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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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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盆地由於其第三紀基盤形貌及鬆軟的近地表沖積層，盆地內場址效應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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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地震波放大和震動歷時延長成為地震災害之主因。在盆地內，第三紀基盤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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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第四紀沖積層由上到下則分別為松山層、景美層、五股層、板橋層四層。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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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內之基盤形貌可由近幾年來的鑽井資料及反射震測結果得知，由於盆地西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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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腳斷層之正斷層陷落活動，形成西北側最深，向東南漸淺之特殊盆地形貌，上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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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紀地層厚度分佈也受此影響。表一是 Wang et al.（2004）結合反射震測及鑽井資
料推估之台北盆地第四紀地層深度及速度範圍，其並描繪出第三紀基盤面及松山層
底部等深度圖，五股蘆洲一帶基盤深度可達 700 公尺以上。
然而，有限的測點分佈造成空間解析度較為不足，對於地震動預估及模擬之需
要，仍須有更為詳細且能實際反應其場址特性變化之地層速度資訊。因此，本研究
利用強震站接收函數（Receiver Function）分析及密集微地動量測之單站頻譜比擬合
方法，推估反應其場址特性之近地表剪力波速度變化，進而彙整所有結果，建立完
整且詳細的台北盆地剪力波速度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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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台北盆地第四紀沖積層之地層深度與速度（Wang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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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震站接收函數分析

第三屆海峽兩岸地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 8
接收函數法廣泛利用於地殼、地函剪力波速度構造研究，本研究則利用接收函
數方法分析台北盆地及周遭地區分佈密集之 TSMIP 強震站資料，以較高頻之地震波
資料求得深度一公里內的剪力波速度構造。
本研究共挑選了台北盆地內 64 個 TSMIP 強震站進行分析，地震資料範圍則是
各測站在 1992 至 2009 年之間的所有紀錄。每筆資料之地震波形、P 波和 S 波到時都
經過重新檢視，剔除資料品質不佳或異常的資料，以三向量加速度波形直接計算其
接收函數，挑選相關性較佳的地震事件求得各測站之平均接收函數，各測站之平均
接收函數波形隨其位置而有顯著變化；西邊測站之到時較晚代表地層介面深度較深，
東邊測站之到時較快則代表深度較淺。64 個測站所求得之平均接收函數使用基因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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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配合反射率傳播矩陣技巧對各強震站接收函數波形進行擬合，
參考 Wang et al.（2004）（表一）對各地層特性之推估，建立一
個包含七層地層之起始模型，固定各層 S 波速度，給予各層合理
之厚度變化範圍，藉由大量、隨機之速度模型計算，擬合各測站
平均接收函數，求得各強震站淺部一維剪力波速度構造。圖一是
TAP010 強震站之平均接收函數，以及經過基因演算法擬合後之
速度構造剖面及對應之理論接收函數比對。
由於各地層速度是固定的，可直接判斷地層速度對應之地層
厚度，擬合結果可輕易分辨出各測站下四個主要地層介面之深度。
整合各測站分析結果，位於地表第一層之松山層厚度介於 80（東
南方）至 120（西北方）公尺之間，各自往盆地邊緣漸減；第三
紀基盤在盆地西北邊緣之數個測站（TAP003、TAP006 和 TAP094）
都顯示深度大於 600 公尺之基盤深度，往東南邊及盆地邊緣漸淺。
整體剪力波構造變化趨勢與前人之研究結果相吻合。

圖二 台北盆地內六個微地動單站頻譜比擬合結果。左圖為實測單
站頻譜比（紅線）及理論轉換函數（黑線）之比較，右圖為推估
之一維剪力波速度構造

四、台北盆地之主要地層構造
綜整密集分佈之微地動單站測點所推估之一維剪力速度構造，
並盆地內各地層之波速資料（表一），可描繪出台北盆地主要地
層介面之等深度圖，包括松山層、景美層、五股層及板橋層底部
（第三紀基盤面），如圖三所示。四個介面都是在盆地西北側之
深度最深，分別可達 120、200、300 及 679 公尺，往東南逐漸變
淺。此外，四個構造介面彼此間有不同之深度變化細節，但在盆

