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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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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勁土壤結構的優點在於可大量減少施工經費、縮短工期、減少不均勻沈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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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較大變形及可植生美化景觀等，在 921 集集大地震中，除位於震央附近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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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勁土壤結構因設計、施工不當導致損壞外，大部份的加勁土壤結構均維持得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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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加勁土堤可以拓寬既有道路之基礎，避免路權不足，作為長期或者是臨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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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構，臺灣的地震頻繁，如能善加利用其柔性及耐震特性，相信能確保用路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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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圍建築的安全。從過去的研究中(Viswanadham and Kong, 2009; Hu et al., 2010;
Chen et al., 2007; Nova-Roessig and Sitar, 2006)，可以瞭解加勁土坡的變形行為及影響
其變形的因子，但是若要引進耐震性能設計理念於土堤耐震設計，首先必須要先瞭
解加勁土堤的動態特性，進而才能掌握加勁土堤結構在不同等級地震作用下之變
形，使加勁土堤的整體變形量在不同地震荷載時仍處於安全限度內。因此本研究規
劃一系列加勁土堤離心振動台試驗，瞭解加勁土堤受振之加速度反應。

二、試驗設備與使用材料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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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儀器。試驗使用之土樣為石英矽砂，砂顆粒的形狀為角狀(angular particle)，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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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徑為 0.19mm，最大最小乾單位重分別為 16.3 kN/m3 與 14.1 kN/m3，相對密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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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摩擦角約為 35 度，根據土壤篩分析試驗之粒徑分佈曲線，統一土壤分類法中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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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1.25 kN/m 兩種不同強度的柔性人工合成材料，作為離心模型所使用的加勁材料，
於 50 g 離心重力場中，依照尺度效應之轉換可模擬之現場 112.0 kN/m 與 62.5 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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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加勁材料強度。

三、離心模型試驗準備與步驟
本文所討論之試驗結果包含 5 組加勁土堤離心振動台試驗，表一是模型試體於
50 g 離心重力場中模擬的原尺寸加勁土堤之各項參數，模型編號的 GREE 表示加勁
土堤(geosynthetic reinforced earth embedment)，其後之數字表示試驗編號，16 公分高
之加勁土堤模型，於 50 g 離心重力場中可模擬現地 8 公尺高之加勁土堤，土堤坡面
包含 1:1 與 1:0.5 兩種，加勁間距有 0.8 m 與 0.5 m 兩種，加勁材料則包含兩種強度，
加勁材料長度皆為 0.7 倍土堤高度。每組試驗皆進行數個地震事件的模擬，瞭解不同
基盤輸入加速度對加勁土堤加速度反應之影響。圖一為 GREE5 試體準備完成之照
片，照片中已經拆除水平支撐檔板，加勁土堤坡頂與坡面設置位移計量測坡頂沉陷
與坡面水平位移；土堤內部加勁區與非加勁區則依上中下三個高層布設兩個加速度
計陣列(加勁區為 A11、A13、A10，無加勁之土壤區為 A6、A4、A12)，試驗箱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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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安裝加速度計，其量測值則作為基盤輸入加速度。

