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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損失評估技術發展與應用之一》

地址定位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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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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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受限於個別戶或單棟建築物無法精確取得座標資訊，僅能以房屋稅籍資料

網址：http://www.ncree.org.tw

中的村里代碼作為定位與數量統計的依據。為提升一般建築物的定位精度，或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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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勘災時由地址查詢災損點的座標值，國震中心整理內政部管理之門牌定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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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並研發地址定位技術；換言之，只要輸入常見的地址字串即可查詢其所對應的
座標值。透過地址定位技術，不但可提升一般建築物風險暴露資料之空間分佈精度，
也可提升應變時勘災資料處理的效率。

二、地址定位技術之研發
國震中心於民國 99 年、101 年和 103 年，經內政部同意後取得各縣市的門牌定
位資料。民國 103 年取得台灣地區共計 8,867,333 筆門牌定位資料；由於同一「號」
但不同樓層建築物的座標相同，經整理後得 5,366,420 筆以「號」為單元的門牌座標
資料。為確保門牌定位資料庫的正確性，必須進行資料的檢核、校正與正規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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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利用已整理的門牌定位資料，研發由地址查詢座標的演算法和工具軟體。輸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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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見的地址字串，即可快速查詢對應的座標值，並回傳定位結果的代碼(參考表一)，
作為該地址定位精度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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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地址定位結果之回傳代碼的意義

震損評估技術於建物耐震補強策略效益評
估之應用
3

回傳代碼

意義

自來水配水池與水管橋耐震易損性之研究 4
地址字串無法辨識

․中心活動

Twater 研發應用概況與記者會成果發表
2016 抗震盃活動預告

5

6

國震中心與美國休士頓大學簽署五年期雙
邊研究合作協議
6
․研討會

2016 第九屆台日橋梁暨結構工程研討會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
解說研討會
7

1

可辨識鄉鎮區

2

可辨識鄉鎮區、村里的資訊，回傳村里的中心點座標

3

可辨識鄉鎮區、村里和鄰，回傳鄰的中心點座標

4

可辨識路段名或地名，回傳路段或地名的中心點座標

5

1.可辨識路段和巷，回傳其中心點座標
2.除巷、弄和號以外，路段和地名可辨識，回傳「鄰近巷
號」的建築物座標

7

1.可辨識路段、巷和弄，回傳其中心點座標
6

2.除弄和號以外，路段和地名、巷等可辨識，回傳「鄰近
弄號」的建築物座標

7

除號以外，路段和地名、巷、弄等均可辨識，回傳「鄰近
號」的建築物座標

8

路段和地名、巷、弄、號等均可完全比對，回傳該建築物
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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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址定位技術之應用：房屋稅藉資料地址定位

四、地址定位技術之應用：突顯建築物的分佈情況

建置房屋稅籍資料時乃以個別戶為課稅主體，紀錄每戶的房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為因應多種天然災害之應變