圖一 TAP010 強震站之接收函數分析結果。左圖是平均接收函數
（黑線）與基因演算法所求得之理論解接收函數（紅線）擬合結
果，右圖是一維剪力波速度模型結果，藍色虛線為模型搜尋範圍，
彩色實線是擬合度最高之 20 個解，粗黑線則是最佳解

地東側之松山機場一帶則都顯示一相對陷落區，乃受當地較低主
頻之場址特性影響。整體而言，各地層構造深度變化皆能符合前
人研究（包括地質鑽探、震測、速度井測及微地動陣列等）結果，
且提供更為清楚詳盡並符合實際場址特性之構造變化，作為未來
台北盆地於地震與工程相關研究應用之參考。

三、密集微地動量測之單站頻譜比擬合
台北盆地內已有密集的微地動單站頻譜比（H/V Ratio）分析
之場址特性變化資料，每 1 公里有一測點，共計 589 點。為推估
反應其實際場址特性之剪力波速度，並提供更為豐富詳細之構造
變化資訊以描繪複雜之台北盆地形貌，本研究利用已知近地表速
度（強震站鑽探、接收函數及震測等）位置作為控制點，配合發
展完成之基因赫氏法（GA-Haskell method），擬合盆地各微地動
測點之微地動單站頻譜比，推估反應其場址特性之近地表 S 波速
度變化，進而彙整所有結果，建立完整且細緻的台北盆地近地表
S 波速度構造。
本研究首先利用強震站接收函數分析所得之速度構造計算其
SH 波垂直入射之理論地層轉換函數（Haskell, 1960；赫氏法），
與實測微地動單站頻譜比比對，驗證台北盆地之微地動特性能反
應地層 SH 波振動特性。接著，利用結合赫氏法與基因演算法之
單站頻譜比擬合方法（GA-Haskell Method），推估所有微地動測

圖三 基因赫氏法所推估台北盆地內四個主要地層介面之等

點下之一維剪力波速度構造。圖二為六個微地動測點之單站頻譜

深度圖。(A)松山層底部(B)景美層底部(C)五股層底部(D)板

比擬合結果，顯示不同的微地動主頻及頻譜比變化都能被可靠地

橋層底部（第三紀基盤）

擬合，進而推估出不同地層厚度分佈之速度構造。

副研究員 林哲民、郭俊翔
組長 溫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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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波速與地動特性研究之二》