度為 1 Hz，基盤輸入加速度分別為 0.056 g、0.111 g 與 0.199 g

試體完成並吊掛至離心機掛台後，啟動離心機控制系統，至

時，加勁區與土壤區頂部最大的放大倍率幾乎一樣，分別約為

預定之 50 g 離心力場，由控制室遠端操控振動台，輸入不同振

1.2、1.2 與 1.3，顯示高程對加速度放大效應的影響就顯的相當

幅與頻率的振動事件，並量測加勁土堤之受震反應。模型試體先

小。在輸入加速度為 4.8 Hz，基盤輸入加速度分別為 0.015 g、0.037

輸入白噪(white noise)訊號，探測加勁土堤的顯著頻率，之後會

g 與 0.087 g 時，加勁區頂部最大的放大倍率分別約為 3.7、3.8

經歷數個主要振動事件，其基盤輸入加速度分別約為 0.08 g、0.12

與 5.7，土壤區頂部最大的放大倍率分別約為 3.1、3.2 與 4.5，顯

g 與 0.23 g，頻率為 1 Hz、15 個週期的三種加速度歷時，以及 0.03

示高程明顯影響加速度的反應，而且基盤輸入加速度與加速度放

g、0.06 g 與 0.11 g，頻率為 4.8 Hz、15 個週期的三種加速度歷時，

大倍率兩者呈正比。

最後再施加歷時 15 秒的白噪訊號，以檢測加勁土堤的性質。待

1.0

機掛台，進行後續拍照與清理之作業。
表一 試驗模擬之現場加勁土堤各項參數
模型
編號

頂部
寬度
(m)

土堤
高度
(m)

坡
度

加勁
間距
(m)

加勁材料
強度
(kN/m)

GREE4

18.35

8.0

1:1.0

0.8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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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

8.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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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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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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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加勁土堤土壤區不同深度之加速度放大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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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試驗結果

圖三 加勁土堤加勁區不同深度之加速度放大分佈
由過去的研究可以知道，加勁材料配置會明顯的影響加勁
結構變形的穩定性，但是由本研究中各個不同加勁間距、加勁
材料強度或者加勁土堤坡面傾角的模型，在輸入白噪訊號後加
勁土堤的加速度反應可以瞭解，8 m 高的加勁土堤其顯著頻率
約為 5.7 Hz，顯著頻率不會因不同配置條件而改變。

五、結論與檢討
本研究以離心模型振動台試驗探討加勁土堤之動態反應，試
驗結果顯示，加勁土堤的顯著頻率不會因不同加勁材料配置而改

白噪訊號振動事件後，加勁土堤模型均進行數個主要振動

變，8 m 高的加勁土堤其顯著頻率約為 5.7 Hz；加勁土堤內部土

事件模擬，由加速度反應可以知道，加勁土堤內部的加勁區與

壤區與加勁區加速度的傳遞，其加速度振幅放大行為與高程成正

土壤區，在輸入基盤加速度為 1 Hz 的主要振動事件時，不同高

比，且基盤輸入加速度的頻率越高，放大的效應越明顯。然而，

程位置的加速度反應與基盤加速度值差異不大，沒有明顯放大

在加勁土堤設計規範中的加速度放大倍率為定值，與試驗結果有

的行為；但是在在基盤輸入加速度為 4.8 Hz 的主要振動事件

明顯差異，因此依照規範設計加勁土堤時，會低估其上部的受震

時，不同位置的加速度反應與基盤加速度有明顯差異，最底層

加速度反應。

幾乎與基盤輸入加速度差不多，但是加勁區與土壤區在基盤輸
入加速度的頻率越高時，放大的效應越明顯，其加速度放大倍
率與高程成正比且非線性之關係。因此，若輸入之加速度頻率
接近顯著週期時，應可更清楚的觀測到加勁土堤共振的情形。
將加速度尖峰量測值除以基盤加速度尖峰值，可以得到加速
度的放大倍率，圖二與圖三分別為加勁土堤土壤區與加勁區內不
同高程位置之加速度放大倍率，從圖中可以觀察到，在輸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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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工程基礎研究之二》

新竹舊中正橋基礎檢測
一、 前言
新竹縣竹 48 線舊中正橋跨越頭前溪，為芎林鄉往返竹東鎮
岩互層所構成，受溪水長期沖刷形成蝕溝地形，並導致部分橋墩
基礎長期遭受裸露問題。雖過去曾數次進行橋基保護工程，但於
2012 年八月間蘇拉颱風後，豪雨引致之強大水流造成其 P9 橋墩
之沉箱基礎發生嚴重裸露，如圖一所示，因恐有結構安全之疑慮，
故封橋禁止通行迄今，並擬改建新橋。本研究藉此機會，於封橋

0.006

Fourier Intensity, V(f) (cm/s2-s)

