規模之地震災害一直是該地區不可忽視之

方法，微震網主要偵測範圍僅在規模 2.5 以下，但能更有效偵測
較小規模之微地震活動，達到本研究之監測目的。

隱憂。本研究規劃以三年期間，針對大嘉南地區進行微震監測，
目標除了區域內之活動斷層外，也著重在平原下之盲斷層或其它
發震構造；以微震監測資料嘗試瞭解斷層主要破裂面，並釐清震
源破裂機制，綜整嘉南地區活動斷層震源參數，作為嘉南地區地
震動潛勢評估之重要參考。

二、微地震監測網
微震監測網根據嘉南地區歷史地震活動及主要斷層分佈，規劃
地震監測站位置，於 2011 年下半年陸續完成 21 個寬頻微地震間
測站之建置工作。微震監測站挑選人煙稀少僻靜之位置，避免人
為雜訊干擾；監測站之設置上，地震儀埋設於地表下至少一公尺
深，透過鋼筋與水泥固定確保與地層之耦合，大幅提高地震波導
入地震儀之訊號品質，加強訊號雜訊比，提高微地震資料辨識度。
微地震監測站皆使用高靈敏度速度型寬頻地震儀 Guralp
CMG-6TD，頻寬範圍 0.033 到 100 Hz，解析度達 24 bit，動態範
圍達 132 dB，靈敏度高於 2000 V/m/s，以內建高容量快閃記憶體
儲存資料，測站並配備 GPS 衛星接收天線、太陽能供電裝置及備
援電池，維持測站校時及長時間運作之功能；測站一律採 24 小時
連續記錄，取樣率為每秒 100 點。圖一是微地震監測站設置完成
後之照片。

圖二 嘉南地區微地震監測網測站分佈（藍色三角形為非即時
寬頻測站，黑色三角形為即時測站），以及截至 2012 年 11
月之微地震定位成果

三、目前監測成果
圖二是本監測網截至 2012 年 11 月底所定位出之微地震活動
分佈圖。由於嘉南地區是目前臺灣西半部地震活動最為活躍的地
區，因此微震活動一直相當活躍且分佈廣泛，從西側沿海平原一
直到東側之西部麓山帶都有密集分佈，穩定持續的活動。在北段
嘉義一帶，地震明顯集中在大尖山與觸口斷層以東一帶，梅山及
九芎坑斷層一帶之微震相對較少，但嘉義市東側一帶則有顯著微
地震活動。南段之台南地區，微地震活動相對活躍，大量集中在

圖一 嘉南地區微地震監測站照片
此外，為配合本中心設立於國立中正大學之「嘉義地區地震
防救災研究計畫辦公室」相關工作，陸續於嘉南地區建置數個即
時地震觀測站，各即時站包含速度型寬頻地震儀和加速度型強震
儀，資料即時傳送至本中心進行監測；透過整合式監測成果提供
該計畫辦公室所需完整的嘉義地區地震與斷層活動資訊。圖二可
見本計畫所建置完整嘉南地區微地震監測網之測站分佈圖，此網
已涵蓋整個嘉義縣、市、台南市以及鄰近斷層所在之麓山帶，廣
泛監測嘉南地區之微地震活動。
監測網建置完成後經過數個月的資料品質檢驗及儀器設備現
地校正等工作後，即開始連續記錄高品質的地動資料，非即時站
每兩個月進行一次資料蒐集，利用本中心發展之微地震監測網資
料處理程式，擷取微地震波形進行處理分析和初步定位工作，繪
出每個月之微震活動分佈，配合中央氣象局地震資料，定期評估
嘉南地區微震活動現況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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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口、木屐寮及六甲斷層沿線，也延伸至旗山斷層北段東南側之
高雄市境內，在斷層兩側皆有大範圍且均佈之微震活動，串連成
一西北-東南向之密集地震帶，但其活動與各斷層之關係不明確，
反應此區域之構造可能因較為破碎，造成密集的微地震活動。
此外，2010 年 3 月 4 日發生於本微震網南邊之高雄甲仙地震，
其主震區現今仍不時有小規模地震活動，顯示甲仙地震之發震構
造，至今仍持續活動釋放其構造應力。
副研究員 林哲民、郭俊翔
助理研究員 謝宏灝、張議仁