地震動分布圖之建置與應用
地震發生具高度不確定性，對工程結構物的耐震性能與可靠

31 日花蓮瑞穗地震，第一時間發佈地震規模為 ML6.3，震源深度

度之影響可透過地震危害度評估及地震工程技術作有效考量，但

19.5 公里。當即時資料回報量越多，地震定位更為精確，此地震

仍存在一定的殘餘風險。故在遭遇極端地震時，震災無法完全避

震源參數被更新為 ML6.4，深度 15 公里，震源位置亦有變更。以

免，震前整備與震後緊急應變為地震減災之重要手段，用以減緩

此地震為例，本系統採用實際地震觀測值修正與地震動經驗模型

災害且有助災後重建規劃。震後緊急應變有賴於震損評估，精確

間之模型誤差(系統性誤差)，可修正地震參數或其他震源效應之

之地震動分布圖(ShakeMap)為判斷的重要參考之一。

不確定性。圖二(a)顯示套用第一時間發佈之震源參數之地震動經
驗模型(圖中虛線)與實測資料間存在之系統性誤差，修正後之地

一、地震動評估系統

震動曲線如圖中(紅色)實線；套用重新定位後之震源參數之地震

本研究採用混和模式(Hybrid Model)建置地震動評估系統，獲

動經驗模型(圖二(b)中虛線)，與修正後之地震動曲線(圖中紅色

得地震規模與震源位置等地震參數後，以地震動經驗模型推估各

實線)及實際觀測值間有很好之擬合度(圖二(b))。顯示本系統採用

地之地震動，後續再納入部分實際地震動觀測值進行地震參數修

混和模式評估全台測站之地震動大小，對第一時間採用的地震參

正，提升地震動分布圖之精度。採用之地震動經驗模型可模擬點、

數的可能誤差具有相當的容錯能力，可有效提高地震動分布圖之

線震源、考慮特定地盤條件之場址放大係數，有效估算地震動值。

可靠度與細緻度，如圖三(a)所示。

本系統混合模式之流程如圖一所示，依據步驟可產出不同階段之

(2) 歷史地震重建：以 1906 年梅山地震為例，過去以震損範圍推

地震動分布圖：(1)以地震動經驗模型推估全台強震測站點(約 8

估地震規模為 ML7.1，有學者重新檢視地質資料與震損位置，修

百多個測站)之地震動值，得到初版之地震動分布圖。此步驟可重

正規模為 ML6.8。依據斷層位置與規模，以本系統模型重新推估

現歷史地震之地震動分布，或境況模擬；(2)當地震發生後，結合

梅山地震造成之地震動分布，並比較歷史震度分布如圖三(b)。比

有限的實測地震紀錄校正經驗模型，以考慮個別地震的獨特性，

較結果顯示，梅山地震設定規模 6.8 之地震動分布範圍大致上可

獲得精度高之地震動分布圖。

呈現當時震度分布狀況。故本系統可針對不同參數變化以推估歷

地震動潛勢評估流程(混合模式)
初始地震動評估
地震參數
(規模、震央)
地震動衰減律

史地震可能之規模，包括斷層位置或長度。

即時地震動評估
即時地震記錄
(PGA、Sas、Sa1)
測站場址修正係數

•ML6.3
•EqLon. 121.42°E
•EqLLat. 23.55°E
•Depth 19.5 km

震源相依
地震動衰減律

•ML6.4
•EqLon. 121.35°E
•EqLLat. 23.57°E
•Depth 15.0 km

地震動估算(全台約9百多個測站點)
部分實測值
取代估算值

圖二 地震動評估模型與實測紀錄值之比較

地震動分布圖(ShakeMap)

(b)

(a)

圖一 地震動分布圖建置之流程
地震動評估系統之應用範圍包括：(1)於震後快速提供細緻度
高之地震動分布圖，作為緊急應變參考。可隨時依據實測值反覆
修正地震動評估結果；(2)境況模擬可重建歷史災害地震之地震動
分布，作為歷史地震研究、防救災規劃、耐震評估之參考，亦可
作為耐震評估工程實務之輔助。工程師可依據工址之鄉鎮名或經
圖三 地震動評估系統之應用

緯度查詢結構物存在年限内之最大地震動參數，以驗證結構物現
況或評估結果之合理性。為滿足震損評估與工程所需，本系統除
常用的 PGA 外，同時分析出與結構物之地震反應或震損更具關聯
性之短、長周期反應譜(Sas、Sa1)之震度圖。

二、應用案例

三、結語
本研究之地震動評估系統以混合模式提供準確度高之地震動
潛勢分布圖，能同時提供快速地震動評估、歷史地震之境況模擬
與工址歷史地震動查詢。本系統雖可達到一定程度之地震動預估，
但仍有許多技術層面問題待解決，將更進一步持續探討，以效提

(1) 即時地震動預估：地震發生時，中央氣象局於短時間內利用

高地震動預估之可靠度，以滿足各界多元之需求。未來會持續擴

速報網紀錄進行地震定位，發佈震源參數與大比例尺之震度分布

充地震資料庫，以提供更完善的地震事件資訊。

圖。受限於資料數量，震源定位可能存在誤差，如 2013 年 10 月

助理研究員 張毓文、專案佐理研究員 張宛婷、研究員 簡文郁

NCREE |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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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波速與地動特性研究之三》

垂直地震儀陣列之設置與觀測
一、前言
為了解近地表地層對地震波傳遞及放大效應之影響，國震中
心於去年底開始於實驗場後方花園空地設置一套垂直地震儀陣列，
其前置作業包括微地動量測與分析、鑽探地質調查及地層波速測
量等。此垂直陣列位於臺北盆地邊緣，因此規劃最深的井下地震
儀位置於基盤之下，以藉由此垂直陣列觀察到地震波進入臺北盆
地時，由基盤通過沖積層到地表的波傳特性以及沖積層對震波的
放大效應。
圖二