之要道，已通車 30 餘年，橋址附近河床大多由泥岩層或泥岩與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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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對舊中正橋進行上部結構微振量測，以探討基礎裸露對橋梁
動態行為之影響；並進行沉箱基礎衝擊反應檢測，以確認基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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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希望能藉此實際案例研究，驗證基於結構動態反應之地工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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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P9~P11 橋墩微振反應：(a)平均富氏譜(b)第一模態振型

三、舊中正橋沉箱基礎衝擊反應檢測
舊中正橋係採沉箱基礎，然因設計圖說散佚而無法得知基礎
圖一 舊中正橋受沖刷情況（2012 年 8 月攝)

深度，故本研究利用衝擊反應法(impulse response)對 P11 橋墩進
行沉箱長度檢測。衝擊反應法係以衝擊錘敲擊沉箱頂面，製造一

二、舊中正橋微振量測

衝擊波沿沉箱壁體下傳，其至不連續面（如沉箱底部或沉箱壁體
缺陷處）時將發生反射，利用裝設於沉箱頂部之加速規量測波傳

本研究於舊中正橋封橋期間，於上部結構橋面板處利用速度

反應，便可藉此評估沉箱長度或沉箱缺陷之位置。由入射波與反

計進行微振量測，量測位置分別為受沖刷裸露最嚴重的 P9 橋墩，

射波經過沉箱頂部之時間差，配合沉箱壁體 P 波波速，可計算出

以及鄰近之 P10 與 P11 橋墩（見圖一）；用來量測振動之感應器

波傳距離，進而可計算出沉箱長度或缺陷位置。

採用東京測振之 VSE-15D 速度計，係直接固定於橋面版上；量測

20
10

2

a(t) (m/sec )

當天，利用測深錘搭配皮尺，測得 P9 沉箱之裸露深度近 15m。
圖二(a)為利用平均頻譜分析法求得之水平橫向（平行水流
向）振動平均富氏譜，P10 與 P11 之振動含量主要集中在 2~4Hz
之範圍內，兩者之顯著頻率分別約為 2.8Hz 與 3.3Hz；P9 橋墩則

0
-10

於 1.5Hz 附近有一明顯之尖峰。綜合以上，P10 橋墩可能因橋基
保護工部分沖毀，故顯著頻率較保護工完好之 P11 橋墩略低，而
嚴重裸露之 P9 橋墩顯著頻率又較前兩者明顯為低，故可知基礎裸

27.66

27.67

27.68

27.69

27.7

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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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P11 橋墩沉箱頂面衝擊反應歷時曲線

露將造成橋墩振動顯著頻率明顯下降。
接著利相關性分析法進行模態分析，第一模態基本頻率為
1.47Hz，即為 P9 橋墩之微振顯著頻率，對應之模態振型如圖二(b)
所示，P9 橋墩處呈現最大之振幅。綜合以上，可知受沖刷而嚴重
裸露之 P9 橋墩較鄰近橋墩之勁度明顯為低，故受外加載重時將有
較大之反應，而可能導致沉陷或傾覆穩定性之疑慮。

圖三為所測得沉箱頂面衝擊反應歷時，可清楚辨識出入射波
與反射波之波形，由數次敲擊結果求得代表性之波傳時間差為
1.053×10-2 秒，並概估波速約為 4975 m/s，如此則可求得沉箱長度
約為 26.2m。如前所述，以測深錘實測 P9 沉箱裸露深度近 15m，
若 P9 橋墩沉箱長度與 P11 橋墩一致，則裸露深度已超過沉箱長
度之一半，P9 橋墩基礎之穩定性可能已不符需求。
副研究員 柯永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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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工程基礎研究之三》

