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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介紹

地址：台北市辛亥路三段 200 號
電話：(02) 6630-0888 傳真：(02) 6630-0858

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 NCREE)、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網址：http://www.ncree.org.tw

of Washington，以下簡稱 UW)以及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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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keley，以下簡稱 UCB)所組成的國際合作研究團隊，從 2012 年中至今，透過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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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析的方式研究非耐震鋼骨同心斜撐構架的受震行為並研發其相關耐震補強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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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非耐震鋼骨同心斜撐構架(Non-seismic Concentrically Braced Frames，簡稱 NC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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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指位在如台灣或美國西岸等高地震風險地區、且其設計及建造早於 1980 年代容
量設計精神正式被納入設計法規的鋼骨同心斜撐構架。同心斜撐構架的容量設計精
神，主要是將斜撐構件設計作為結構系統中的保險絲，透過斜撐受拉降伏與受壓挫
屈消散大部分由地震所輸入的能量；而結構系統中其餘的梁柱構架則須能應付斜撐
構件作用時所發展出的力量與變形需求。許多 80 年代以前建造的 NCBF 之既有老舊
建築，其設計無法滿足現行耐震規範的要求，被認為很可能在大地震下發生嚴重受
損，因缺乏相關研究資料其受震行為也難以預測與分析。除此之外，由於 80 年代以
前業界所使用的銲道材料，並未被嚴格要其衝擊韌性行為，可合理預期 NCBF 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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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時會發展出脆性的破壞模式。有鑒於大量的 NCBF 建築目前仍在服役使用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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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UW 實驗配置

二、合作研究
本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希望發揮團隊合作精神，達到研究資源設備共享與技術交
流的效果，因此，NCREE、UW 與 UCB 三方從 2012 年中開始定期透過網路視訊會
議的方式共同規劃此項整合型的研究計畫，包括既有老舊建物的資料收集、先期數
值模擬分析研究，以及實驗試體與試驗系統之設計與規劃。配合各方所屬實驗室的
特性，本計畫分別在三個實驗室進行不同類型的試驗，如圖一所示，在 UW 校內結
構實驗室裡所進行的為單層單跨的對角斜撐構架試驗，其研究重點在於斜撐構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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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板的局部行為。由於既有老舊建物中的接合細節的種類繁

震結實斷面要求的寬翼斷面斜撐並搭配面外挫屈的韌性接合細

多，因此需要較為簡單的試驗配置以進行多組的試驗來檢視各種

節。此外，針對在第 2 組試驗中梁構件端部銲道所發生的破壞，

接合的受震行為，此為 UW 試驗最主要的任務。在 UCB 與 NCREE

使用韌性等級較高之銲材進行修補。實驗結果顯示，修補過後的

實驗室所進行的為實尺寸兩層構架試驗，探討的議題則放在構架

同心斜撐構架能展現較佳的韌性行為，證實本研究所提出的耐震

系統行為方面。UCB 試驗的實驗試體為純鋼骨同心斜撐構架(見

補強技術之有效性與可行性。

圖二)，其欲探討斜撐構件與柱構件的強軸或弱軸相接時的受震
行為。

圖三 NCREE 實驗配置
圖二 UCB 實驗配置

三、NCREE 試驗結果
在 NCREE 的試驗，其主要任務在於探討含混凝土樓版之鋼
骨同心斜撐構架，樓版與鋼梁之間的複合效應可透過試驗來進行
觀察。再者，對於既有老舊建物中常見之斜撐嵌入樓版的接合細
節，其受震行為也可以在 NCREE 試驗中進行探討。NCREE 試
驗的梁柱構架試體在一系列的試驗中係為重覆使用的，透過更換
斜撐的方式來探討 NCBF 的耐震補強與震後受損修復技術。
NCREE 試驗的實驗試體，其梁、柱和斜撐之型鋼構件是由美國
鋼結構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Steel Construction，AISC)所捐
贈，以船運方式運至台灣，在 NCREE 實驗場內進行構架安裝與
組立，在斜撐接合處的銲道，特別選用國內業界早期使用的銲
材，以符合 NCBF 建造年代的工業條件。
在今年 7、8 月，NCREE 已完成三組構架試驗。在這期間，
UW 派遣一位研究生與一位大學生來台，與 NCREE 同仁以及台
大土木系結構組研究生共同準備與執行試驗(如圖四)。第 1 組
NCREE 試驗探討倒 V 型斜撐配置的兩層樓 NCBF 試體在反覆側
推下的受震行為。試體中的中間梁構件特別選用強度不滿足容量
設計要求的斷面，其可代表許多既有 NCBF 建築中的梁構件。試
驗結果顯示梁構件的大量非線性變形會促使斜撐構件在較小的
側位移階段發生挫屈與破壞。非韌性的接合細節以及不符耐震結
實斷面要求的斜撐構件亦使得試體無法發展出明顯的韌性行為。
第 2 組的 NCREE 試驗探討震後補強的鋼骨同心斜撐構架行
為。持續使用第 1 組試驗的梁柱構架試體，但將在第 1 組試驗中
發生破壞的一樓斜撐與其接合板移除、並安裝上符合耐震結實斷
面要求的斜撐構件，並採用韌性的面內挫屈接合細節。雖然試驗
中斜撐構件發生非預期的面外挫屈行為，但整體構架的變形能力
仍較第 1 組試驗的 NCBF 試體優異許多，足見使用耐震結實斷面
斜撐的耐震補強效果。第 3 組試驗亦沿用同一座梁柱構架試體，
移除在第 2 組試驗中發生破壞的一樓斜撐與接合板，更換符合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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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國際團隊合照於第 1 組 NCREE 試驗後