台灣往年也曾經裝設過許多井下地震儀陣列，例如台電公司
和美國電力研究所合作進行的羅東大尺度地震測試（LLSST）、
花蓮大尺度地震測試（HLSST）
、台灣強地動陣列第二期（SMART2）

垂直陣列現地照片

三、初期觀測成果

等，目前尚在運作中的則有台北盆地強震與微震井下地震儀、港

此垂直陣列自 2014 年 3 月正式開始進行觀測，目前採用觸發

灣地區井下陣列等，而中央氣象局近年來也陸續再全台各地設置

式記錄，當感測到振幅超過 0.003%滿格範圍的振動訊號時，則開

地表-井下觀測系統，以增進其地震監測能力。

始記錄，前期採用 100 點/秒取樣率，現改採 200 點/秒取樣率。至

二、地質調查與垂直陣列設置

2014 年 10 月所記錄到的地震震央分布如圖三。目前為止所觀測
到的震波記錄絕大部分來自台灣東部宜蘭和花蓮及其外海一帶，

進行地質鑽探之前，先在選定之場址進行微地動測量與分析，

震央方位幾乎都位於 90 度至 180 度之間，由目前所記錄的地震事

結果顯示此處應屬於 D 類地盤，Vs30 預估值為 265 公尺/秒，沖

件分布情況可大約估算其監測能力，對規模三地震之監測範圍約

積層厚度預估值為 50.1 公尺。進行地質鑽探調查之結果指出此處

到花蓮市一帶；對規模四地震的監測範圍約至瑞穗一帶；對規模

地層基盤深度在 57.7 公尺。若使用 Kuo et al.（2012）之經驗式，

五地震的監測範圍約可達台東一帶，監測半徑分別為 130 公里、

可由鑽探 N 值得出 Vs30 為 213.9 公尺/秒。後續使用懸浮式井測

180 公里和 250 公里。

系統（Suspension PS-logging System）進行地層波速測量，每 0.5
公尺測量一筆波速記錄，經資料處理分析後，P 波和 S 波速度剖
面即可繪出如圖一，可看出 S 波速度從約 150 公尺/秒隨深度漸增，
至 30 公尺時約達 300 公尺/秒，此後無明顯變化，直到約 58 公尺
後到達基盤而波速急遽升高至 1,000 公尺/秒以上，而其 Vs30 數
值經計算後為 236.7 公尺/秒。
此垂直地震儀陣列包含地表強震儀和深度各為 20 公尺、30
公尺、58 公尺（沖積層與岩盤界面）及 78 公尺的井下強震儀（圖
二），希望藉由此垂直陣列能觀測到地震波由岩盤進入沖積層到
地表之特性變化。

圖三

至 2014 年 10 月所記錄到之地震震央分布

此垂直地震儀陣列設置時間仍短，目前觀測到的最大地震為
2014 年 5 月 21 日發生在花蓮的地震，規模為 5.9，此地震所觀測
到的地表最大加速度值為 13 gal，也是目前記錄中最大的 PGA 值，
因此目前尚待收集更多、更大的加速度記錄。未來此陣列的記錄
將可用來進行場址效應之分析，並協助評估 Vs30 於耐震規範中
之適用性。
圖一 本中心垂直陣列所在位置之 P 波和 S 波速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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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員 郭俊翔、林哲民
助理研究員 謝宏灝
國立中央大學教授、組長 溫國樑

《地層波速與地動特性研究之四》

雲嘉南地區震波傳遞特性地殼異常觀測
一、前言

均在地震發生前一個月出現高值(如圖四，A、B、C、D、E、F 地
震事件)。由此次觀測結果認為 Q 殘值對於地震群集亦能有所反應

超音波是近代耳熟能詳的名詞，一般日常生活中舉目可及，

(如圖二及圖四，虛線圓圈標示處)。

在軍事、醫療及工業中廣泛應用。以超音波探傷檢測為例，為工
業上無損檢測的方法之一，當超音波進入介質遇到缺陷時，一部
分聲波會產生反射，發射和接收器可對反射波進行分析，能明確
地測出缺陷或裂隙，並且能顯示其缺陷的位置和大小或測定材料
厚度等。同理的，我們將超音波換成地震波，監測每天所接收到
的天然地震波，利用震波傳遞特性分析每筆地震波所帶出的介質
訊息，判讀這些物理異常變化與地震發生的關連。

