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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損評估之研發與應用之一》

行動震災資訊應用程式雛型(APP)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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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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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手機功能單純以通話為主，使用者僅能藉由簡訊功能進行資訊的接收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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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但近年來，行動裝置如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日漸普及，日常通話搭配隨時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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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APP)，已逐漸取代瀏覽器，成為使用者獲取即時資訊的重要管道。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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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的特點包含可即時存取特定資訊而無需透過瀏覽器搜尋；快速順暢的觸控式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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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資料呈現可更簡明，因而頻寬需求更低，傳輸與溝通更有效率；定位功能、拍
照功能、社群整合功能、支援被動式推播(Push)訊息的接收。未來對於資訊的交流，
APP 將逐漸與網站平行而成為使用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本研究擬研發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行動通訊裝置 APP 通報服務雛型，藉此探討通
報服務開發及運行實務上可能遭遇的技術瓶頸或系統整合障礙。

二、開發平台分析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 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統計，2012 年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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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其中，地震發生後，地震早期損失評估模組即依據中央氣象局所發送之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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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助，主動傳遞災損推估結果至所有訂閱本研究 APP 通報服務之行動裝置。在此
一訊息傳遞機制運作下，服務訂閱用戶不需時時主動到網站查詢震後災損推估結果，
僅需被動地接受相關訊息通知而能夠於震後即時獲知災損推估結果。

四、研發階段成果
Android 資料顯示及如何與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資訊網進行資料之交換為 Android
開發關鍵重要技術之一，本研究初步嘗試建置 APP 資料交換伺服器提供資料交換服
務，並以整合開發工具 NetBeans，進行 APP 之開發。Android APP 雛形系統試作之
功能架構如圖二，主要為利用伺服器端之資料交換服務，提供歷史地震事件資訊之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91 期／1

瀏覽並以 Google Map Android 呈現顯示歷史地震之震源資訊。

(二)地震事件地圖檢視：本頁面基於 Google Map Android 技
術與其所提供之功能，將歷史地震事件依其發生位置標示於地圖
上，如圖五。

圖一 APP 通報服務之系統整合與運作機制

圖五 地震事件地圖檢視
圖二 Android APP 試作之功能架構圖

(三)單一地震事件檢視：檢視頁面如圖六，將地震事件之位
置標示於地圖上並顯示其震源資訊，未來實作將加入相關災損資

其雛形系統試作之功能說明如下：

訊置於該頁面中，供使用者檢閱。

(一)地震事件列表檢視：APP 啟動後，主動與伺服器介接資
料，讀取歷史地震事件等資訊後以地震發生時間順序(由新至舊)
呈現於列表頁面如圖三。單則地震事件顯示之資訊如圖四所示。
此外，點選單列地震事件，可將頁面切換至單一地震事件檢視頁
面。

圖六 單一地震事件檢視

五、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應用 Android 應用程式框架服務，完成行動震災資訊
應用程式雛型探討與研發，應變人員可透過 APP 以列表與地圖
化之方式，直接獲取地震資訊。本研究期望未來完整建置行動震
災資訊應用程式功能，並藉由推播技術之研發及應用，震後主動
發送災損資訊，提供應變人員更便捷與即時之服務。
助理技師 陳世良、陳志欣、副研究員 劉季宇
圖三 地震事件列表檢視

圖四 單列地震事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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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損評估之研發與應用之二》

公路橋梁震損評估模式研發
的PGD有劇烈的變化。利用式(1)的PGD推估值代入位移易損性曲

一、 前言

線公式，可得當位移為PGD時的損害狀態機率。為考慮地表破裂
公路橋樑為交通系統的重要設施，為確保用路人的安全與減
低交通中斷引致的社會和經濟衝擊，主管機關需定期施行養護工

現象並非均勻或連續的，假設結構物恰好座落在地表破裂線上的
機率 與場址到斷層破裂面的最短距離 有關，並可表為下式

作，並維持橋梁的耐震性能。TELES 目前採用的公路橋梁震損評

0.7 ∙ exp

估模式和分析流程示意圖可參考圖一所示。通常依據地震規模和

(2)