助理研究員 李昭賢、吳安傑
美國華盛頓大學研究生 Andrew D.Sen

《鋼結構與 RC 結構之建築技術研發之二》

鋼框架斜撐補強工法
多，介面層裂縫均勻發展，顯示 PFX-M20 之設計方法較為可行。

一、 概述

而鋼骨斜撐之形式改為鑽石型(PFD-M16)，可讓力量分散在斜撐

國內針對既存建築物的補強是非常重要，在傳統補強工法

接合處，減少集中在角隅的缺點，因此韌性稍有提升。

中，翼牆補強、RC 牆補強及擴柱補強都有很好的效果。但是有許
多空間及環境受限制的建築物較不適用傳統型工法，而鋼框架斜
撐補強工法在施工時較不受環境及空間的限制，且施工快速，工
期短，也能大幅提升水平方向之剪力強度與勁度，透光性及通風
性較為良好，施工時造成的環境污染也較少，因此具有相當大的
優勢。不過此工法在國內尚未有較明確的設計方式，其中鋼框架
構架及混凝土構架之間的界面細節設計是個重要的課題。

二、實驗目的
圖一 測試佈置全景圖

本研究探討鋼框架斜撐與 RC 構架之間的界面接合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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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50x150x7x10，預期提升 RC 構架強度的 6.5 倍，考慮不同的力
量傳遞方式，設計不同的化學錨栓數量，期望能得到一套可靠的
分析模式，可以對台灣老舊建築物做為一個評估與補強的依據。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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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測試實驗在無軸力之情況下進行側向反覆載重測試，如圖
一所示，利用外部 LVDT 讀取梁端位移輸出控制器，輸出施力的
波形種類、振幅、頻率及每個循環週期數目，藉以控制三支水平
油壓制動器位移變化之加載方式，並作為實驗所設計的測試位
移，中間油壓制動器收取外部位移控制，左右兩支油壓制動器設
定與中間油壓制動器之位移變化相同，此測試方法能減少試體因
施力不當造成試體扭轉效應。

四、試驗結果
圖二為各試體之載重-位移遲滯迴圈及最終破壞情形。可發現

圖二 各試體之載重-位移遲滯迴圈、最終破壞情形

五、結論與建議
根據實驗之結果，構架柱底面之界面剪力摩擦破壞並無出

鋼框架斜撐補強能有效之提升純構架之強度，增加構架的勁度，

現，應改為 D 區域剪力破壞進行設計。由於這次實驗當中，水泥

但是無法提升構架之韌性行為，使純構架的變形能力降低。

砂漿之抗壓強度控管不當，導致強度過低，四座補強試體界面水

PFX-M16 提升純構架之勁度較 PFX 來得高，明顯地顯示出有化

泥砂漿最終都嚴重破壞剝落，尤以角落最為嚴重，因此在往後的

學錨栓能有效地將鋼骨斜撐的力量傳遞至補強構架，但破壞集中

設計中，須注意其界面細節的設計，改善界面水泥砂漿圍束的方

在四個角隅擠碎；而 PFX 介面層採用無化學錨栓設計，明顯看到

式，並嚴格控管水泥砂漿之強度，使鋼框架斜撐能發展出理想之

兩種不同材料性質的構架無法緊密接合，力量直接靠接觸點傳

強度，而達到預期的補強效果。

遞，因此造成短柱效應。在 PFX-M20 中因為化學錨栓配置的量較

台灣大學研究生 林叡延、副主任 黃世建、助理研究員 邱聰智

NCREE |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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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結構與 RC 結構之建築技術研發之三》

鋼筋混凝土柱耐震圍束行為之研究
束效果，但從試驗結果觀察到有許多箍筋達降伏應變，甚至斷裂，

一、前言

建議公式對於降伏強度上限之規定仍過於嚴苛，應予以修正，改
橫向箍筋在結構元件中扮演著數種功能，例如固定主筋防止

善橫向鋼筋建議量過於保守之現象。

挫屈、強化核心混凝土之圍束效果、承受剪力等，然而根據本中
心過去幾年進行之研究結果顯示，現行的規範並未考量到軸力對
鋼筋混凝土柱構件變形能力之影響，對於橫向鋼筋量之配置略顯
不足，提出了考量軸力影響因素的建議公式，但是該公式之適用
性尚未得到充分的驗證，因此進行柱耐震圍束行為之測試，探討
建議公式之適用性。另外，橫向鋼筋量多寡是否會影響柱構件之
變形能力？不同彎鉤型式對於柱構件變形能力的反應又是如何？
若選用不同強度材料製作柱，其耐震性能會有什麼差異？在本研
究中將一併探討。