《近斷層設計地震與監測研究之四》

利用固態核飛跡(SSNTD)技術監測臺灣地區板塊活動斷層之研究
火山氣體成分的變化被認為是火山活動性的一個重要指標。在

鄰的觀測孔，其測得的土氡變化行為有所不同（圖二與圖三），

特定區域，分析火山氣體的成分可以幫助了解岩漿的成份和位

某些觀測孔測得的土氡濃度過低，不適合進行觀測。觀測結果也

置。氡 222 是火山地區主要的放射性氣體。研究氡-釷濃度變化是

顯示，在觀測期間（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其土氡濃度異

調查火山活動性相當有用的工具。在地震前兆研究方面，我們已

常上升可能為潛在的地震前兆訊號，或許與大屯火山群鄰近地區

經建立了三個監測站(新竹、台南、宜蘭)。在本研究中，我們利

所發生的地震活動有關（圖五）。

用固態核飛跡探測器（SSNTDs）技術（即硝酸纖維素 α 飛跡探測
器 LR-115 底片）調查土壤氣體氡-釷濃度，以觀察台灣北部的大
屯火山區的構造活動性。
在開展調查工作之前，已於實驗室使用（i）裸置與（ii）杯置
兩種模式對硝酸纖維素 α 飛跡探測器進行了一系列的校正實驗。
為了同時測量氡氣和釷氣，於氡-釷分離器模式（iii）使用 LR-115

圖三 大油坑 2 處觀測孔之平均土氡濃度觀測紀錄 (a)溫度範

底片的配置也進行了校正。實驗結果顯示，在裸置模式中，子核

圍 23°C 至 46°C 與(b)溫度範圍 60°C 至 65°C

會影響核飛跡在 LR-115 薄膜上的形成，所以必須小心的控制實
驗配置。
在完成校正之後，於大屯火山區（TVG）
（圖一）小油坑（SYK）
大油坑（DYK）與焿子坪（GTP）三地不同土壤溫度的觀測孔中
（地表下約 50 公分深）安裝氡-釷分離器與 LR 底片，定期觀察
土壤氡-釷氣濃度變化與大屯火山區的火山及地震活動之關係（兩
週至每月一次）。

圖四 焿子坪平均土氡濃度觀測紀錄，溫度範圍 35°C 至 60°C

圖一 土氡觀測點的位置與探測器於現地安裝的狀況
（紅圈內之PVC管）
野外觀測顯示，火山地區的土壤溫度並非穩定不變，觀測孔的
溫度常會隨時間有所變化。於火山地區使用 LR 底片，必須注意
安裝於合適的溫度內（≤65⁰C）。觀測結果於小油坑（圖二）和
大油坑（圖三）得到較低的土氡濃度，在焿子坪（圖四）則是相
對高值。小油坑和大油坑的土氡濃度值較低，可能是由於其下方
存在岩漿庫，致使該地區的土壤氣成份主要為揮發性氣體。

在焿子坪有較高的土壤氡氣值可能是由於位處構造破碎帶，

圖五 焿子坪（GTP）小油坑（SYK）大油坑（DYK）土氡濃度
變化與大屯火山地區周邊地震紀錄，兩起地震發時間為
2012/10/13 06:38 與 2013/1/16 09:31，震前皆有土氡濃度異常上升
現象

提供逸氣通道，推測大屯火山群的土壤逸氣來源與台灣東北部的

Vivek Walia、Arvind Kumar、張效賢、林世榮

圖二 小油坑 2 處觀測孔之平均土氡濃度觀測紀錄 (a)溫度範
圍 24°C 至 29°C 與(b)溫度範圍 48°C 至 60°C

板塊隱沒過程密切相關。此外，在小油坑與大油坑皆有設置兩相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楊燦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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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實驗

大直橋橋梁安全監測示範計畫

一、前言
橋梁安全即時監測技術是橋梁管理機關需要的管理工具，也
是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持續研發的工作項目之一，而如何經濟
有效地監測「長距多跨」橋梁的即時狀態，一直是研發工作的最
大瓶頸。國震中心近年來在光纖感測儀器製作、光纖熔接技術、
以及通訊能力上，有了大幅度的進步，故開始挑戰「長距多跨」
橋梁的即時監測。本中心取得了台北市政府同意，在大直橋佈設
光纖監測系統，希望以本案為例，向全國的橋梁主管機關介紹新
圖三 監測系統特性