二、波傳特性應用
頻散（dispersion），波速隨頻率改變而改變的性質，而本研

圖二 測站 CHN5 與地震分布圖

究所用頻散曲線乃描繪不同頻率上群速度與參考頻率的時間差如
圖一所示，利用此特性可用單一測站求出衰減因子 Q。地質構造
中震波速度的橫向變化不超過 10%，但震波能量衰減的橫向變化
可能到 50~100%以上(Romanowicz, 1990)。由此可見，相較於震波
傳遞速度，震波能量衰減特性對於地殼異質性更為敏感。當地殼
受應力擠壓而產生地震，在這個過程中地殼勢必產生細微變化，
地震波形亦會隨之改變，由於研究方法係截取 P 波的第一個波形
進行分析，可避免其它波相干擾，並利用地震波通過介質攜出地

圖三 測站CHN5 dQ觀測值。柱狀圖為dQ每半個月平均

震發生前、後地殼產生之細微變化，尤其是震前地殼所受影響受

值，星號表示測站40公里內規模大於3.5地震

孔隙度、流體侵入與區域應力等改變，其為產生異常觀測值的主
要原因。

另外，在圖四測站 CHN5 西側 Q 殘值多數呈現負值，東側多
呈現正值，比對圖二之地形分布可看出測站西側為較鬆軟的沖積
層，震波衰減較大，Q 值較低；東側為高山區，相對 Q 值較高，
此差異可表現 Q 殘值對區域地質的敏感性。

圖一 本研究頻散曲線圖，其中縱軸為群速度與所參考頻率時
間差，橫軸為頻率，圓圈為觀測值，紅色曲線為模擬值
圖四 以測站CHN5為中心，分別顯示測站東、西兩側dQ

三、目前監測數據分析
本研究地震資料選用以測站為中心，震央距≦30 公里，ML 

隨時間變化圖

四、結語

3.0 之地震事件。圖二為測站與所用地震事件分布圖，其中紅色星
號為大於規模 3.5 之地震事件。由於 Q 值會隨傳播距離增加而增

目前利用即時地震資料已可對規模 3.5 以上的地震進行監測，

加，故分析中將 Q 值以線性修正去除震央距效應後稱為 Q 殘值

同時此異常現象依目前之結果可約在地震發生前一個月顯示出來。

(dQ)。圖三顯示為 CHN5 測站之 dQ 觀測值。

如果以此方法應用於高地震潛勢區域或重要設施周圍進行監測，

研究 Q 殘值於強震前後的變化會發現一個非常重要之特徵，
即 Q 殘值會因應力狀態改變產生相對提高後，會於某個時間點轉

可達到地震防減災的效果。
助理技術師 張議仁、副研究員 溫士忠

為下降。我們如以測站位置為基準，將 Q 殘值分東、西兩側描繪
(如圖四)，並標註規模大於 3.5 之地震事件以利比對，其 Q 殘值平

NCREE | 機密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92 期／5

《地層波速與地動特性研究之五》

震前土氡異常研究與即時土氡觀測平台
一、前言
本研究目的為利用分布在全台各地的土氡觀測站資料，發展
台灣地震前兆與土氡異常關連性模型。作法是收集各斷層帶附近
所設置的地化觀測站（竹科站、台南新化站及礁溪站等），長期
收集地表土氡資料，再與大氣資料、地震事件比對，評估土氡資
料中的震前異常訊號。其中，資料處理程序已由過去人工定時處
理的方式，發展為自動化蒐集測站資料與大氣參數，並濾除週期
訊號或雜訊等，大幅縮短資料處理時間。為整合資料蒐集、運算、
出圖與展示等功能，利用開源程式語言"R "來處理訊號，並與開
源的網路應用開發系統"AMP"(Apache、MySQL、PHP)結合，建
立地化與大氣資料蒐集、運算與展示平台。目前平台已完成，以
網頁形式即時呈現各測站土氡與天候等時序資料。