二、試驗配置
本研究利用多軸向試驗系統(MATS)來測試，以限制柱頂部與
圖二 增加橫向鋼筋可提高柱之變形能力

底部轉角方式進行反覆載重試驗，模擬柱構件承受側向力之雙曲
率變形行為，試驗配置如圖一所示。進行測試柱之高寬比為 3，
斷面尺寸為 60cm  60cm，高度為 180cm，橫箍柱試體共規劃 6
座，其中 3 座為普通強度材料，另 3 座為高強度材料，分別以不
同橫向鋼筋量、彎鉤型式以及材料強度為變數來設計試體，並檢
驗建議公式之適用性。為確認建議公式亦適用於螺箍柱，另規劃
2 座普通強度與高強度試體加以測試。

圖三 普通強度與高強度材料之試驗結果

四、結語
本研究利用數座鋼筋混凝土柱試體驗證了增加橫向鋼筋量可

圖一 鋼筋混凝土柱試體測試

有效提高柱構件在高軸力作用下之變形能力，同時確立了建議公

三、試驗結果

式的適用性，提供未來規範在修訂橫向鋼筋量配置建議之參考依
據。

根據實驗觀察到的現象，可提出以下幾點結論：(1)依 ACI 規
範設計之試體(T30-1)測試結果未達層間變位角 3%之韌性指標，
規範對於橫向鋼筋量之建議並沒有考量到軸力影響，以致在高軸
壓作用下無法表現應有之變形能力；(2)依建議公式設計之試體
(T30-2)測試結果可達層間變位角 3%之韌性指標，如圖二所示，
增加橫向鋼筋量可有效提高柱構件在高軸力作用下之變形能力，
除此之外，試驗結果並未觀察到不同彎鉤型式所產生的差異；(3)
以高強度材料製作之試體，其最大側力強度發生時的位移較普通
強度試體來得大，如圖三所示，顯示高強度箍筋可提供較好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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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黃世建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所碩士 黃冠傑
助理研究員 沈文成

《鋼結構與 RC 結構之建築技術研發之四》

箱型柱內橫隔板電熱熔渣銲之超音波檢測與製作細節建議
性。本研究之 UT 垂直檢測，乃依據 CNS 12618 「鋼結構銲道超

一、前言

音波檢測法」之附件 A「鋼結構箱形斷面超音波直束檢測法」(CNS,
箱型柱構件(box column)梁柱接合為能順利傳遞梁端彎矩，柱

2000)檢測。銲接時先將電熱熔渣銲道熔池邊緣打點標定於柱板外

內應配置與梁上下翼板高程同高之內橫隔板，在考量內橫隔板

側，以做為 UT 銲道檢測之基準。檢測時採用四種不同探頭，以

(internal diaphragms)製作的方便性與銲接熱應力的對稱性，此內

每 20mm 間隔紀錄一次之頻率，檢測熔幅邊界，其中探頭分別採

橫隔板與柱板之銲接至少採用一對電熱熔渣銲(Electro-slag welds,

用符合台灣 CNS 12618 標準附件 A 規定之直徑 20mm/頻率 2MHz

ESW)，如圖一所示，另一對採用全滲透開槽銲(complete joint

與直徑 20mm/頻率 5MHz、日本建築學會(AIJ, 2008)建議之直徑

penetration, CJP, groove welds)，此箱型柱內橫隔板之製造方式與

10mm/頻率 5MHz、與直徑 14mm/頻率 2.5MHz 之探頭。製作電熱

配置，已成為台灣鋼結構產業製作建築結構箱型柱之標準銲接細

熔渣銲之柱板採用厚度為 28mm，內橫隔板厚度為 25mm，均採

節與製作程序。

用 SN490B 材質，銲道長度 600mm，檢測試體如圖三所示。銲道

box
column

diaphragm

檢測後橫剖四個位置，量測實際柱板內側與銲道熔融邊界位置。
四種 UT 檢測探頭之檢測結果與橫剖銲道實際量測熔幅邊界
位置繪製於圖四，其中實心圓點為橫剖所得之實際銲道熔融邊

CJP

界。比較四種探頭檢測與實際橫剖觀測熔幅邊界之結果顯示，直
徑 20mm/頻率 2MHz 探頭所量測結果之誤差最大，約為 2~7mm，

beam

直徑 20mm/頻率 5MHz 與直徑 14mm/頻率 2.5MHz 探頭之誤差分
圖一 鋼骨箱型柱內橫隔板銲接示意圖

二、電熱熔渣銲破壞
台灣鋼構廠在製作鋼骨箱型柱內橫隔板之電熱熔渣銲，現多
採用「非消耗性導管上升式簡易電熔渣銲接程序」(Simplified
Electro-slag Welding Process with Non-consumable Elevating Tip，

別為 2~5mm 與 3~4mm，直徑 10mm/頻率 5MHz 探頭所量測誤差
最小，約為 0~1mm。
Location of
the ESW edge
(mm)

ESW

20mm,
5MHz
14mm,
2.5MHz
20mm,
2MHz
10mm,
5MHz
Actual

30
20
10

Diaphragm

0
-10
-20
-30
0

10

20
30
40
Distance from the end of ESW (cm)