模型樁基礎側推試驗與分析
三、試驗 p-y 曲線特性

一、前言
有關樁受反覆載重作用行為之相關研究，以往研究多著重在

根據樁身曲率量測資料，根據梁理論可進一步推求其他樁身

探討反覆載重作用下，樁側向勁度或強度之降低。然而除勁度與

反應：樁身位移可由樁身曲率曲線積分二次而得，樁身土壤反力

強度之降低外，另一個重要的特性則是在反覆載重作用下樁所展

則可將彎矩曲線微分二次求得。利用各荷載時間點樁身土壤反力

現之遲滯反應。遲滯反應，一方面對於動態荷載提供一個消能的

p 與位移分佈 y 可進一步建立各深度土壤之 p-y 反應軌跡，以下由

機制，可減弱樁之動態反應；另一方面應亦使樁於卸載後產生不

p-y 骨架曲線與遲滯圈兩方面來觀察所得 p-y 反應軌跡之特性。

可回復變形。由於不可回復變形之大小係從事性能設計時考量的

p-y 骨架曲線各點之斜率（割線地盤反力模數 Es）可以表成

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掌握樁受反覆荷載下之完整加-卸載軌跡。

深度與位移的函數。以各深度 p-y 曲線在側位移為 0.01 樁徑（yref）

本研究利用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進行之飽和砂土中模型鋁

之割線地盤反力模數 Esref 為基準對割線地盤反力模數 Es 作正規

樁側推試驗來研究探討側向荷載樁之加-卸載遲滯行為。

化。圖三所示為 Esref 隨深度分佈圖，顯示 Esref 隨深度近似呈線性
關係增加。圖四所示為割線地盤反力模數比 Es/Esref 與側位移比

二、模型樁側推試驗

y/yref 之關係，可看出 Es/Esref 隨 y/yref 成冪次約-0.5 之趨勢減小。

側推試驗之樁-土系統如圖一所示，係一模型鋁樁埋置於厚度
1.35m 之飽和砂土中。模型樁為一長度 1.6m、外徑 101.6mm、厚
度 3mm 之鋁管，樁底固定於內部尺寸為 2.64m×2.64m×1.5m 之試
驗箱底部。試驗砂為越南砂，砂土試體之相對密度約為 25.6%，
屬於鬆砂。同一樁-土模型，依序進行二組側推試驗，利用千斤頂

進一步利用簡單的梅新規則建立 p-y 曲線之加載-卸載模型，
以模擬 p-y 反應之遲滯軌跡。利用 SAP2000 程式針對此側推試
驗，根據所得之試驗 p-y 骨架曲線，配合梅新規則，進行非線性
側推分析以求取側推曲線。分析結果示於圖二，與試驗曲線相比，
兩者相當接近，顯示梅新規則可有效模擬 p-y 反應之遲滯行為。
Esref (kN/m2)

以位移控制方式施加側力於樁頭上，分別為試驗 Y-1 與 Y-2（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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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向荷載），千斤頂目標位移分別 5mm 與 10mm。每組試驗包含 1

0.1

個正向運動與反向運動形成一完整側位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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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sref 隨深度變化之關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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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模型鋁樁側推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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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所示為試驗 Y-1 與 Y-2 之樁頭力-位移曲線，顯示出明顯
之遲滯圈。為評估遲滯圈之飽滿度，計算遲滯圈所對應之阻尼比，
5mm 位移下阻尼比約 25%，10mm 位移時阻尼比約 32-34%，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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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Y-1 與 Y-2 之荷載-位移曲線

尼比隨位移增加而增大。

2

圖四 地盤反力模數比與位移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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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 邱俊翔、助理研究員 陳家漢
台灣大學土木所大地組碩士 戴偉倫

《大地工程基礎研究之四》

傾斜地盤模型單樁振動台試驗
一、前言

三、試驗結果

為符合基礎承載力以及動力載重的需求，樁基礎是許多重要

樁頂加載 6 塊質量塊之模型樁在傾斜砂質地盤(Dr = 13.6 %)

工程建設所採用形式之一。根據過去重大地震災害調查報告指

中承受垂直坡度方向之單向度簡諧波振動(Y 方向)，其加速度振

出，濱水區域有許多樁基礎因液化引致地盤側潰(lateral spreading)