與斷層破裂面(或線)的最短距離，以及各地區的土壤性質，亦即

其中 的單位為公尺。式(2)中的 0.7 主要在反映斷層線(面)位

震動衰減律和場址效應修正模式，計算各地區的震動強度。震動

置的不確定性。結構物因斷層破裂引致超越不同損害狀態的機率

強度可以地表最大加速度(PGA)或結構譜加速度(Sa)來衡量。因結

須乘以 。

構系統損害須由其在地震作用下的反應大小來衡量；因此，橋梁

以往在計算橋梁受斷層破裂影響而損害時，僅以橋梁中心點

震損評估模式中的易損性曲線宜以一秒週期的譜加速度作為評估

為代表，推估其到斷層破裂面的最短距離 ，以之代入式(1)逕行

參數。

計算橋梁可能遭受的永久位移量。然當公路橋梁的長度較大時，
僅以橋梁中心點的永久位移量恐無法精確反映其它部位受損的嚴

震源參數設定

地震事件

地震災害潛勢分析

重程度。為克服前述缺失，本研究利用橋頭和橋尾座標定出橋梁

橋梁基本評估單元

震動衰減律
場址效應修正
液化敏感類別…

損害狀態機率
通行失敗機率

主要方位角 ，配合斷層走向 ，可得其夾角|

整座橋梁

長度 、橋梁與斷層線的夾角|

假設橋梁中心點與破裂面的最短距離

地震動評估結果

橋梁所在地Sa(T=1.0)值

損害狀態機率
通行失敗機率
結構系統修復費用
交通阻斷時間
交通阻斷損失

個別橋梁之地震動易損性參數
震動引致的損害狀態機率Pi,gm
土壤液化、斷層破裂評估結果

可以下式推估

max 0,

0.5 ∙ ∙ sin|

| ∙ sin

位於上盤

max 0,

0.5 ∙ ∙ sin|

|

位於下盤

如

個別橋梁之地表位移易損性參數

(3)

小於 10 公尺，表示該橋梁有部分可能跨越斷層，其永久

位移量為 。以

位移引致的損害狀態機率Pi,gf

已計算出來，則根據橋梁

|和斷層破裂面的傾角 ，橋梁

端點距斷層破裂面的最短距離

Pi,gm + Pi,gf – Pi,gmPi,gf

橋梁所在地之地表位移及發生機率

|。參考圖二，

代入式(1)和式(2)可較精確地推估橋梁因斷層破

裂引致永久位移的損害機率。

圖一 橋梁震損評估流程示意圖
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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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斷層錯動引致永久位移推估
橋梁

地震引致的災害潛勢除地震動外，尚有地表的變形，如土壤



液化、山崩和斷層破裂等引致的沉陷、側移或斷裂現象。由九二

de

一地震的勘災經驗可知：多數落橋或嚴重損害的橋梁乃座落於斷
層破裂帶或其上盤；因此，如何描述破裂斷層兩側的地表變形，
尤其是破裂面已出露地表時的情況，甚為重要。根據 Wells and

l



dc



de

平面圖

dc

剖面圖

破裂面

Coppersmith (1994)與葉錦勳等(2005)的研究成果，本研究為更真
實描述斷層破裂現象和其對橋梁結構的影響，假設在斷層破裂面

圖二 橋梁與地表斷層線及斷層破裂面之相對位置示意圖

兩側 10 公尺以內的永久位移量均為 D；因此，如橋梁有跨越斷層
線的疑慮時，其可能承受的最大永久位移量即為 D。當橋址到斷
層破裂面的最短距離 d 大於 10 公尺時，以式(1)推估永久位移量
(PGD) 。

為確保公路橋梁地震損失評估模式具實務應用價值，本研究
以九二一地震事件為例，以當時有較完整紀錄的損害公路橋梁為

PGD

其中

三、結語

∙

∙

∙ exp

∙

∙

∙ exp

位於上盤

∙

位於下盤

∙

(1)

和 分別為位於上盤、下盤的地表永久位移的調整係

數，可表為

|α|/180，

1

探討的標的，將震損評估結果與實際災情調查相互比較，驗證各
項評估結果與實際調查值均在容許的誤差範圍內。
助理研究員 林祺皓、黃李暉
研究員兼震災模擬組組長 葉錦勳