50

60

SESNET)進行銲接，針對較厚之內橫隔板，導管可在進行銲接之
提升過程中，以左右擺幅方式擺動，將熔融銲材填滿範圍較大之
熔填池，避免造成銲道熔填不足之瑕疵發生。儘管如此，過去相
關研究顯示，以 SESNET 製作之電熱熔渣銲道，仍發現有銲道偏
斜之部分熔透不足現象發生，導致與此銲道接合在受梁彎矩作用

Moment (t-m)

下發生脆性破壞，詳圖二。
600
300

為確保電熱熔渣銲道品質且考慮 UT 檢測之不確定性，本文
五），以確保此銲道有足夠之熔幅範圍與銲道品質。電熱熔渣銲

My

0

之背墊板倒角角度建議約為 1(與柱板平行方向):2(與柱板垂直方

CT1

-600
-6

四、製作細節改善建議

建議在進行電熱熔渣銲道製作時，背墊板採用倒角細節（如圖

Mp

-300

圖四 四種探頭檢測與實際橫剖觀測之熔幅邊界結果

-3
0
3
 (%, radian)

向)之截角，與柱板平行方向之截角長度建議至少為 5mm。

6

橫隔板
圖二 電熱熔渣銲道破壞

柱板

圖三 電熱熔渣銲道試體製作

三、UT 檢測方法與結果

背襯板

電熔
渣銲

圖五 本文建議之熔渣銲背墊板倒角細節
本文介紹台灣現行垂直超音波檢測法(UT)，對鋼骨箱型柱內
橫隔板之電熱熔渣銲的檢測方法與標準，並切片驗證檢測之準確
性。首先利用 UT 垂直檢測針對電熱熔渣銲道進行檢測，於檢測
後將試體橫剖，直接量測銲道邊緣位置，以驗證 UT 檢測之準確

研究員 林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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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勘災報告

0602 南投地震事件勘災紀要
一、概述

三、建物震害

民國 102 年 6 月 2 日 13 時 43 分 3.7 秒（世界時間 5 時 43

南投地震造成了雲林、南投等縣市部分地區建物受損。國震

分 3.7 秒）於南投縣仁愛鄉發生芮氏地震規模 ML6.3 之強烈地震。

中心勘查非校舍建築震害地點共計 15 處，包含民宅、寺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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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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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倒

震源參數資料顯示，震央位置在北緯 23.87 度、東經 121.00 度，

塌情形，建物受震損害大多集中於非結構磚牆，因此並未對主要

即在南投縣政府東方 32 公里處，震源深度為 10.0 公里。後續氣

結構體造成嚴重破壞。雲林縣斗六市站前銀座社區大樓為地上 14

象局使用更多的地震資料重新進行地震定位和分析後，將震央位

層、地下 3 層鋼筋混凝土造住商混合建築（如圖二所示），建物

置修正為北緯 23.86 度、東經 120.97 度，震源深度改為 14.54 公

西南側主要損傷集中於 1 樓～4 樓，而建物東北側主要損傷集中

里（圖一）
，地震規模則修訂為 ML6.5；而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

於 5 樓以上。南投縣竹山鎮一地上 5 層之加強磚造街屋，建物一

所公布的震央位置為北緯 23.794 度、東經 121.133 度，震源深度

樓正面左側柱產生明顯的剪力破壞（圖三）、一樓梯間磚牆出現

為 17.0 公里，地震矩規模 MW 則為 6.2。今年 3 月 27 日同樣在仁

剪力裂縫（圖四）。南投縣鹿谷鄉欣欣製茶休閒農莊為地上 3 層

愛鄉境內才發生過芮氏規模 6.2 的地震（可參考本中心出版之六

的鋼筋混凝土造建築，本次地震造成該建物產生明顯傾斜，建物

月份簡訊），且這兩起地震的震央相距僅約 8.4 公里。

周圍的擋土牆產生嚴重的滑動（圖五）。

二、震源參數與強地動分析

(a)

(b)
\

國內外各相關單位所公布的震源機制都相當接近，本報告以
中央氣象局之 P 波初動解為準（圖一），並參考餘震分布狀況與
震源區之構造型態，可判斷真實斷層面參數應為走向 2 度、傾角
22 度、滑移角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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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震源機制解同樣與 0327 的地震幾乎完全相
同。此地震後伴隨著許多餘震活動，最大餘震規模為 ML4.4，餘
震分布情況大致呈南北向，與 0327 地震之餘震分布約成東西向有
較明顯的差異。根據氣象局強震資料，震度最大的測站是國立暨
南大學（TCU148），震央距僅 10.86 公里，其南北向之地表加速
度可達 433.68gal，達 7 級震度（即 PGA 達 400gal 以上），此測

(a) 西南側受損情形

站在 0327 地震時東西向地表加速度為 483.4gal，同樣達到 7 級震

圖二 雲林縣斗六市站前銀座社區大樓之損壞情況

(b) 東北側受損情形

度；雲林縣草嶺即時站（CHN5）震度有 6 級；震度 5 級包括台
中、彰化、嘉義、台南等地區。今年以來南投縣仁愛鄉附近區域

(b)

(a)

已發生超過 10 起規模 4 以上之地震，最近一次是 8 月 24 日發生
在南投縣政府東方 38.8 公里的 ML4.4 地震，應持續留意此區域後
續可能的地震活動。