屋層次、構造別、用途細類別、總層數、房屋折舊年數、房屋起

需求，採用以邊長約 500 公尺的網格為單元建立各項圖資。為提

課年月、營業用或住家用之樓地板面積…等資訊。為較精確推估

供國震中心所整理之一般建築物的各項統計數值供 NCDR 使用，

一般建築物在模擬地震作用下的損害程度和數量，國震中心已持

國震中心將一般建築物的點位圖與 NCDR 提供的網格圖套疊，統

續數年探討如何自動化整理出以「棟」為單元之建造年份、構造

計各網格內之模型建物暨耐震設計水準分類的樓地板面積總數。

別、樓層數和座標等耐震相關的資訊。在整理以「棟」為單元之

由於台灣地區普遍存在住商混合的情況，在沒有其它輔助資訊的

資訊時面臨一些困難點：(1)每一稅籍代碼包含多筆紀錄，其所涵

前提下，需透過以面積作為權重的方式計算各特定用途分類在個

蓋的房屋構造別不同，譬如在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的頂樓加蓋鐵

別網格的樓地板面積。

皮屋時，至少有兩筆紀錄分別紀錄所在樓層和構造別；(2)每一稅

如圖二所示，為提升以網格作為建築物數量統計時的鑑別度，

籍代碼所涵蓋的樓地板面積並不集中，除主要樓層之樓地板面積

本研究將網格大小由約 500 公尺降為約 200 公尺；此時大多沒有

外，可能包含地下室、屋頂或增建的面積；(3)房屋稅籍代碼中也

建築物的河川、湖泊、大型空地等均能被識別出來。同時為維持

有「棟」號，但與一般人對一棟建築物的定義不同；(4)部分紀錄

一般建築物進行震損評估時的運算效率，仍以村里作為評估單元，

的總層數、起課年月等欄位不完整。

但藉助於地址定位技術，可將任意一個村里區分成有建築物和沒

國震中心整理民國 103 年取得的房屋稅籍資料時，利用地址

有建築物的區塊，並可計算村里內所有樓地板面積的重心所在。

定位技術將每一戶之房屋座落地址轉換為座標資訊。並以房屋稅

換言之，以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進行震災境況模擬時，

籍代碼中的棟號，配合每一筆紀錄的座標值和構造類別等資訊，

所有建築物損害、人員傷亡或救災資源等的數量推估仍以村里為

判識個別紀錄是否屬同一棟建築物。建立以棟為單元的建築物資

單元。當以地圖展示災情時，則可凸顯建築物實際分佈狀況，以

料表，包含構造類別、樓地板面積、建造年份、樓層數、耐震設

及因建築物倒塌而引致之受困與傷亡的數量分佈狀況。

計規範、震區、模型建物等屬性；也更新各村里之模型建物、耐
震設計水準和特殊用途分類的樓地板面積；以及統計各鄉鎮區之
特殊用途分類的模型建物組成律。除少數屬農業或鄉村地區外，
最終顯示完成之地址定位技術所回傳座標的正確率可達 9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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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結合村里與網格圖資

展的年代和建築物的耐震屬性。如與模擬地震事件之可能重災區
(如近斷層或高震度)套疊，可精確統計處於高風險區域的建築物
數量和分布情形，並檢視其建造年份、構造類別、樓層數等耐震
屬性資料，提升平時防災整備或震後應變調度等各項作業的精確
性、可行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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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房屋稅藉資料地址定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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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兼震災模擬組組長 葉錦勳

《地震損失評估技術發展與應用之二》

震損評估技術於建物耐震補強策略效益評估之應用
一、 前言
今年初發生 0206 震災後，建築物耐震補強與防災都更之議題
再度受到高度的關注。由於台灣地區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
震發生非常頻繁，如何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推行有效的地震防
災與減災之政策，一直為相關單位努力之目標。但由於私有建築
物，數量過於龐大，且涉及政府財政與人民權利之議題，需更妥
善思考並訂定適宜之政策，在推動上成效緩慢。為了加強推動私
有建築物耐震補強，內政部近幾年進行研究，提出依建築物的重
要性排序推動補強、擴大地震保險、貸款優惠、及標章獎勵等對
策研擬。

震補強後提升其耐震強度。
三種情境的模擬結果列於表一。損壞樓地板面積是指嚴重損
害與完全損害的數量總和。其中嚴重損害代表建築結構系統，如
柱、梁、牆、版等結構構件，已部份遭受破壞，除非經適當地修
復或耐震補強，否則無法提供安全的使用；完全損害代表建築結
構系統已嚴重毀損、倒塌或無法補強。表一中之重傷與死亡人口
是指不立刻給予救助，可能死亡的傷者與當場死亡者之總和。從
表一的模擬結果，可以看出公用建物未經耐震補強、部分進行耐
震補強或者全面進行耐震補強後，三種不同情境下可能的建築物
倒壞數量與傷亡人數。