二、測站、大氣與地震資料收集
本研究使用之氡氣偵測儀為德國 SARAD 公司製造，型號為
RTM 2100，主要可分析氡氣的兩個同位素，分別為 Rn-222 (Radon)
及 Rn-220 (Thoron)。由於觀測站需要長時間的連續分析，因此我
們選擇 Radon (fast)模式，且設定為每 15 分鐘紀錄一筆，以期瞭
解氡氣持續的變化情形。地震參數（規模、測站震度、位置等）
及天候資料（氣壓、大氣溫濕度、雨量等）則參考中央氣象局資
料。隨著測站資料與數量逐年增加，以往定時由人工更新測站土
氡、天候與地震資料再加以研判異常，已無法滿足需求。對於異
常判釋的標準及門檻需固定、正確且即時。
為達成自動化即時資料處理工作，近年開始使用開源程式語
言"R"取代以往以逸奇公司（AnCAD）所開發的軟體 Visual signal
進行的數據運算工作，並進行資料倉儲及圖表輸出等工作。R 是
一個程式語言、統計計算與繪圖的整合環境，提供非常多的統計
工具，包含線性與非線性模型、統計檢定、時間序列分析、分類
分析、群集分析等相關工具，也具有陣列及矩陣的演算能力及展
示的繪圖工具，及簡單容易的程式設計語言，便於進行資料篩選、
反覆演算、匯入/匯出資料及開發自訂程式功能。
在數據處理流程上，先以一低通濾波器，降低雜訊，包括濾
除高頻雜訊和日夜變化、背景雜訊和地潮等影響。再以滾動平均
（rolling average）與正規化（normalization）量化資料的變化程度，
之後選擇大於 N 倍標準差定義為異常。

三、結語
由於不同的觀測站之所代表的地體構造、岩性、斷層系統皆
不同，造成各站之氣體變化行為有很大的差異，因此考慮必須用
不同的分析方法及門檻來處理不同測站的觀測數據，才能有效地
辨識出有地震活動有關的異常。而資料的分析處理需建立在長期
的觀測結果與良好的數據品質上，因此，未來隨著資料的逐漸累
積，同時也要保持數據的完整及連續性，以期能夠有系統並客觀
地釐清氣體異常變化與地震活動的關係。

6／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92 期

圖一 即時地化觀測資料展示平台（ex:竹科站），包含土氡
觀測資料、地震目錄、天候資料等參數
助理研究員 林世榮、研究員 瓦里亞

中心活動

大專組第二、三名則由朝陽科技大學與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獲得。
研究生組第二、三名由國立交通大學與馬來西亞科技大學

2014 抗震盃耐震創意大挑戰

（e-SEER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UTM)）獲得。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以下簡稱國研院）與英國文化協
會（The British Council）於 2014 年 9 月 19 日至 21 日假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聯合主辦「2014 抗震盃-地震工程模型製作國際競
賽」。藉此推廣地震工程防災教育，鼓勵學生藉由參與科學競賽
而激發創造力，並提供國內年輕學子與各國精英同台競技的機會，
提昇我國年輕下一代的國際視野與專業能力。
抗震盃自 2001 年起，迄今已歷經 13 屆競賽，參加國內外學
生總數超過 5,100 人，曾參賽過的國家包含英、美、日、韓、新
加坡、印尼、印度、香港、馬來西亞、越南、紐西蘭、菲律賓與

2014 抗震盃競賽即將開始
副技術師 李牧軒

瓜地馬拉等 15 國。今年的比賽，總計共有高中、大專、研究生組
共 98 隊參賽，總參賽人數將近 500 人，其中包含 33 支國外隊伍。
活動一連舉行三天，首先由 9 月 19 日（五）的「抗震盃研究
生組國際研討會」揭開序幕，會中將邀請所有研究生組參賽隊伍
共同參與。透過研討會的形式，選手們將闡述模型設計理念，以
及防震、隔震與減震消能的方法，藉以提供台灣學子與國際接軌
的機會，並促進國內外的學術交流。