， 為斷層破裂面的傾角；

為孕震帶頂部至地表的深度， 為斷層兩側的最大滑移量， 為
場址到斷層破裂面的最短距離； 、

和 的單位均為公尺。

一

般在兩公里到五公里之間，因此，在斷層破裂面上和其兩側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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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損評估之研發與應用之三》

國道橋梁地震風險評估與耐震補強排序
一、前言
國道高速公路為台灣地區主要的交通與經濟命脈，為確保用
路人的安全，建立高安全性的基礎交通建設與減低交通中斷引致

表一 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前後之年平均損失
補強前
補強後

直接損失
430,662
51,985

的社會和經濟衝擊，主管機關國道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局)
需定期施行道路養護，並維持高速公路橋梁的耐震性能，分階段

間接損失
總損失
345,971
776,632
77,644
129,630
(共 1169 座高速公路橋梁；單位：千元)

三、國道橋梁耐震補強優選排序

進行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並進行國道橋梁的耐震補

地震風險評估結果可獲得每一座橋梁和每一路段在耐震補強

強工程，目標達到中度地震不壞、設計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

前和補強後的年平均損失，比較其補強前後年平均損失的差異，

不倒之耐震水準。第一期耐震補強工程以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

可作為後續耐震補強排序的參考。為了有合理客觀的基準考量國

為主，第二期工程分列 3 路段進行，其中第一優先路段(北二高)

道各路段的耐震補強排序，分別以耐震性能與交通經濟衝擊兩個

已完成耐震補強工程。其餘路段委託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進行「高

方向，設計了多個耐震補強優選排序指標定量描述各路段的差異，

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後續路段評估與研究」，主要包含原第二期

最後為能比較不同指標間的重要性，將各指標值依比例調整為介

工程第 2、3 優先路段共 244 座國道橋梁，和國工局建議通案評估

於 0 到 1 之間的數字。各指標的意義說明如下：

辦理路段，主要為集集地震時「接近完工」、「下構已施工」的

耐震性能指標

國道橋梁共 601 座，以及受新增第 1 類活動斷層影響路段 310 座

●路段損失風險值：考慮路段上橋梁結構的耐震風險，因此可將

橋梁，總計 1169 座國道橋梁，其中有關國道橋梁地震風險評估與

路段未補強前的地震風險評估結果(直接年平均損失)，直接表為

耐震補強排序相關研究則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協助完成。

路段的損失風險。
●路段補強效益值：補強後橋梁結構上減少的地震損失風險，即

二、國道橋梁地震風險評估
國道橋梁的地震損失分成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兩部分進行評
估，直接損失為模擬地震作用下橋梁損壞修復金額的期望值，間
接損失則以橋梁阻斷，影響國道主線通行所造成臺灣地區路網之
車輛因繞行而增加旅行時間及旅行距離，參考交通部運研所第四
期國家永續發展之城際運輸系統需求模式研究成果，利用
TransCAD 軟體進行各橋梁受災時之情境模擬，以瞭解國道橋梁
地震受損後交通上造成之損失，最後透過時間價值及行車耗損等
貨幣化之轉換，即為高速公路之交通間接損失。
高速公路為封閉性路網，出入高速公路均須經由匝道(交流道)，
匝道與匝道間如有任一區間因故封閉，則該匝道與匝道間的路段
即無法使用；此外，高速公路工程必須以路段為單位逐段施工，
高速公路橋梁的耐震補強也不例外。因此，在考量國道橋梁的地
震風險時，以匝道和系統交流道為界劃分共 88 個路段，每一路段
內可能包含一座或兩座以上的橋梁，考量路段上每座橋梁的地震
損失評估結果，以路段為單位呈現模擬地震下國道各路段的直接

為補強可帶來的利益，再以相除或相減的方式比較補強工程投入
的成本，即為兩種路段補強效益的評分方式。
●路段耐震初評分數：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進行國道橋梁普查時，