考量政府資源有限，推動私有建築物耐震補強政策之前，可
先對指定區域內的震災風險加以識別，並對於建物的結構型式、
用途、數量、耐震能力等進行統計與評估。例如，若想先針對台
北市內屋齡超過 30 年較老舊的建物進行耐震補強，可以先利用震
損評估技術，對台北市的現況與補強之後的情境進行震災損失模
擬，估算現況與補強之後於想定地震下可能引致的災損與傷亡。
比較兩種情境下的災損與傷亡差異，做為政策推動的參考。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擁有自行研發的「台灣地震損失評估
系統－TELES」。TELES 的評估項目包含地震災害潛勢、工程結
構物損害、地震引致二次災害、社會經濟損失等。在此以台北市
為例，介紹本中心的震損評估技術如何應用於建物耐震補強策略
效益評估。

二、想定地震與境況模擬

圖一 模擬地震發生地點與最大地表加速度分布圖
表一 台北市公用建物地震境況模擬結果比較

如圖一所示，以山腳斷層錯動作為想定地震震源，參考過去

損壞樓地板面積(m2)

對山腳斷層的調查研究，地震情境設定之震源參數整理如下：
未處理

● 震央位置東經 121.589 度,北緯 25.139 度(台北市士林區)。
● 地震規模設為 6.9 (芮氏規模)。

總數

補強
50%

1,193,247 1,091,290

重傷與死亡人口

補強
100%

未處理

989,332

460

補強 補強
50% 100%
385

339

● 斷層破裂長度設為 56 公里。
● 破裂寬度設為 20 公里。

三、結語

● 震源深度設為 8 公里。
● 斷層傾角設為 50 度。
根據想定地震，針對台北市內所有作為：百貨公司、商場、
超級市場、市場、店舖、夜總會、舞廳、咖啡廳、酒家、歌廳、

透過地震損失評估技術與私有公用建物特性和區位的掌握，
可協助管理單位對都會區內的想定地震進行補強效益評估。在資
源有限的情況下，可提供決策輔助數據，評估比較不同耐震補強
策略之效益。

餐廳、影劇院、遊藝場所、游泳池、校舍等等(以下簡稱，公用建
物)，利用 TELES 評估公用建物於想定地震下之建物損壞情況與
傷亡人數。並另外假定以下兩種情境，進行建物損壞與傷亡人數

副研究員 楊承道
助理研究員 黃李暉、林祺皓

評估:
情境一、公用建物耐震等級為未經耐震設計者(在未有耐震設
計前，即取得建照的建築物)，將其中 50% 耐震補強後提升其耐
震強度。
情境二、公用建物耐震等級為未經耐震設計者，全部經過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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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損失評估技術發展與應用之三》

自來水配水池與水管橋耐震易損性之研究
地盤變位易損性即可。參酌美國 HAZUS 所建議之易損性曲線參

一、引言

數，本研究按照地上，以及地下、半地下配水池之區別，以及非
自來水系統除地下管線之外，配水池(含淨水場清水池)、水
管橋等設施之耐震性能，對於其震後服務效能，一樣影響重大。

框架式、框架式之結構型式之不同，本研究分別建議耐震易損性
曲線之參數，其中，地震動係以最大地表加速度表示。

因此，倘能發展一易損性模式與參數，用於推估在地震情境下，
配水池、水管橋的可能損害狀態，當有助於自來水系統的震前防
災整備，或是震後緊急應變工作。

水管橋一般不設置橋面板。普通的水管橋，或直接以水管為
梁，稱為管梁(無加勁)水管橋，或水管經加勁後直接為梁，稱為
加勁管梁水管橋。此時，上部結構(水管)相對於下部結構(橋墩)