(a) 正面左側柱產生剪力破壞

(b) 左側柱局部受損情形

圖三 南投縣竹山鎮民宅之損壞情況

圖一 中央氣象局 0327 南投仁愛地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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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南投縣鹿谷國中、雙龍國小及信義國中等受損較為嚴重
外，其餘多屬輕度結構性損壞或非結構性損壞。南投縣鹿谷國中
位於鹿谷鄉山區，此次地震造成校區周圍多處擋土牆設施損壞、
建築物基礎與地盤沈陷等情形。其中，鄰近鐘樓之擋土牆發生沿
伸縮縫之錯移，擋土牆尾端牆體與側邊壁體相連處開裂，開裂寬
度約 20~30 cm (圖六)。該處側土牆之錯移造成牆背後方土體之變
形（圖七），擋土牆與牆背土壤間有明顯間隙，牆背平行於擋土
牆，亦可觀察到多處有明顯之地表裂縫。另一方面，震後鐘樓朝
擋土牆方向傾斜，主要為基礎轉動所造成 (圖八)，另造成鐘樓與
圖四 南投縣竹山鎮民宅一樓梯間牆面(磚牆)出現剪力裂縫

相鄰求真樓伸縮縫處損壞(圖九)。由於鐘樓實際之基礎設計條件
與下方土層條件無法得知，故鐘樓基礎之轉動與該處擋土設施損
壞是否有直接關係，實需佐以相關細部資料方能予以研判。

圖五 南投縣鹿谷鄉欣欣製茶休閒農莊產生明顯傾斜，
建物周圍的擋土牆產生嚴重的滑動。

圖六 擋土牆尾端與側邊
壁體相連處開裂

圖七 擋土牆與牆背土體
間之明顯間隙

四、校舍建築物震害
此次地震發生後，國震中心透過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承辦人
員之協助，取得學校回報之災損資訊，再依嚴重程度決定實地勘
查先後次序。另考量此次地震距 0327 南投仁愛地震僅相隔約 2
個月，先前已產生震損學校又再度受到地震襲擊，故再度前往部
分學校瞭解建築物受損情形是否加劇，表一為此次地震時受損學

圖八 鐘樓出現明顯傾斜

校所承受最大地表加速度。
表一

實地勘查學校與其最大地表加速度

項次

縣市別 學校名稱 最大地表加速度* (gal)

圖九 鐘樓與連鄰求真樓
伸縮縫處分離
震度(級)

南投縣雙龍國小與信義國中之建築物均因短柱效應而發生柱
體損壞的現象，其中，雙龍國小普通教室主要受損如圖十及十一

1

鹿谷國中

220.862

5

2

社寮國小

262.826

6

雙龍國小

344.744

6

可能有崩塌斷裂疑慮，故於勘災時已建議學校立即停止使用，並

4

信義國中

230.116

5

建立隔離範圍避免人員進入，以維護學校人員安全；信義國中受

5

信義國小

230.116

5

6

瑞峰國中

-

-

構性修復，並將高窗之窗台與柱體進行切割處理，改善高窗短柱

7

臺中市 四育國中

77.374

4

造成之震損結果再度發生。

8

苗栗縣 談文國小

47.442

4

所示，柱體因窗台束制，於地震時承受側向剪力作用而產生斜剪
3
南投縣

裂縫，裂縫深度已達核心混凝土區，若再次遭受地震侵襲，柱體

損校舍為 B 棟行政教學樓，部分柱體因教室側設置高窗，受震後
柱體產生斜剪裂縫(圖十二、十三)，已建議學校針對裂縫進行結

*

依據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速報站量測資料內插計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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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勘災地點與震央距離
暨南國際大學 南投縣
圖資大樓 民和國中

勘災地點

(走廊側)
圖十 教室柱剪力裂縫

南光
國小

中寮
嘉義
鄉公所 市政府

震央距離 (km)

11.7

11.5

10.5

23.8

70.4

估算 PGA (gal)

433.65

380.47

281.01

269.41

40.82

(教室側)
圖十一 教室柱剪力裂縫

嘉義市政府禮堂外走廊天花板受損情形

(走廊側)
圖十二 高窗短柱剪力裂縫

圖十三

(教室側)
高窗短柱剪力裂縫
嘉義市政府禮堂外走廊消防管線斷裂(圈選處)

除上述校舍外，此次地震造成多所學校建築物之輕度結構體
受損，主要為梁與牆體之交界面滑動而出現裂縫，或是因鄰棟建
築物間並未設置伸縮縫或伸縮縫距離不足，導致地震來襲時發生
碰撞損壞，與前次 0327 南投仁愛地震後觀察到之狀況類似。

五、非結構物震害
國震中心於 6 月 3 日至 6 月 4 日赴現地勘查重要建築非結構
災損情形，包括嘉義市政府、中寮鄉公所、暨南大學圖資大樓、
埔里高工與數間國中、國小等。勘災結果簡述如下：(1) 嘉義市
政府主要辦公大樓 A 棟為地上十層、地下二層之鋼構造建築物。