幅為 0.068 g，頻率為 8 Hz，延時為 10 秒，發生土壤液化而引致

而造成損傷或破壞，甚至影響上部結構安全與使用性，因此必須

地盤往坡度方向(X 方向)產生側潰位移，如圖二所示。根據剪力

針對傾斜地盤側潰機制與其作用於基礎構造物之行為進行探討，

盒外框之加速度反應與試體內水壓量測可判斷試驗之液化深度，

以確保結構物之受震安全性。同時，基樁在可能液化地盤受震時，

此次試驗土層液化深度約為 112.6 公分深。圖三為樁頂相對位移

樁 身 同 受 上 部 結 構 質 量 之 慣 性 （ inertial ） 作 用 與 地 盤 變 位

歷時反應，根據試驗輸入運動與量測結果顯示，樁頂 X 方向之相

（kinematic）之運動作用之影響，過去試驗技術皆無法分離此兩

對位移主要由側潰力所引致，而 Y 方向之相對位移則主要是慣性

種作用之貢獻。因此，本研究利用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發

力作用所貢獻。因此，藉由雙向剪力試驗盒之機制與適當的輸入

展的剪力試驗盒可雙軸向運動之獨特機制，將試驗盒傾斜放置於

運動可以分別考量土壤側潰力與上部結構物慣性力對模型樁的作

振動台上，並分別施予垂直與水平坡度方向之單軸向振動，探討

用。

傾斜地盤受震行為與地盤液化時，側潰力作用於基樁之反應。以
1.5

下簡介傾斜地盤模型樁試驗與分析結果。

1

Displacement (mm)

0.5

二、試驗配置

0
-0.5
-1
-1.5
-2

。
試驗配置如圖一所示。將剪力盒固定於角度為 2 之傾斜楔塊

-3

上以模擬輕微傾斜之無限邊坡，坡度方向為 X 方向。模型樁是垂
直固鎖固於剪力盒底部以模擬基樁貫入岩盤或是埋置於堅實地層
之狀況，同時也在樁頂處裝設質量塊(約 226 Kg)以模擬上部結構
載重對基樁受震反應之影響。為了使基樁與土壤間能有足夠接觸
面積，且試驗時基樁能有顯著變形以探討樁土互制行為，因此選
擇鋁合金空心管作為試驗之模型樁，其規格為長 1600 mm，外徑
101.6 mm，管壁厚 3 mm。試驗用砂是選用較容易大量取得而且
均勻之進口純淨越南石英矽砂，以濕沉降法(wet sedimentation)進
行飽和試體準備。試驗中不僅於土壤試體內部不同深度與位置埋
設水壓計與加速度計，在剪力盒的內、外框架上亦裝設有 X，Y
兩方向的位移計與加速度計以觀測土體受震、孔隙水壓激發與運
動反應。在模型樁量測儀器規劃上，除了模型樁身黏貼應變計以
量測其彎曲應變以計算所受之彎矩外，為了解樁身及周邊土壤互
制之反應與孔隙水壓激發的情形，也在樁身上設置加速度計並在
樁周附近土壤中埋設水壓計及加速度計。

X
Y

-2.5

0

圖二 液化引致地盤側潰位移

3

6

Time (s)

9

12

15

圖三 樁頂位移歷時圖

樁頂 X 方向之相對位移歷時反應，可概略分為三個階段: (1)
在 2.2 秒至 3 秒左右為第一階段，在此階段樁頂僅發生微小移動
隨即反彈，此乃因為地盤剖面在此時僅發生較小的位移而且淺層
土壤因液化軟化而減低束制；(2)在 3 ~ 4.2 秒期間，樁頂產生最大
位移反應並再次彈回。在此階段模型樁承受大部分液化引致地盤
位移量。在 3.618 秒後基樁因地盤液化與側潰力降低而再次回彈；
(3)第三階段為 4.2 ~ 8 秒，此階段樁頂位移反應呈現近似自由振動
行為。將此階段之加速度反應進行分析顯示在 X 方向之顯著頻率
約為 2 Hz。此與空箱加載六塊質量塊之基樁本身顯著頻率幾乎一
致(2.1 Hz)，因此推測地盤呈現液化狀態之土層幾乎無法提供基樁
有效的束制。此部分仍待使用樁身應變計反算土壤反力進行驗證。