因此，本中心受經濟部水利署委託，收集台灣自來水公司台

為弱，且由於無橋面版，橋寬並不寬，故以單柱式橋墩為主流。

中、南投地區，九二一地震當時之配(清)水池、水管橋震害資料，

這類水管橋的結構，近似於簡支、單柱式的公路橋梁。至於結構

分析設施所在地之災害潛勢，有否損害及損害程度，並藉由各設

設計較為講究之水管橋，則或以鋼箱型梁或翼形鋼梁等結構，由

施的建造年代、結構特性、耐震設計水準等資料，掌握其結構耐

左右夾抱，或是由上或下支持水管荷重，稱為鋼梁水管橋，或者

震屬性，進行結構分類，研擬其耐震易損性曲線之參數。經整理，

採拱橋、桁架橋、斜張橋、吊橋等上部結構，以支持水管的荷重。

得當時研究區域內，總計有 38 座主要配(清)水池，以及 4 座獨立

這些水管橋結構設計的水準相對較高，可統一歸類為特殊橋梁。

水管橋，如圖一所示，分別以 1、2、3、…以及 A、B、C、D 標

參考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的不同公路橋梁類別，倘以

示，前者取容量至少 1,000 噸者，以避免過小設施之干擾。研究

民國 84 年(頒布橋梁耐震設計規範)為界，區分為傳統設計、經耐

中，易損性曲線指發生超越輕微、中度、嚴重、完全損壞狀態的

震設計之水管橋，並分別考慮地震動、地盤變位的橋梁易損性曲

一組四條的超越機率曲線，均取對數常態分布之函數型式，分別

線，則兩大類水管橋的中值及標準差，可分別進行微調而訂定之，

由中值和對數標準差所定義。

其中，地震動係以一秒周期譜加速度表示。
以上詳細的結構分類描述，與易損性曲線參數(中值及標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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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3
35
34
4

差)，可參閱經濟部水利署「公共給水系統震災風險評估技術之研

A

23
38
32
8
7
1

22

究」研究報告(2015，計畫編號 MOEA-WRA-1040264)。
37

2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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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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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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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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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1

C

6

根據九二一地震實測災害潛勢，可進行這些自來水設施的損

D 13

26

害狀態的再推估，以為驗證，結果如表一所列，與實際損害狀態

27
19

17

14
15

11
28
36

20

大致吻合，顯示所建議之易損性曲線為合理。
表一 九二一地震受損設施之損害狀態比較

30

ID
21

二、配水池、水管橋之結構分類與易損性
國內配水池之結構型式，若按底版連續性以及牆與底版之間
的結構抗彎特性，可概分為非框架式、框架式兩種類別；一般而
言，後者之耐震性能優於前者。若按配置方式，則可概分為地上，
以及地下、半地下兩種類別，其中地下、半地下配水池有周遭土
層之圍束保護，受地震動之影響相對於地上配水池為較小。地上

豐原第二淨水場
50,000 噸清水池

類別

非框架式、
地下
非框架式、
6 腦館配水池
地上
豐原第一淨水場
非框架式、
7
17,000 噸清水池
半地下
豐原第一淨水場
非框架式、
8
15,000 噸清水池
半地下
草屯第一淨水場清水 非框架式、
11
池一
地下
非框架式、
17 林子頭淨水場清水池
半地下
非框架式、
37 東勢淨水場清水池
地上
管梁水管橋、
C 一江橋水管橋
傳統設計
1

圖一 九二一地震當時自來水設施及強地動 PGA 分布

設施名稱

實際
推估
損害狀態 損害狀態
嚴重損害 完全損害
完全損害 完全損害
完全損害 完全損害
完全損害 完全損害
輕微損害 完全損害
輕微損害 輕微損害
嚴重損害 完全損害
完全損害 完全損害

結構會同時受地震動及地盤變位之影響，地下、半地下結構則以
受地盤變位影響為主。因此，本研究建議地上配水池，應同時考
慮地震動及地盤變位易損性，地下、半地下配水池，則只需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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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Twater 研發應用概況與記者會成果發表
一、Twater 研發與應用概況