民和國中一樓隔間牆與鋼骨結構系統脫離

本次地震主要災損區域位於九樓大禮堂外側走廊，消防管線斷裂
導致消防水外洩、暗架式懸吊天花板系統之骨架與板材受損，導
致該樓層積水。消防水洩落至一樓電梯機廂，致使其機板受損而
部分電梯停駛。外洩之消防水亦沿管線流至各層樓，九樓以下部
分天花板板材因消防水沿管線滲流而受損。(2) 民和國中行政區
與教學區兩棟地上二層之鋼構造獨立結構，主要震損構件為隔間
牆與懸吊式天花板系統。一樓男廁與健康中心之廁所等隔間牆、
女廁隔間牆與鋼骨柱之間多處穿透性裂損、窗角裂縫與 45 度裂
縫。(3) 中寮鄉公所為地上六層、地下一層之鋼構造建築，主要

中寮鄉公所六樓空調系統壓縮機彈簧避振器之錨錠處受損
圖十四 非結構物震災情況

震損包括東側磚砌山牆頂部毀損與磚塊掉落、三樓至五樓多處天

勘災及撰稿人員（依姓名筆劃順序）：王仁佐、吳安傑、吳俊霖、

花板板材掉落、六樓空調系統壓縮機之錨錠處受損、屋頂層部分

林凡茹、林哲民、林震宇、沈文成、宋嘉誠、周德光、邱聰智、

鋼構屋瓦變形受損等。

邱俊翔、柯永彥、翁樸文、柴駿甫、郭俊翔、曾建創、黃瀚緯、
葉芳耀、蔣佳憓、賴姿妤、蕭輔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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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蘆山地震勘災報告
一、前言
西元 2013 年 04 月 20 日當地時間 08 時 02 分 47 秒 00 時 02
分 47 秒(格林威治當地時間 00 時 02 分 47 秒，臺灣時間 08 時 02
分 47 秒)，中國四川省雅安市發生大規模地震。根據中國地震台
網中心(CENC)公布資料，震央在北緯 30.3 度、東經 103.0 度，深
度 13 公里，體波規模 Ms 則為 7.0。震央位於中國四川省雅安市
蘆山縣附近。中國官方稱該次地震為“四川省蘆山 420 地震”。

(0.1g)的寶興縣，沿途勘查寶興縣城山路_坡地災害、寶興實驗小
學、寶興縣城民宅、寶興縣穆平北街 143 號、寶興縣人民醫院、
及寶興縣橋梁等。

三、勘災結果
本次現地勘查 3 天共計完成 35 個勘災點紀錄，全程 752.8 公
里，主要震害類型如圖二。

根據中國地震局所公布之資料顯示，統計至 4 月 24 日止共造成
196 人死亡，21 人失蹤，11470 人受傷；至 5 月 12 日止共發生 8791
次餘震。
地震發生後，中國西部抗震防災研究中心張慕聖主任與本中
心張國鎮主任聯繫，組織一支地震勘災隊伍，於震後一周內進入
災區勘查，蒐集第一手資料。本勘災團隊由中國西部抗震防災研
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潤泰集團以及本

填充空心磚牆極容易在地震
後脆裂掉落

屋頂女兒牆(空心磚)震後崩
塌墜落

中心等專家學者組成，針對公有建築、民宅、橋梁、非結構設備
及坡地等主題進行震害勘查。

二、勘災路線
根據中國地震局 4 月 25 日公布的震度分佈(圖一)，勘災團
隊 4 月 28 日上午 7:00 自成都市出發前往雅安市，沿途經過震度
Ⅶ度區(0.1g)的中峰鄉及雅安市，勘查中峰鄉初級中學、中峰鄉民
宅、及雅安外語實小等地，再前往震度Ⅷ度區(0.2g)的中里鎮及上
里鎮，勘查中里鎮中心小學、中里中學、上里中心學校、及上里

鄉村建築磚混結構耐震性能
不佳，磚牆面內及面外牆度
皆不足

吊頂天花板未做耐震設計，
震後全面墜落，影響使用性

古鎮等地。

橋面預鑄版全面墜落

山崩落石擊毀橋台

圖二 中國 420 蘆山地震主要震損照片
圖一 中國地震局 4 月 25 日公布的震度分佈
4 月 29 日自雅安市出發前往蘆山縣，沿途經過震度Ⅷ度區
(0.2g)的蘆山縣城，勘查樊敏路 137 號根藝創作區、蘆山人民醫
院、蘆山縣政府、及蘆山中學等地，再前往震度Ⅸ度區(0.4g) 的
龍門鄉、寶盛鄉及太平鎮，即本次地震的重災區，勘查龍門鄉興
隆中心校、龍門鄉興隆中心校旁民宅、龍門鄉晨陽希望學校、寶
盛鄉玉溪河大橋及民宅、寶盛鄉中心小學、寶盛鄉民宅、寶盛鄉
寶盛大橋、太平鎮_太平中學、太平鎮_三九希望小學。

四、結論與建議
勘災團隊在中國西部抗震防災研究中心的協助下，完成了校
舍、醫院、辦公廳舍、民宅、橋梁、及坡地等災害資料收集。
本次勘災資料初步整理後，有以下四點建議：
建議中心可以積極參與蘆山人民醫院（需要檢測隔震器）及寶興
人民醫院及雅安人民醫院的重建，提供損壞檢測及重建建議。填
充空心磚牆極容易在地震後脆裂掉落，威脅室內或戶外使用者的
安全。建議可以研究適當的改善措施。吊頂輕鋼架天花板損壞極