針對橋梁的落橋以及強度韌性均有評估分數，將此二分數依據橋
梁所在路段進行平均，以得到各路段所有橋梁的落橋初評平均分
數和強度韌性初評平均分數。
交通經濟衝擊指標
●交通繞道風險值：考慮路段封閉時，每日交通改道所額外增加

之總旅行時間及總旅行距離，再透過 TELES 的地震風險損失模型
計算每一路段的間接年平均損失，即為交通繞道損失風險。
●產業經濟衝擊指標：分析區段具有服務重要交通節點而位於其

半徑 30 公里內者，例如直轄市、機場、港口、科學園區或工業區
等，給予評分以反應其經濟衝擊的差異。
●跨越重要設施指標：發生橋梁災損時亦會對跨越之重要設施造

成影響，如高鐵、台鐵、快速道路或市區高架道路等，反應各路
段對其跨越設施之影響。

損失和間接損失，應用 TELES 的機率式地震風險評估模型，進行

各項補強排序指標評比因子，經過不同權重的計算，即可獲

眾多推測地震事件之境況模擬，結合震源機率模型的地震事件損

得每路段耐震補強優選排序的分數，做為路段耐震評估補強優選

失資料表(葉錦勳等，2007)，依機率和統計的理論計算年平均損

排序之依據。

失和損失年超越機率等，得到 88 個國道路段的耐震補強前後地震
風險評估結果，進行路段的耐震補強排序建議。
所有國道路段進行耐震補強前後地震風險評估結果合計如表

四、結語
此研究應用路網分析技術考慮橋梁阻斷造成車輛需繞道增加

一，整體而言耐震補強後之年平均總損失可大幅降為 1 億 2 千多

旅行時間的損失，並結合成熟的橋梁地震風險損失評估技術，建

萬元，僅為補強前的 16.69％，顯示補強後可減少約 80%的地震風

立多項耐震補強優選排序指標，提供高公局效益最佳的耐震補強

險損失，顯見耐震補強對高速公路橋梁的地震風險效益。

工程進行順序。
助理研究員 林祺皓、黃李暉、研究員兼震災模擬組組長 葉錦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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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詹天佑論文獎
石延平教授工程論文獎
本中心論文近期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 103 年度各類論文獎項，

2014 科技臺灣探索-候鳥計畫
科技部舉辦「科技臺灣探索-候鳥計畫」，目的在於暑期招募

研究能力與成果深受各界肯定。於 6 月 6 日出席中國工程師學會

海外臺裔第二代青年返臺短期實習，藉此瞭解臺灣社會現況、科

103 年度聯合年會，由張國鎮主任、宋裕祺組長、李路生技術師

技研發及產業優勢。前述計畫已邁入第十個年頭，今年共計有 276

與劉光晏副研究員等代表接受吳副總統敦義頒發詹天佑論文獎；

位海外學員回國參加。

另由張國鎮主任代表接受工程論文獎，以及簡文郁研究員代表接

本中心配合該計畫提供 2 個實習工作，希望學員藉由實習機

受石延平教授工程論文獎。獲獎論文包括：（1）「橋梁基礎裸露

會瞭解臺灣近幾年來積極推動之校舍耐震補強計畫，將臺灣校舍

之耐震性能現地實驗與成果探討」（作者：劉光晏、王柄雄、李

耐震補強計畫傳達至世界各個角落，讓世界各國知悉。今年在本

政寬、李路生、張國鎮、宋裕祺、Witarto）榮獲詹天佑論文獎（工

中 心 實 習 之 2 位 候 鳥 計 畫 學 員 均 來 自 於 美 國 University of

程論文獎首獎）；（2）「大尺寸多螺箍筋橋柱之施工與反覆載重

California, Davis，其實習主題如下：

試驗」（作者：尹衍樑、張國鎮、王瑞禎、王柄雄）榮獲工程論
文獎；（3）
「Optimal design base shear forces for reinforced concrete
buildings considering seismic reliability and life-cycle costs」
（作者：