Twater 應用於震後應變，則是透過行動裝置 APP「自來水震
災早期評估」，利用推播功能，震後主動通知緊急應變人員震災

自來水屬重要民生物資。震後一旦供水中斷，除了會造成災

資訊，提供檢視與查詢地震災害潛勢、自來水管線可能損壞數量

區民眾生活困難外，也會影響到消防、衛生、醫療、產業，甚而

與分佈、設施暴險部位與數量等推估圖資，以利研判災害的嚴重

對於社會經濟造成嚴重衝擊。然而，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

程度、可能的災情分佈，作為研擬應變措施之參考。

地震引致的地表震動、土壤液化、山崩等災害潛勢極高。今年 2
月 6 日發生高雄美濃地震，除造成台南地區人員傷亡與建物毀損

二、記者會成果發表紀實

外，自來水管線亦多處損壞，造成春節期間大規模停限水，民眾
苦不堪言。因此，事先作好自來水系統的地震防減災，並提升事
業單位緊急應變的效能，實為災害治理的重要課題。否則，未來
一旦發生更大規模的地震，其後果將不堪想像。
有鑑於此，國震中心針對自來水系統震前整備與震後應變的
需要，已成功發展專屬的地震風險評估工具軟體 Twater。Twater
是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的一個子系統，亦具備地理資
訊系統(GIS)的介面與功能，如圖一所示，可整合全國性地震災害
潛勢和自來水管線與設施等資料，進行想定地震的情境模擬。

國家實驗研究院於 5 月 24 日，假科技政策研究中心舉行「水
擱有力—自來水系統的耐震聽診器 Twater」記者會，就 Twater
進行成果發表，如圖二所示。記者會中除前述 Twater 研發與應用
概況外，亦特別介紹國震中心目前如何應用 Twater，進行台灣自
來水公司口徑 800mm 以上管線的耐震評估與補強策略研擬。此外，
亦介紹高雄美濃地震中「自來水震災早期評估」的實際應用，結
果顯示通報具即時性，在收到中央氣象局地震報告後的一分鐘內，
管線損壞的推估數量與分佈區處，即已通報予台灣自來水公司，
協助標定重災區為台南地區，據以進行查報與搶修，其推估數據
亦與實際災情吻合。記者會中亦邀請經濟部水利署主任秘書王藝
峰博士，以及台灣自來水公司漏水防治處處長李丁來博士，共同
見證 Twater 的實務貢獻。最後，記者會現場以電腦實機展示 Twater，
解說想定地震下自來水系統損害推估的分析程序。

圖一 自來水系統專屬的地震風險評估工具軟體 Twater
圖二 Twater 記者會成果發表情形

Twater 應用於震前整備，除了進行地震災害潛勢分析，評估
自來水管線與設施損害，推估停水區域與時間之外，還可以結合
TELES 所推估的避難人數、震後火災等資訊，探討民生用水與消

三、結語

防用水的需求與對策。Twater 可協助自來水單位進行想定地震的

國震中心所發展的 Twater，目前已有多項自來水系統震前整

防災規劃，推估管線災損數、修復所需經費、人力與時間、土壤

備的應用，高雄美濃地震經驗亦顯示其震災早期評估通報具即時

液化區域與所引致損壞、管線汰換的成本與效益等，也可以進一

性，管線損壞推估數量與分佈亦與實際災情吻合。國震中心目前

步研析自來水系統的耐震弱點，研擬耐震對策進行強化。震前整

正應用 Twater，進行台灣自來水公司重要管線的耐震評估與補強

備工作中，無可避免地須就地震災害高潛勢的區域，設計及使用

策略研擬，未來則擬進一步協助全國所有自來水單位，完成想定

耐震性能較佳之管材，或是就耐震能力有疑慮之既有自來水設施

地震的防災規劃，進行自來水系統的管線及設施弱點識別，早日

進行耐震評估與改善。關於這方面，國震中心近年來除針對延性

做好耐震改善，以確保未來國人用水的安全。

鑄鐵管(最普遍使用之自來水管材)，研擬耐震設計方法與性能基
準，並研發管材耐震試驗及分級技術之外，亦陸續就各式水管橋、

研究員 劉季宇
研究員兼震災模擬組組長 葉錦勳

配水池、淨水場藥槽等，發展耐震詳細評估技術，協助事業單位
提升自來水設施之耐震性能。

NCREE | 機密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98 期／5

2016 抗震盃活動預告
為增進學生地震工程之防災知識，藉由競賽活動及互動式參
與增進結構抗震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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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屆競賽，參加學生人數已超過 6000 人，參賽國際隊伍包含