四、結語
本研究利用雙向剪力試驗盒之機制與適當的輸入運動可分別
0.30m

0.30m

考量土壤側潰力與上部結構物慣性力對模型樁的作用，觀察地盤
0.30m

發生液化之受振行為與側潰作用於基樁之反應，期能對於傾斜地
0.30m

盤側潰機制與其作用於構造物之行為反應能更加解，並提供良好
0.30m

震設計之合理性與經濟性。
0.30m

0. 30m

0.30m

0.30m

的試驗結果供學術界與工程界參考以提升可能液化地盤之基礎耐

圖一 試驗儀器配置圖

助理研究員 陳家漢
台大土木系名譽教授 翁作新
大地組組長暨台大土木系教授 陳正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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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勘災報告

0327 南投仁愛地震事件勘災紀要
最大加速度的方向也都是東西向，推測可能和震源破裂方向和剪

一、概述

力波輻射方向有關。
民國 102 年 3 月 27 日 10 時 3 分 19.7 秒（世界時間 2 時 3
分 19.7 秒）於南投縣仁愛鄉發生芮氏地震規模 ML 6.1 之強烈地

三、建物震害

震。根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CWB）地震測報中心所公布之地震
速報震源參數資料顯示，震央位置在北緯 23.9 度、東經 121.07

南投仁愛地震造成了臺中、南投等縣市部分地區建物受損。

度（圖一），即在南投縣政府東方 38.8 公里處，震源深度為 15.4

國震中心勘查非校舍建築震害地點共計 16 處，包含民宅、寺廟、

公里。後續氣象局使用更多的地震資料重新進行地震定位和分析

政府辦公廳舍及鄉鎮公所等，本次地震並未造成任何建物發生嚴

後，將震央位置修正為北緯 23.9 度、東經 121.05 度，震源深度改

重倒塌情形，建物受震損害大多集中於非結構磚牆，因此並未對

為 19.43 公里，地震規模則修訂為 ML6.24；而美國地質調查所

主要結構體造成嚴重破壞。以下僅摘錄受損情形較嚴重之建物進

（USGS）所公布的震央位置為北緯 23.827 度、東經 121.221 度，

行說明。

震源深度為 21.4 公里，地震矩規模 MW 則為 5.9。

如圖二所示，台中市大里京華大樓為地上 10 層地下 2 層 RC
造之集合住宅建築，建物受震主要損傷為發現兩棟主體結構物間
伸縮縫碰撞破壞。如圖三及圖四所示，台中市得意之居大樓為地
上 12 層、地下 2 層之 RC 造集合住宅建築，建物受震損傷主要集
中於一樓梯間 RC 牆，主要損傷為 RC 牆面開裂、混凝土剝落、
鋼筋外露。如圖五所示，南投縣魚池鄉公所為地上四層地下二層
RC 造之抗彎構架結構，本次地震造成兩處 RC 外牆開高窗兩側剪
力開裂，裂縫寬約 8 mm。

圖一 中央氣象局 0327 南投仁愛地震報告

二、震源參數與強地動分析
國內外各單位所公布的震源機制都相當接近，以中央氣象局
之地震矩張量解（CMT）為準（圖一），並參考餘震分布狀況，
可判斷真實的斷層面參數應為走向 355 度、傾角 25 度、滑移角

(a)

(b)

圖二 台中市大里京華大樓之兩棟主體結構間伸縮縫碰撞破壞：
(a)北側受損情形，(b)南側受損情形

75 度，是一個接近正南北走向，向東傾之逆衝斷層型態的破裂
面。此地震後雖伴隨著許多餘震活動，但僅有一餘震達規模 5.0，
震央位於主震的西北方。
根據地震速報資料，震度最大的即時站是日月潭氣象站
（SML），震央距為 16.62 公里，其東西向之地表加速度可達
282.27gal，為 6 級震度（PGA 250~400gal）；震度 5 級包括南投、
台中、彰化等地區；震度 4 級包括花蓮、嘉義、雲林、苗栗、台
南等地區；震度 3 級包括宜蘭、新竹、台北、新北、澎湖等地區；
震度 2 級則包括台東、高雄、屏東、桃園等地區。而根據之後取