學員姓名
Connie Lee
Gary Hua

實習主題
Post Earthquake Damage Assessment
Earthquakes and Schools

Chien-Kuo Chiu、Wen-Yu Jean、Yu-Tai Zhuang）榮獲石延平教授
為增進學員之地震相關知能，本中心承辦候鳥計畫之同仁與

工程論文獎。

學員一同前往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利用園區內現有教材向學員
說明。經過一天的導覽後，學員們表示經由實地參觀瞭解到臺灣
與地震間密不可分之關係，以及地震防災之重要性，且有助於進
行實習主題。

圖一 詹天佑倫文獎頒獎

圖一 參觀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
經過第 1 週的團體訓練活動以及 7 週的實習後，將驗收候鳥
學員們在這 7 週以來的實習成果。8 月 15 日於科技大樓 1 樓及 2
樓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學員依自然科學、工程、生命科學、人
文科學及社會科學等領域分組，除可以個人方式逐一發表實習成
果，亦可多人組成團體方式進行發表；最後，8 月 16 日則安排於
圖二 工程論文獎頒獎(張國鎮主任右二)

和璞飯店舉行歡送暨頒獎晚會，除公佈實習成果之優勝者外，並
頒發感謝座給各實習單位，以表達科技部感謝之意。

圖三 石延平教授工程論文獎(簡文郁博士左一)
副研究員 劉光彥

圖二 於科技部發表實習成果
專案助理技術師 羅惠嫻、助理研究員 沈文成、翁樸文
組長 鍾立來、副主任 黃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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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結構耐震設計
國際訓練班(ITP2014)

第七屆亞太智慧結構技術
暑期學校活動
本中心與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於 2014 年 7 月 28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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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5 日共同舉辦第七屆亞太智慧結構技術暑期學校（7t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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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ific Summer School on Smart Structures Technology）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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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最初乃由國際組織 The Asian-Pacific Network of Center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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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in Smart Structure Technology （ANCRiSST）所發起，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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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由該組織之成員輪流舉辦暑期學校活動以及工作會議。而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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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活動共計有 45 位大學生與研究生前來參與，分別來自台灣、日

容小覷，例如 1984 年墨西哥地震、1990 年伊朗地震、1994 年美

本、美國、新加坡與中國等國家。本活動邀請了約二十餘位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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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相關的學者專家前來教授課程，課程的主題包括了先進智慧材

伊茲米特地震與我國集集地震、2001 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地震、

料、智慧結構、感測與監測系統、結構控制等相關技術以其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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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等等。活動內容涵蓋了基礎理論的教學以及實務的操作，包

臘地震（造成南亞大海嘯）、2005 年印尼蘇門達臘地震與印度-

括有：

巴基斯坦邊界之喀什米爾地震、2006 年印尼日惹地震、2007 秘魯

1. 參與第十屆國際先進智慧材料與智慧結構技術工作會議

地震、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2010 年海地地震、2011 年日本東
北地震及土耳其凡省地震、2012 年伊朗地震等，均造成重大人員

2. 教學課程：共計二十六堂課

傷亡與財產損失，單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甚至有超過三十萬人，

3. 實驗課程：共計二十堂課

這其中包含地震引致的次生災害，如海嘯、坡地災害、火災等。

4. 學生實驗與演講競賽：結構控制與損壞識別理論之實務應用
5. 台北好行攝影競賽

等，均造成重大財產損失及人員傷亡。
根據災害調查資料分析的結果，除了地震引發之海嘯衝擊外，

6. 工程參觀：翡翠水庫、直潭淨水場

地震中的人員傷亡，90%以上是因為建築物耐震能力不足倒塌而

7. 文化之旅：龍騰斷橋、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921 地震教育園

引起。因此提升建築物之耐震能力，使其在強烈地震來臨時所受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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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

透過三個禮拜的課程、演講、實驗、參訪、競賽活動，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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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

將可得到先進智慧結構與材料技術的最新資訊，以及了解將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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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用於實務的方式等等，參與之學員亦可透過活動與不同國家的學

許多國際性地震工程協會組織均曾多次提議，由耐震設計等相關

生進行交流以及拓展國際視野。透過活動的舉辦，本中心再次成

地震工程研究與實務均較為優良先進的國家，如美、日、紐、加

功的達成了知識傳承、經驗推廣與教育英才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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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已舉辦十二屆，計有來自 23 個不同國家，共 387
位學員參與。