國震中心與美國休士頓大學簽署
五年期雙邊研究合作協議
為強化國震中心與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系之
長期研究合作伙伴關係，該系系主任 Roberto Ballarini 教授及結構
力學實驗室主任 Mina Dawood 教授於 5 月 15 日至 17 日期間專程

英國、美國、日本、韓國、紐西蘭、香港、菲律賓、新加坡、越

來台參訪，於 5 月 16 日與國震中心共同簽訂 5 年期雙邊研究合作

南、印尼、印度、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等，為世界上規模最大之

協議，Roberto Ballarini 系主任一行並參觀國震中心實驗室。

抗震競賽之ㄧ。

簽署儀式由國震中心張國鎮主任致歡迎辭、以及休士頓大學

今年比賽延續往年之規模，分成高中、大專及研究生三組，
邀請國內外學生隊伍參賽。活動內容結合創意提升與工程應用，
高中、大專之參賽隊伍需在活動期間製作抗震結構模型，通過相

Roberto Ballarini 系主任致謝辭揭開序幕，後續由國震中心黃世建
副主任簡報國震中心目前研發營運現況，並介紹刻正於國立成功
大學歸仁校區積極建設中的第二實驗設施土建、設備規格及營造

關耐震測試。另在研究生隊伍部分，舉辦研究生國際研討會，每

工程進度，休士頓大學 Roberto Ballarini 系主任介紹該系營運現況

隊參賽隊伍簡報該隊之設計原理與隔減震方式，並與裁判及國內

及近年研發成果。5 月 17 日議程則安排休士頓大學 Mina Dawood

外參賽隊伍交流討論，以增加競賽之教育意義。

教授介紹該系結構力學實驗室近年的研發成果，國立台灣大學土

2016 抗震盃預計將於 9 月 9～11 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木系黃尹男教授介紹新型鋼板混凝土複合牆縮尺模型反覆載重試

舉辦（活動網址：http://www.ncree.org/ideers/2016/），9 日

驗的近年研發成果，國震中心汪向榮研究員介紹近期與休士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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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莫詒隆教授共同規劃執行的新型隔震基礎（periodic foundation）

規則，10 日為模型製作及審查日，11 日則為模型測試、比賽日。

振動台實驗。本次雙邊研究合作協議之簽署係由休士頓大學徐增

此外對於國外參賽之學生及指導老師，於 9 月 8 日舉辦地震教育

全教授及國震中心黃世建副主任聯合籌劃推動，徐增全教授並全

之旅，參觀 921 地震教育園區、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等，以瞭解

程與會觀禮、參與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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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未來投入地震工程相關領域貢獻一
己之力。
技術師 李牧軒

5 月 16 日上午國震中心張國鎮主任與休士頓大學土木及
環境工程系 Roberto Ballarini 系主任簽署五年期雙邊研
究合作協議
助理研究員 張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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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2016 第九屆
台日橋梁暨結構工程研討會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
參考圖說及解說研討會