2014 結構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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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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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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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以防制因地震可能引致的災害，行政院科技部科教發展及

9 月 20 日（六）為競賽活動之模型製作，各組參賽隊伍必須

國際合作司持續補助經費，由國震中心舉辦「建築物耐震設計國

在 6.5 個小時之內完成模型製作，並於完成後交由裁判審查、決

際訓練班」，以宣導及推廣我國在耐震設計上的研究成果及工程

定模型載重後才能獲准參加第二天的競賽。

實務經驗，並提供機會分享彼此經驗及交換意見。國震中心在國

活動正式開幕為 9 月 21 日（日），在科技部錢宗良次長、國

科會國際合作處補助之下，於 2002 年 1 月 21~25 日首次舉辦「建

研院羅清華院長與英國文化協會台北辦公室賴信元處長致辭後，

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參與人員包含各國在耐震設計、結

依序進行高中、大專與研究生組的模型競賽測試。高中、大專組

構工程、大地工程、地質工程等領域之研究人員、政府官員、工

依照樓層面積的大小，在模型上加載至少 7.5 公斤的鐵塊，而研

程師及研究生，計有 9 國 27 人參與。

究生組則一律必須於每層樓加上 10 公斤、總計 40 公斤的鐵塊。

至 2013 年為止共舉辦 12 屆，計有來自 23 個不同國家，共近

高中、大專組模型將以各種不同震度的地震進行測試。測試開始

四百位學員參與。本年度第 13 屆訓練班課程，已於 10 月 13 至

時的第一個地震震幅並不大，然後震幅逐漸加大，直到競賽規定

18 日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盛大舉辦；共邀請來自多明尼加、

的最大地震強度或所有模型崩塌為止。而研究生組則開放參賽學

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印度、印尼、約旦、馬來西亞、土耳其、

員自由設計各種隔減震裝置，但模型必須剛好在競賽規定之地震

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多明尼加與蒙古 13 個國家共 26 位

力（1000gal）下倒塌才能獲得最高分。

學員參加為期一週之課程，以擴大國際交流，提升友邦國家耐震

今年國外隊伍表現傑出，國立虎尾農農工打敗群雄獲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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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首獎，該組模型採用變斷面複合柱設計，且一樓柱底基腳與樓

本次訓練班在隆重之開幕儀式後，安排參觀國家地震工程研

板間接合牢固，再加上質量塊配置得宜，整體表現優異。大專組

究中心的實驗場，並簡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之研究工作，使學員

第一名是越南峴港大學（Duy Tan University），該校去年曾榮獲

對我國在地震工程上之研究成果及發展現況有深入瞭解；為促進

第三名的佳績，今年捲土重來，以結構輕量化並可承載高達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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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斤的質量塊設計，並通過大專組最大地震力（800gal）測試，

相關現況，藉此瞭解各學員自身工作或研究領域，提供未來聯繫

因此在競爭激烈的大專組競賽中拔得頭籌。研究生組首獎則由菲

及合作發展之契機。本屆之訓練班共規劃了 19 場地震工程相關課

律賓大學地利門分校（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獲

程。第五日與第六日安排學員參與第五屆亞洲地震工程研討會，

得，該組在樓層基礎與頂樓分別設計隔震裝置，頂樓隔震目的是

希翼藉由研討會增進學員對國際上地震工程技術與學術研究之趨

為減緩頂樓質量塊搖晃程度以爭取舒適度的分數，而基礎隔震則

勢，以提升本計畫的培訓效能。

主要是以隔震軟墊與橡皮筋，搭配圓盤滾珠所組成。雖然往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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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隊伍以隔震軟墊或滾珠等材料製作類似隔震裝置，但常因無法