一代的「全方位全橋光纖監測」技術。

四、光纖「沉陷與傾斜」感測計介紹

二、大直橋簡介
大直橋橫跨基隆河兩岸，南接濱江街，北接大直地區，是台

光纖「沉陷與傾斜」感測計，能監測橋梁高程，是本監測系

北市中山區的一座重要橋梁。橋梁於 2002 年 6 月 23 日完工通車，

統的最大特色。它是利用連通管原理與浮力原理，監測橋梁高度

米白色的橋梁，共有十一跨：北側三跨為箱型鋼梁；南側五跨為

的變化(圖四) 。根據儀器設計尺寸，儀器可精準至 1mm 等級，

預力混凝土箱型梁；中間三跨為釣竿式斜張鋼梁。斜張橋搭配紅

高解析度對橋墩是否發生沉陷或傾斜的監測十分有幫助。

色的鋼纜，醒目耀眼，成為代表台北市之景觀橋梁(圖一)。

連通管

圖四 光纖「沉陷與傾斜」感測計
圖一 大直橋景觀

五、監測數據分析
三、全方位全橋光纖監測系統簡介
即時的監測數據傳回至國震中心，立即分析數據，繪示如圖
為滿足「長距多跨」橋梁安全監測之需求，國震中心經過數
年的研發與整合，開發了「全方位全橋光纖監測系統」，目的是

五。圖五中，上圖為最長鋼纜的振動、中圖為大梁的轉動、下圖
為大梁的高度。動態訊息即時呈現。

協助橋梁管理者隨時掌握橋梁安全狀態，利如：洪水水位、伸縮
縫距離變化、橋梁高程線形、斜張鋼纜張力等等，與安全性最直
接相關的監測數據(圖二)。
光波分析
儀與電腦
通訊系統
1

2

眾多光纖光柵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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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長距多跨」的橋梁安全監測系統

圖五 監測數據繪示，動態訊息即時呈現

「全方位全橋纖監測系統」能監測「長距多跨」橋梁，故可應

結語：經過數年研發與系統整合，國震中心已能夠自製感測器與

用於：(1)橋梁平時的檢測作業。(2)地震時與地震後的橋梁安全監

整合通訊系統，「長距多跨」橋梁安全監測的理念，將逐漸成真。

測。(3)洪水時與洪水後的橋梁安全監測。可以說，此監測系統是
專為防救災管理而設計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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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員 李政寛

研討會

國道一號五股楊梅拓寬段橋梁現地載重實驗

一、前言

1. 強迫振動實驗

國道 1 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中，五股林口段工程設

實驗於橋墩 P333 與 P334 之橋梁上層中間設置強迫振動儀，

計部分，範圍北起由汐五高架段五股端（統一里程約 31K），南

以及 P333 與 P334 上下層橋墩端點佈設 6 個高精度速度計與 P333

至統一里程 45K 處，全長約 14 公里。在五股林口段工程當中有

至 P334 橋面 1/2 處、3/4 處佈設 4 個高精度速度計以擷取振動資

三種特殊橋梁型式，包括跨越中山高大跨徑橋梁、共構段雙層橋

訊。

墩橋梁及鋼與預力混凝土混合梁橋，為能瞭解實際橋梁振動週期

2. 車輛載重靜態實驗

及頻率以掌握其長期動態行為，遂於橋梁現場進行強迫振動實
驗、現地靜態載重實驗及動態載重實驗。

共構段雙層橋梁為南北向高低橋梁，載重作用範圍為
P333-P334 與 P334-P335 兩跨，共規劃 7 個靜態載重方案。
3. 車輛載重動態實驗

二、現地實驗配置
跨越中山高大跨徑橋梁
考量儘量避免造成環境的不利影響，北上線須避開地質敏感

雙層共構橋梁振動單元於 P333 橋墩至 P337 橋墩，以兩台 20
噸之砂石車分別以時速 20 公里、40 公里、60 公里通過振動單元，
橋面配置高精度速度計量測其橋梁之速度反應，橋墩懸臂端搭配