2016 年 2 月 6 日上午 3 時 57 分台灣發生災害性地震，震央

老舊建築物修復、補強工法與新建工程施工法略有不同，在

位於高雄市美濃區。此地震造成 551 人受傷、117 人死亡。台 86

有限經費之限制下，如何兼顧安全與使用功能，亟需從事結構物

線 24 號橋，受地震影響造成橋面向東位移，並有多處橋墩支承損

耐震補強與修復工程專業人員兼具結構與建築技術，使得鋼筋混

壞，為此次地震相對較重大之橋梁震損事件。2016 年 4 月 16 日

凝土建築物之修復與補強工作更臻完善。鑒於校舍耐震補強計畫

上午 1 時 25 分日本九州島亦發生災害性地震，震央位於九州中部

推行多年，已累積許多耐震補強及損壞修復之經驗，為將工程實

的熊本縣附近，震源深度約 12 公里，規模芮氏 7.3。共計造成 59

務經驗回饋至耐震補強規劃設計之中，本中心與中華民國地震工

人死亡、262 人重傷，橋梁及交通設施受損。另外，台灣橋梁總

程學會合作，邀集饒富經驗之專家學者針對「校舍結構耐震補強

數超過 28,000 座，橋齡超過 30 年佔 50%以上，如何考量老劣化

工程參考圖說」提出檢討，並擴大探討一般建築物之補強工法，

因素，以確保橋梁安全。「2016 第九屆台日橋梁暨結構工程研討

具體提出設計與施工應注意事項及詳細圖說，另輔以文字加強說

th

會(2016 the 9 Taiwan-Japan Workshop on Structural and Bridge

明其重點細節。經過長時間研討後，終於 2015 年底完成並出版「鋼

Engineering)」於 2016 年 5 月 24-25 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復參考圖說與解說」一書。

101 會議室舉辦，研討會主題包括：(1)橋梁工程；(2)結構工程；
(3)熊本地震災損及(4)未來橋梁及結構工程必須面對的課題等。

為將補強及修復技術加以推廣，提供技術人員依循參考，特
規劃於北、中、南等地舉辦研討會，然因「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

本研討會特別邀請日本京都大學(Kyoto University)

強及修復參考圖說與解說」一書內容豐富，如何利用整天時間將

K. SUGIURA 教授、J. KIYONO 教授、M. MATSUMURA 與

補強及修復之重點細節介紹給工程專業人員值得研究，幾經審慎

Y. SUZUKI 教授、大阪市立大學(Osaka City University)

考量後僅就較常使用之工法納入課程內容，講題內容規劃如下：

T. YAMAGUCHI 教授、九州大學(Kyushu University) Y. KAJITA
教授、獨立行政法人土木研究所(Public Works Research Institute) T.
TOMIYAMA 博士、阪神高速道路株式會社(Hanshin Expressway
Company Limited) Y. TAKADA 博士與 S. TANIGUCHI 先生、
Komaihaltec 公司 Y. MINEYAMA 小姐與國內台灣大學黃尹男教
授與廖文正教授、交通大學林子剛教授、台灣科技大學歐昱辰教
授與邱建國教授、屏東科技大學蔡孟豪教授及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公司張英發經理及本中心劉光晏博士與陳俊仲博士等學者專家們，
與產官學研各界共同探討橋梁耐震及老劣化問題、國內外橋梁工
程之最新技術趨勢與熊本地震之最新勘災資料。期望藉由本次研
討會活動，提供各界對橋梁受多重災害之損害、橋梁工程及結構

講題
補強工法及修復工法
擴柱工法
RC 翼牆工法
RC 剪力牆工法／鋼框斜撐構架工法
高窗短柱及窗台短柱
鄰棟碰撞間距處理及伸縮縫
植筋工法
耐久性修復及防水工程

演講者
宋裕祺 教授
萬俊雄 技師
許庭偉 技師
陳正平 技師
張順益 教授
吳亮宇 技師
蔡東和 技師
呂顏龍 技師

研討會各場次資訊整理於表一，共計有 373 人次參加。圖一
為 4 月 20 日於本中心舉辦研討會之情形。

工程之最新發展技術及研發成果之瞭解，做為災害防救與整治之

表一

研討會場次時間與地點

參考。

場次

時間

臺南場

2016 年 3 月 30 日

臺北場

2016 年 4 月 20 日

臺中場

2016 年 5 月 4 日

臺北二場

2016 年 5 月 11 日

地點
國立成功大學自強校區
機械工程系館一樓俊銘講堂
本中心一樓 R101 演講廳
國立中興大學電機大樓
106 演講廳
本中心一樓 R101 演講廳

圖一 2016 第九屆台日橋梁暨結構工程研討會與會學者合影
研究員 葉芳耀
圖一

臺北場研討會
助理研究員

沈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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