4 月 30 日先勘察雅安市人民醫院，再自雅安市出發經蘆山縣

為普遍，建議對於重要建築物（如：學校、醫院、公共建築物），

往寶興縣，沿途經過震度Ⅷ度區(0.2g)的蘆山縣郊，勘查蘆山縣郊

復建時應改採耐震型輕鋼架天花板。既有磚混建築物的加固方式

民宅、蘆山縣蘆山河大橋、及蘆山縣西川河大橋，再沿 S210 公路

應該加強研究，以滿足大陸農村的需求。

往靈關鎮，沿途勘查靈關鎮山路坡地災害、靈關中心學校、靈關
鎮_民宅、靈關大橋、靈關蓓蕾鄉村少年宮，最後前往震度Ⅶ度區

助理研究員 邱聰智、副研究員 劉光晏、研究員 林克強
成大建築系教授 姚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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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自動化橋梁墩柱工法
研究成果發表會

第八屆美日台自來水耐震研討會
第八屆美日台自來水耐震研討會(The 8th US-Japan-Taiwan
Workshop on Water System Seismic Practices)，於 2013 年 8 月 21-2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於
2013年7月17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會議廳共同舉辦「自

日於美國加州奧克蘭市，由 East Ba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主
辦。有鑒於自來水系統的重要性以及大規模地震的破壞與影響，

動化橋梁墩柱工法之研究成果發表會」
，研討會目的為介紹本中

美國自來水研究基金會(WRF)與日本水道協會(JWWA)，自 1999

心近期開發之自動化橋梁墩柱工法，並與與會人士進行交流。

年起每兩年輪流舉辦「自來水耐震研討會」，就自來水耐震分析、

台灣多山的地勢條件，再加上近年來對自然環境保護需求

風險評估管理、震後應變恢復、震害經驗與防治技術等課題進行

意識之高漲，為避免大規模開挖與路堤施工，降低對環境之衝

交流。台灣自第二屆起即積極參與，自第六屆起遂擴大成為「美

擊，對高橋墩的需求也越來越高。目前大部分的高橋墩為鋼筋

日台自來水耐震研討會」。

混凝土橋墩，此種橋墩具大量主筋量、緊密箍筋與繁複中間繫

本屆研討會與會人員近百人，包含 25 位與 11 位來自日本、

筋等需求以達到應有的結構性能，所需作業方式具備了相當的

台灣的專家學者，其中國內人員分別來自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

施工困難度與危險性，也進而影響工期與造價。此外，若未經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台灣自來水公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台灣

妥善的施工計畫，緊密排列的鋼筋也會造成混凝土澆置作業的

世曦顧問公司，以及本中心三位研究人員。會中共發表 37 篇論

困難，進而對於整體橋墩之施工品質與耐震行為造成不良影

文，主題包含：Seismic Damage Assessment、Earthquake Studies and

響。為解決這些實務上之困難，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Evaluations 、 Seismic Mitigation Measures 、 Risk Analysis

委託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開發營建自動化橋梁墩柱工法。經

Techniques、Seismic Measures for Pipelines、Emergency Response

參考國內外橋梁墩柱先進工法，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開發兩

and Recovery 等。此外，主辦單位 23 日亦安排參訪，對象為舊金

種工法橋墩，一為H型鋼及混凝土複合式橋墩工法，另一為多

山公共事業委員會(San Francisco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耗資

螺箍橋墩工法。

46 億美元之 Hetch Hetchy 供水系統改善計畫的主要工程，包含

透過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實驗室之實際施工與性能試
驗，以及和傳統工法橋墩之比較，地震中心分別針對 H 型鋼與混

Calaveras 水壩耐震重建、第三暨第四輸水幹管穿越 Hayward 斷層
耐震工程等。

凝土複合式橋墩與多螺箍橋墩兩組工法橋柱之施工性、耐震性與
經濟性進行檢討與建議，並以此研究成果，完成「多螺箍橋墩之
設計及施工手冊」與「H 型鋼及混凝土複合式橋墩之設計及施工
手冊」。本研討會邀請國工局張純青副局長和國震中心張國鎮主
任進行歡迎致詞與開幕致詞，邀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所系
主任暨國震中心橋梁組組長宋裕祺教授擔任主持人，並由研究團
隊針對本研發成果與兩種工法之設計及施工手冊進行說明，研討
課題包含「H 型鋼及混凝土複合式橋墩設計與性能試驗」、「H
型鋼及混凝土複合式橋墩施工與施工實務」、「多螺箍橋墩設計
與性能試驗」與「多螺箍橋墩施工與施工實務」。會後並與與會
人士進行交流，期能藉此提供國內橋梁工程界新的工法選擇，並
進一步提升國內橋梁工程技術。

照片一 第八屆美日台自來水耐震研討會國內與會人員會後留影
近年來本中心針對自來水管線與系統耐震研究，除進行一系
列內部研究計畫外，自 2010 年起陸續執行經濟部水利署、臺北自
來水事業處、興南鑄造廠、台灣世曦顧問公司等之委託研究計畫。
舉凡自來水系統災損推估、管網分析、設施耐震評估、管材耐震
試驗、防災應變資訊系統、相關災害潛勢分析等，均多有著墨。