災防制經驗之目的。最後國震中心也對行政院科技部科教發展及

解決模型搖擺劇烈問題而倒塌，今年該組成功透過橡皮筋的拉力

國際合作司所提供之協助與經費補助，表達誠摯感謝之意。

降低模型搖擺程度，因此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助理研究員 林旺春

高中組第二、三名分別由國立台中高工與國立永靖高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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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紀要

第五屆亞洲地震工程研討會
活動報導

第三屆海峽兩岸地震工程
青年學者研討會
第三屆海峽兩岸地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由北京清華大學

第五屆亞洲地震工程研討會(5ACEE，2014)由國家地震工程
研究中心與台灣大學共同主辦，於 2014 年 10 月 16-18 日假台北
福華文教會館舉行。本次會議共計發表文章約一百九十餘篇，出
版電子論文集一冊並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9789869120104，
Proceeding of the 5th Asia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與會學者專家來自全球十六個國家，共計三百一十餘人，參與的
國家有(依人數多寡排列)台灣(146)、日本(87)、菲律賓(31)、中國
大陸(14)、美國(11)、印度(7)、韓國(6)、泰國(4)、加拿大(2)、紐
西蘭(2)、瑞士(1)、香港(1)、緬甸(1)、祕魯(1)、新加坡(1)、俄羅
斯(1)，其研討會規模與盛況乃國內主辦之地震工程相關國際研討
會罕見。

土木水利學院，土木工程安全與耐久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辦，日
期為 2014 年 10 月 20 日～23 日，會議主辦人陸新征教授，會議地
點位於北京清華大學附近北京西郊賓館。台灣學者參與人數共 20
人，共有八個學術單位參與，分別為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台
灣大學、台灣科技大學、中央大學、台北科技大學、海洋大學、
台中科技大學、中原大學等。大陸參與學者人數共 63 人，共有十
三學術單位參與，分別為同濟大學、大連理工大學、北京工業大
學、浙江大學、清華大學、東南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合肥工業
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地震局工程力學研究所、北京交通
大學、廣州大學、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圖一第三屆海峽兩岸地
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合照。本次會議參觀清華大學、中國地震
局工程力學研究所、北京工業大學、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等四個
重點實驗室。

研討會議場實況
研討會議程規劃為期三天，同步進行四個平行議程，其中包
含十場國際專家演講、近斷層論壇討論及論文發表。並於會後委
請旅遊公司規劃會後文化觀光行程，提供與會者一天與三天的參
觀行程選擇並藉此推廣台灣觀光。本研討會特別邀請十位國際地
震工程相關領域專家擔任邀請講員及六名國際知名學者擔任邀請
議程主持人，藉此齊聚許多國際大師於議場共同討論交流意見。
並且於每日上午議程安排邀請專家演講，每場演講皆超過兩百五
十名學者到場聆聽，可見議場內熱鬧非凡之盛況。為促進產學界

圖一 第三屆海峽兩岸地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合照

交流，本研討會開設展場空間提供相關研究組織及業界廠商展示

首先本次台灣與大陸與會學者參觀清華大學實驗室照片，清

新穎技術及商品，本次會議共招募十六家國內外研究單位及廠商

華大學實驗設備有大型千斤頂加載裝置，可進行 RC 牆與梁柱接

進行參展，並於會議期間與與會學者進行展示與交流。

頭實驗，在實驗室外面保存清華大學最早進行大型建築物實驗試

感謝各界支持與踴躍參與促使本次研討會成功圓滿舉行，於

體。圖二全體人員於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門口合照，研究院擁有

會議期間召開國際科學委員會議並於會中決議下屆(6ACEE，2016)

5m x 5m 振動台實驗設備，及大型反力牆等實驗設備，及大型風

主辦國家為菲律賓。

洞實驗設備。最後參訪中國地震局工程力學研究所，實驗設備包
括各類大型千斤頂加載裝置，以及地震預警設備實驗室，及新建
中大型多振動台實驗設備。
經過連續三屆會議舉辦，已經建立兩岸青年學者深厚友情，
相信未來在地震工程技術交流將可持續增加，提升兩岸地震工程
研發水準，降低兩岸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邀請專家演講與致贈紀念品
助理研究員 盧恭君

圖二 全體人員於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門口合照
副研究員 王仁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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