圖四 台中市得意之居大樓之一
樓梯間牆面(RC 牆)開裂，混凝土
剝落，鋼筋外露

得的氣象局部份自由場強震站資料，震度達 7 級（PGA 超過
400gal）的測站有 3 個，分別是 TCU148 暨南大學（東西向，
483.40gal）、TCU142 北山國小（東西向，488.20gal）及 TCU143
中寮國小（東西向，445.64gal），其震央距分別為 13.42 公里、
19.90 公里及 29.48 公里，這些測站都位在主震震央的西側，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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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台中市得意之居大樓一樓機械式停車塔牆面(RC 牆)開裂，
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

圖五 南投縣魚池鄉公所之 RC 外牆開高窗兩側剪力開裂

四、校舍建築物震害

南投縣明潭國中
圖書館因緊鄰餐
廳，柱體因伸縮縫
碰撞產生裂縫，地
板處有明顯開裂

南投縣魚池國小
活動中心正門兩
旁柱之樑柱接頭
處有輕微剪力裂
縫

南投縣和興國小
教學行政大樓北側
柱頂與屋頂桁架接
頭處開裂

此次地震主要造成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等縣市多所學校
之校舍建築物受損，地震發生後國震中心隨即透過前述縣市政府
教育局(處)承辦人員之協助，取得學校回報之災損資訊，依嚴重
程度決定實地勘查之先後次序，總計前往 21 所高中職或國中小學
校瞭解校舍受損狀況，各校承受之最大地表加速度如表一。
表一

實地勘查學校與其最大地表加速度

項次 縣市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南投縣

臺中市

彰化縣

最大地表加速度*
震度(級)
(gal)
合作國小
85.745
5
新城國小
329.136
6
魚池國小
326.590
6
明潭國中
256.211
6
三育中學
334.467
6
僑光國小
107.628
5
漳興國小
187.797
5
和興國小
281.482
6
永樂國小
320.778
6
中寮國小
446.101
7
中平國中
157.712
5
光榮國中
173.972
5
長億高中
192.572
5
太平區中華國小
104.002
5
成功國中
191.701
5
東平國小
133.747
5
建平國小
162.591
5
雙十國中
55.038
4
和仁國小
65.638
4
員林國小
119.861
5
彰安國中
66.513
4

南投縣三育中學教學大樓
梁柱與磚牆交界面出現裂縫

南投縣漳興國小活動中心
天花板因受擠壓導致多處
掉落

學校名稱

*依據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速報站量測資料內插計算所得
仔細探究各校舍之受損狀況，大致可分為輕度結構性損壞及
非結構性損壞等兩類，其中輕度結構性損壞多為梁體下方與牆之

臺中市中平國中
教室隔間牆面出現剪裂縫

臺中市中平國中
實踐樓因伸縮縫
距離不足，於碰
撞後造成磁磚掉
落及混凝土塊剝
落

臺中市太平區中華國小
後棟廁所短梁產生斜剪裂縫

圖六

校舍建築物之震損照片

國震中心根據蒐集而來之校舍建築震損資訊(計有 180 校、
987 棟)，先將受損狀況區分為「結構性」或「非結構性」損壞，
再探究是否已進行耐震補強，以瞭解該校舍在此次地震中之表
現。由圖七顯示，已完成補強者僅有 1%屬輕微結構損壞；另一方
面，待補強者則有高達 6%校舍有輕微結構損壞。詳細結果如圖七
所示：
已補強竣工校舍

待補強竣工校舍

交界面滑動而出現裂縫，或是教室隔間牆體出現輕微裂縫；至於
非結構性損壞，則是指其他附屬設備，如輕鋼架天花板、影音設
備或水電管線等部分因受擠壓而變形或脫落，另有因與鄰棟建築
之距離不足，碰撞後發生磁磚掉落或混凝土剝落。校舍建築物之
震損照片如圖六所示：