張純青副局長致詞

主持人宋裕祺教授

透過本次研討會，與國內、外專家學者交流互動，對於自來水耐
震相關的研究需求與實務瞭解，有相當多的助益。
副研究員 劉季宇
研究員、組長 鍾立來
研究員、組長 葉錦勳

張國鎮主任致詞

綜合討論會場
副研究員 洪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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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ASME 壓力容器與管線
國際研討會出國紀要

第五屆實驗結構工程進展
國際會議 (5AESE)

ASME 壓力容器與管線國際研討會（ASME Pressure Vessels

結構實驗在結構工程與地震工程研究領域中扮演日益重要

& Piping Conference, 簡稱 PVP 研討會）係由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之角色。透過結構實驗所獲得之結果，研究人員與工程師得以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簡稱 ASME）負責推

更加清楚地了解結構構件與系統之力學行為。實驗過程中，試

動，每年舉辦一次，採取在北美與歐洲輪流舉行之方式，今年則

體時有超出研究人員預期之反應，正提供研究人員新的研究課

選定法國巴黎為會議舉辦城市，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對其官方所

題。在研發結構構件、系統，或設計方法時，結構實驗已然成

負責舉辦的研討會均設定控管嚴謹的品質標準，所有論文稿件都

為不可或缺之工具。同時，為能提供更真實與更細緻之模擬，

必須經過兩位審稿委員進行審查。ASME PVP Division 自 1966 年

也有愈來愈多的學者投入更多的努力研究並改善結構實驗方法

4 月 13 日成立以來，今年已滿 47 歲，而今年出席本次 ASME PVP

本身。國震中心目前正籌備第五屆實驗結構工程進展國際會議

2013 大會發表論文之專家學者來自 44 個國家（是有史以來的最

(5AESE)。本會議將在 102 年 11 月 8~9 日，於國震中心舉辦。

高紀錄），總計發表 729 篇論文，而來自台灣的科技論文總計有

本會議旨在提供一討論空間，俾便長期以來於世界各地在此研

8 篇。開幕式由新任的法國籍 ASME 會長 Madiha Kotb 女士致歡

究領域之專家學者能共聚一堂，共同分享最新之研究成果。本

迎辭後，keynote 演說由法國機械工業技術中心資深工程師 Anne

研討會討論主題包括：

Chaudouet 女士主講”Fitness-For-Service”拉開序幕。

1. 結構與大地工程實驗領域中之新式試驗、量測與監控技術。
2. 即時結構試驗技術。
3. 結合數值解析與實驗量測之混合模擬技術。
4. 用於預測與解釋試驗結果之數值模形與數值模擬方法。
5. 試驗流程標準化之建立。
6. 應用實驗結果於結構設計與分析之案例。
7. 支援結構實驗之資料與資訊管理系統。

2013 年 ASME 壓力容器與管線國際研討會開幕式
FFS 標準評估流程旨在確保老舊電廠能夠在經濟效益前提
下，保持正常而安全的維運作業，使電廠人員以及社會大眾的生
命財產安全得到足夠的保障，而全球主要使用核電的工業國在此
一方面仍有待加緊努力，確實執行。另一方面，國際知名 Sargent
& Lundy 公司資深副總裁 Denny Demoss 博士則介紹新世代“輕
水式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Small Modular Reactors, SMRs) 的全

8. 新式實驗設施之設計、建造與使用案例。
9. 支援結構實驗之軟體與硬體發展。
本研討會籌備會議目前已接受超過 60 篇相關論文投稿，為
能提升本研討會論文素質，籌備會刻正進行投稿論文之同儕審
查作業。
本研討會官方網站(http://aese5.ncree.narl.org.tw/)。
（文：王孔君）

球研發現況，目前全球約有 9 家廠商致力於研發輕水式小型模組
化反應爐，在美國主要有 NuScale, Holtec, Babcock & Wilcox
mPower 以及 Westinghouse 等 4 家廠商投資研發輕水式 SMRs 發
電技術，主要沿襲自國防工業科技，而商用核子反應爐因受限於
放射性鈾濃度的規定，在設計建造及檢測驗證上均不同於軍用核
子反應爐，大體上 SMRs 採用的設計概念包括：模組化、三合一
壓力反應容器、被動式安全系統設計、全面地下化及水密性（防
範恐怖攻擊及降低颶風洪水等極端天災引致的風險）、大幅自動
化（降低人員操作判斷引致錯誤的可能性）、DID 縱深防禦新策
略（去除 cliff edge 災損）以及更經濟有效率等，單顆美規反應爐
發電量介於 45 MWe 到 225 MWe 之間，因為模組化的設計，所以
電廠可以選擇安裝的 SMRs 模組數量以符合特定發電需求。過去
國震中心因為研發業務性質的關係，較少參與壓力容器與管線方
面的國際研討會及學術交流，此次能向該領域之各國頂尖人才請
益學習，並蒐集有關壓力容器與管線方面最新發展趨勢，是非常
寶貴的學習之旅。
副研究員 吳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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