區，以致於橋梁平面線形須配設為兩度跨越中山高速公路，此跨

PSD 動態量測可直接獲得橋梁變位。

越橋梁的主跨為全台灣目前最長跨度之鋼箱型梁，中央跨徑達

鋼與預力混凝土混合梁橋

216 公尺，是本路段最具工程特色的一環。
1. 強迫振動實驗
實驗於橋墩 P4A01 與 P4A02 中間設置強迫振動儀及佈設六個
高精度速度計以擷取振動資訊，本實驗依強迫振動儀產生 0.3 Hz
至 9 Hz 之外加頻率，以觀測其振動反應。
2. 車輛載重靜態實驗
靜態實驗採用 12 部俗稱〝十輪〞砂石車，每部車重均為 20

跨越進出高公局匝道路段中，橋梁上部結構採用等梁深配
置，並使用鋼與預力混凝土混合梁橋之配置方式，同時為減小跨
徑亦設計偏心橋墩因應之。
1. 強迫振動實驗
實驗於橋墩 P165 與 P166 中間設置強迫振動儀，及 P164 至
P166 之間佈設八個高精度速度計以擷取振動資訊。
2. 車輛載重靜態實驗

噸，皆配置於橋墩 P4A01 至 P4A02 間，實驗共規劃 8 個載重配置，

鋼與預力混凝土橋實驗範圍為 P165 至 P166 合計 85m，並規

且搭配水準測量以量測各加載狀況之撓度，圖 1 為現地實驗施作

劃 8 個靜態載重方案，且搭配水準測量與雷射測距儀以量測各加

情況。

載狀況之變形。
3. 車輛載重動態實驗
鋼與預力混凝土橋振動單元為 P164 橋墩至 P177 橋墩，車輛
載重動態實驗配置為兩台 20 噸砂石車分別以時速 20 公里、40 公
里、60 公里通過振動單元，並以高精度速度計量測其橋梁之速度
反應，並搭配 PSD 動態量測可直接獲得橋梁變位。

三、結語
圖一 單邊偏心載重實驗之現場配置
3. 車輛載重動態實驗
大跨徑橋梁振動單元於 P353 橋墩至 P4A03 橋墩，車輛載重
動態實驗配置為兩台 20 噸砂石車分別以時速 20 公里、40 公里、
60 公里通過振動單元，並以高精度速度計量測其橋梁之速度反
應，並搭配高靈敏度位置感測器(PSD)動態量測可直接獲得橋梁變

本計畫已完成各橋梁強迫振動實驗、現地靜載及動態量測，
並已著手整理其量測結果，並將與有限元素模型之分析結果比
對，希冀以此校驗理論模型之正確性。
此階段亦已針對長期監測之儀器佈設完成，下一階段將開始
進行局部系統操作測試並持續進行針對各種橋梁可能面對的外在
擾動進行理論分析，朝建立橋梁結構預警系統之目標前進。

位。
共構段雙層橋墩

組長 宋裕棋、交通大學助理教授 林子剛

南行至北上線側里程 37K＋500〜40K＋000 區間，因東側邊

副研究員 洪曉慧 陳俊仲

坡屬地質敏感區，考慮對環境影響必須迴避，因此北上線高架橋

台北科技大學博士生 邱毅宗、碩士生 張達新

於里程 37K＋000 附近跨越國道 1 號至南下線側，並與南下線採
雙層共墩方式（即北上線置於上層，南下線置於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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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 Nuclear Plants Current Issues Symposium:
Challenges & Opportunities
Nuclear Plants Current Issues Symposium ： Challenges &

之地震動反應譜(Ground Motion Response Spectra, GMRS)。電廠執

Opportunities 為針對最新的核能議題與相關對策所召開之會議，

照者需依此反應譜，提出各項資料，包括依循 ASME/ANS PRA 標

第 8 屆會議由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準(RA-Sa-2009)進行 SPRA 分析或 SMA 分析說明電廠結構、設