參與人員於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合影留念

本年度之訓練班日期定於民國 103 年 10 月 13 至 18 日，在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舉辦。會中預計邀請 15 國共 29 位具耐震設

助理研究員 趙書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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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助理研究員 賴明俊、林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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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紀要

第十屆美國國家地震工程研討會

第十屆國際先進智慧材料與智慧
結構技術工作會議

第十屆美國國家地震工程研討會(10NCEE)於 2014 年 7 月 21
日至 25 日在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拉治市舉行。美國國家地震工程
研討會是由美國地震工程學會(EERI)每四年舉辦一次的大型國際
研討會，本屆會議地點選在安克拉治市是為了紀念 1964 年發生於
該市的大地震。本屆研討會共計發表了近 800 篇的論文，美國
NEES(Network for Earthquake Engineering Simulation)亦在本次會
議中發表與總結其為期十年(2004 至 2014)的執行成效。細看 NEES
機構在統合美國本土試驗設備、整合研究資源與教育推廣等方面
的工作，與本中心的任務與使命有許多雷同之處。NEES 機構這

第十屆國際先進智慧材料與智慧結構技術工作會議(10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Smart Materials and Smart
Structures Technology) 由本中心與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共
同舉辦，時間為 2014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 日，地點在本中心 101
演講廳。這個工作會議乃由國際組織 Asian-Pacific Network of
Centers for Research in Smart Structures Technology （ANCRiSST）
所組織與籌畫，其成立於 2002 年，至今已有 20 個研究機構，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目前亦為該組織的研究機構之一。
本工作會議的目的是為了要瞭解目前智慧材料和智慧結構技

十年的發展脈絡與策略佈局都可作為本中心營運的參考與借鏡。
本中心總共有七人與會，共計發表八篇論文：
「The reasons for
the trends in torsional effects in asymmetric-plan buildings」、「Shear
strength prediction of reinforced concrete deep beams with web
openings」、「Seismic rehabilitation objectives and upgrading strategy

術的進展，以及提供平台讓不同專業、不同國家的研究者進行交
流，並促進不同領域和不同大小的研究合作計畫，使得一些在各
別研究中心內不容易被執行的計畫，透過合作的方式更能夠被執
行。

for medical equipment and nonstructural components in a hospital」、

本次的工作會議的內容包含了兩天的會議議程，以及一天的

「Verification on seismic evaluation models of reinforced concrete

工程參觀活動。兩天的會議議程包括了八個專題演講，以及四個

frame with brick infill」
、
「Behavior of model pile in saturated sloping

會議場次，共計有二十餘篇投稿的技術論文，以及八十幾位的會

ground in shaking table test」、「Seismic evaluation of relays in MCC

議參與者。本次工作會議探討的議題包括有：

type cabinets in Taiwan nuclear power plants」、「Experimental

1. 智慧材料及其應用

investigations on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using box columns with or

2. 感測器與無線傳輸技術

without infill concrete」
、
「Seismic performance of buckling-restrained
braces using welded end and rectangular steel casing」，並與美國華
盛頓大學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研究團隊會面，討論本中心國際
合作研究案後續研究工作。本次中心參與會議除了發表研究成果
外，也聆聽各國學者專家所發表的研究課題，藉由與專家們的對
談，吸收了許多知識，並且對於未來研究方向有更多新的構想。

3. 結構監測與健康診斷
4. 訊號處理與系統識別
5. 損害評估技術
6. 能源擷取技術
本中心長年以來一直致力於結構監測系統、結構控制技術、
防災、減災與預警技術的開發與研究，舉辦本次研討會議除了能
夠促進國際的學術交流之外，亦能夠促進相關研究技術在國內的
發展。期待未來能夠將相關技術應用於工程實務界，以達到災難
防治的目的，增進人民之福祉。

研究員 林瑞良、柴駿甫
助理研究員 李昭賢、邱聰智、陳家漢、吳安傑
助理技術師 曾建創

會議參與人員於國震中心門口合影留念
助理研究員 趙書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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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
世界結構控制與監測研討會

第十二屆結構工程研討會
暨第二屆地震工程研討會紀要

第六屆世界結構控制與監測研討會(Sixth World Conference

「中華民國第十二屆結構工程研討會暨第二屆地震工程研討

on Structural Control and Monitoring)，於 2014 年 7 月 15 至 17 日

會」甫於 8 月 27 至 29 日假高雄市國賓大飯店舉行，本次研討會

期間，假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行，該城市為地中海最吸引人的景點

由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科技部工程

之一。本次會議係由西班牙 Politècnica de Catalunya 大學在歐洲

司工程科技推展中心與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共同主

結構控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Control of Structures,

辦，研討會主題包括：結構設計與分析（含建築結構、.橋樑工程、.