圖七

校舍建築物震損分類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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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地震造成許多學校建築之結構體受損，但多為梁與牆體
之交界面滑動而出現裂縫，雖不致影響主要結構，仍須針對裂縫

六、強震即時警報系統

處進行修補，避免日後受雨產生滲漏問題；除此之外，因校舍與

本次地震發生時，本中心設置於嘉義市港坪國小的「強震即時警

鄰棟建築物間並未設置伸縮縫或伸縮縫距離不足，碰撞後造成磁

報系統」在地震襲擊前響起警報，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於最大震波

磚掉落或混凝土剝落，此問題應於耐震補強設計時予以考量並妥

前 13 秒發出告警（如圖九）。該校師生依照平時訓練，有條不紊

善處理，例如將鄰棟間距加大，避免地震來襲一再發生碰撞造成

的應變與疏散（如圖十），耐心等待地震結束。至此，「強震即

結構體損傷，惟各棟校舍狀況不同，設計者應依實際情形做出最

時警報系統」在地震來臨時的功能與效用有了最真實的實戰驗證。

佳之處理。

五、非結構物震害
本中心於 3 月 28 日赴現地勘查重要建築非結構災損狀況，包
括暨南大學圖資大樓、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政府衛生局等。中興
圖九 港坪國小警報狀況

大學方面則由林其璋教授提供相關資訊，勘災結果簡述如下：
1. 南投縣政府大樓共有三棟建物，大部分非結構震損發生於 A
棟，其為地上八層、地下二層之 SRC 建築物。震損狀況包括
多處辦公室天花板掉落，一部電梯因其平衡錘下方之支撐構件
變形導致電梯急停，四樓事務管理科置放於矮櫃上之電視隨矮
櫃傾倒而損壞。
2. 南投縣衛生局大樓為地上六層、地下二層之鋼筋混凝土建
物，主要震損區位於五樓，包括大禮堂輕鋼架天花板系統之
板材掉落與副架受損，以及地板磁磚隆起、儲藏室與茶水間
之隔間牆具穿透性裂縫。
3. 暨南國際大學圖資大樓為地上五層、地下一層之鋼筋混凝土

圖十 港坪國小學生疏散狀況

建物，此地震當中，主要震損以天花板系統為主，並以五樓
災情最為嚴重，其他災損包括空調風管、防煙垂壁因天花板

勘災及撰稿人員（依姓名筆劃順序）：吳俊霖、林凡茹、林沛暘、

系統於強震下變位而受損，以及大量書籍掉落地面。

林哲民、林震宇、沈文成、宋嘉誠、周德光、邱聰智、翁樸文、

4. 中興大學校區內多棟建物傳出非結構災情，包括天花板與附
屬風管破壞、濕式飾材面板等掉落、隔間牆龜裂、水管破損、

柴駿甫、郭俊翔、曾建創、黃謝恭、黃瀚緯、蔣佳憓、賴姿妤、
蕭輔沛。

玻璃窗破裂及圖書館書架傾倒等。
表二 勘災地點與震央距離
南投縣政府 暨南國際大
中興大學
衛生局 學圖資大樓

勘災地點

南投縣政府

震央距離 (km)

38.6

38.8

15.7

47.9

估算 PGA (gal)

149.6

145.7

499.6

144.3

2013 抗震盃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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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歷經 12 屆競賽，
今年比賽延續往年之規模，分成高中、大專及研究生三組，亦
邀請國內外學生隊伍參賽。
2013 抗震盃預計將於 9 月 13～15 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
心舉辦，13 日舉行研究生組國際研討會，各隊簡報其設計與構
想並討論、溝通規則，14 日為模型製作及審查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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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政府四樓矮櫃傾倒

南投縣衛生局禮堂天花板受損

9 月 12 日舉辦地震教育之旅，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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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網址：http://w3.ncree.org/ideers/2013/

暨南大學圖書館天花板掉落

中興大學人社中心書櫃傾倒

圖八 非結構物震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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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牧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