核能研究所的 Ajaya Kumar Gupta 教授所主持，旨在檢討福島

備、管線等對於地震、水災抵禦之能力，並依據分析結果提出方

(Fukushima)核子事故所帶來的訊息，說明與分享各國在日本 311

案，確保核能機組的運轉安全。NTTF 2.3 為因應福島等危害事件

地震後的項因應措施。本會議於 2013 年 1 月 23 日至 1 月 25 日於

對電廠可能之傷害，針對核電廠安全停機必要機電設備與廢燃料

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舉辦，會中邀請核能相關研究學者進行

池提出各項現場巡察的篩選程序與可接受標準。近年來世界各地

一系列的演講，講者多來自於美國核能相關的權責單位，如美國

發生劇烈地震多起，且對核電廠多有危害，造成如美國 North Anna

核能管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U.S. NRC)、美國

電廠、日本 Onagawa 電廠、日本福島電廠等事件發生。此些事件

核能協會(American Nuclear Society, ANS)、美國核能學會(Nuclear

下相關管線、設備等在設計上與損傷狀態的資料庫是成立現場巡

Energy Institute, NEI)及美國電力研究所(Electric Power Research

查表之參考，此資料庫亦是目前美國電力研究所(EPRI)( NP-6041)

Institute, EPRI)，亦有民間的核能公司進行經驗的分享。

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之一。

日本福島核子事故後，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RC)成立專案

本次會議的另一項重點在於 NRC 要求各核能電廠持照者提

小組(Near-Term Task Force, NTTF)，檢討本事故所帶來的教訓及

出能夠緩和事故後果之救援能力，稱為“Diverse and Flexible

經驗，給予設計單位五個面向 12 個建議事項，如表一所列，以加

Coping Capability” (FLEX) 程序，概念如圖一所示。此項是希望

強未來核能電廠的安全。其中「確保安全防護面向」之建議事項

強化核電廠救援與應付超過設計基準事件的能力，提出在遭遇超

2－要求業主對運轉中機組重新評估並視需要更新結構物、系統、

出設計基準事件後並喪失所有交流電源及設備無法接近正常使用

組件(Structures, Systems, and Components, SSCs)，加強在設計基準

之最終能力的情況下，能夠緩和事故後果之救援策略。此項已被

地震及水災的防護能力 (每 10 年納入新的、重要的歷史資料以確

寫入聯邦法規 10 CFR50.54(hh)(2)中，規定在預計時間內需完成強

認並視需要更新此設計基準)，而此部分是本次會議主題之一。此

化之救援策略。

外，新的國際核能法規說明及美國給予電廠限期改善之項目與時
程、日本福島事件對於核能安全之影響與效應、電廠設備之 SPRA
與 SMA 分析、管路或設備相關之設計與老化對策最新研究、易
損性分析、核能設施之生命週期分析、海嘯之影響等議題都在此
次會議中作了說明。
表一 NRC NTTF 小組建議事項
(節錄至 NRC 21 世紀強化核能安全對策一書)

圖一 FLEX 程序之概念
(http://pbadupws.nrc.gov/docs/ML1135/ML11353A008.pdf)
另外，核能管線、設備等老化與生命週期分析，亦由相關單
位持續進行研究，包括設備、管線與控制元件在受到高頻振動時
可能之破壞，均在此會議中有初步研究成果之說明。
近年來，本中心為協助台灣地區核能安全之發展，致力於了
解國際上核能法規與安全對策之演進，期能與國際發展趨勢接軌
並進而抑低台灣核能電廠地震危害之風險。此會議之講習內容與
NRC NTTF 小組所提出的 12 項建議事項依據優先執行次序
區分為三個區塊，其中(1) 2.1-地震及水災等廠外危害設計基準再
評估；(2) 2.3-地震、水災及其他廠外危害防護的現場巡查工作
(walkdown)，均為第一優先工作，並已屬於聯邦法規 10 CFR
10.54(f)的相關規定，是各核能電廠持照者必須執行的要項，在會
議中由 NRC 人員對此進行相關說明。NTTF 2.1 中對於電廠設計
地震基準再評估均建議以地震危害度分析方法產生一具場址特性

8／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85 期

相關資料有助於釐清美國核管會對於核電廠目前的規劃與建議，
了解各核能單位目前對於核能安全相關之研究議題之發展，能擴
展且加強本中心對台灣核能安全與發展之研究方向。
研究員 柴駿甫
助理研究員 張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