EACS)的指導下舉辦，為四年一度於智慧型結構領域之盛事，因

地下結構、特殊結構、結構設計、.軌道工程、風工程、材料力學、

此中心主任張國鎮教授率領中心同仁林詠彬、許丁友、盧恭君等

電腦應用、工程材料等 10 項子題）、地震與防災（含地震工程、

四人參與這次難得的盛會。

性能設計、評估補強、減震隔震、結構實驗、結構監測、非破壞

本研討會為世界結構控制與健康診斷之重要盛事，在國際上

檢測、結構可靠度等 8 項子題）、實務與法規（含人才培育、法

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本次除了各國之結構控制與健康診斷權威

令規範、以及技術實務等）、特別議題（含結構隔減震原理與實

學者外，世界各國之頂尖專業人才，亦都參與此次會議以分享豐

務應用探討、光學量測之工程應用、新型高強度鋼筋混凝土結構

碩之研究成果。透過這次國際會議，將可快速的瞭解現今於結構

系統）以及核能耐震安全探討專門議題，總計 285 篇論文，其中

控制與健康診斷最新穎之研究概況，並獲得快速經驗累積與培養

國震中心提交約 70 篇研究論文與國內產學研各界先進交流。本次

研究構想的效果，不論是在相關理論、數值模擬、實驗驗證、實

大會特邀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洪如江教授、楊永斌教授、以及國

際應用、產業動態等方面，在土木、航太、機械、能源等領域方

震中心張國鎮主任進行專題演講，講題分別為「土木工程與文明

面，都是不可缺席之會議。

的生死關鍵」、「以實驗車輛量取橋梁振動特性」、以及「大規

該研討會的主題共有 21 個，總共 375 個人參與，大約 400

模地震防災之科技發展與前瞻」，張主任並於會中報告國震中心

篇論文發表，包括六篇專題演講，對於當前智慧型結構領域的研

目前於國立成功大學台南歸仁校區籌建國震中心第二實驗設施的

究與突破作了詳盡的分析。中心人員以口頭報告方式發表了關於

概況。

「利用旋轉模態形狀與局部柔度法於梁結構損傷診斷」、「現地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自民國 81 年以來，每兩年協同國內

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應用」
、
「濁水溪河床及橋梁沖刷現地量測」、

北、中、南各大學之土木工程與營建工程等相關科系籌辦結構工

「應用於橋梁多重災害之可見光通訊網路監測系統」、「應用經

程研討會，業已成功舉辦過十一次大會，自民國 101 年第十一屆

濟之單軸加速度計於即時結構健康診斷裝置」等論文，對於提昇

起並與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聯合舉辦地震工程研討會，本次研

本中心國際學術能見度，以及拓展中心研究人員國際觀有相當大

討會企盼廣納各類結構工程技術及地震工程研究之論文，針對各

的貢獻。其中，許丁友副研究員於當次會議中，受到香港科技大

項設計實務與學術研究的最新議題，提供各界學者、專家、先進

學倪一清教授的邀請，將於 103 年 9 月前往香港科技大學演講關

討論交流的機會，並汲取彼此工程技術與研究發展經驗，進而提

於現地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研發成果。

升及精進相關工程技術水準，本屆研討會於 29 日中午時分圓滿成
功閉幕，會中決議民國 105 年「中華民國第十三屆結構工程研討
會暨第三屆地震工程研討會」將由國立中央大學籌辦。

本文作者(左)於會議中發表論文
副研究員 許丁友

研討會開幕式洪如江教授專題演講
副研究員 吳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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