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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實驗室之土建工程之一》

國震中心臺南實驗室之土建工程概述

發行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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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活動斷層達 33 條，兩側 10 公里範圍內通過之村里為近斷層影響範圍，則

傳真：(02) 6630-0858

其影響人口數超過 860 萬人，影響建築物棟數超過 250 萬棟，因近斷層地震具高速

網址：http://www.ncree.org.tw

度脈衝、地表大位移等特性，建築物受到近斷層效應影響之危害恐較一般地震更為嚴

105 年 12 月出版

重。為了研發近斷層的抗震技術，國研院建置國震中心臺南實驗室，其特色為擁有

81 年 3 月創刊‧季刊

「高速長衝程地震模擬振動台系統」
，可重現近斷層地震記錄，運用大型的結構實驗，
驗證抗震工法的效能。該設施不僅能與國震中心臺北本部的功能互補、南北呼應，成
為國際地震工程研究重鎮；更可進一步和鄰近的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防火實驗中心、風
雨風洞實驗室，共同組成跨領域的防災研究群，為我國災防科技與產業貢獻心力。
臺南實驗室基地位於國立成功大學歸仁校區東側校地內，基地位處臺南市歸仁
區，臨近高鐵臺南站、台鐵沙崙站、臺南機場及 86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交通相當便
捷，其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之鋼筋混凝土搭配鋼構造之建築體，分為研究棟與實驗
棟。研究棟一樓將設置一可容納 180 席之會議空間，可供未來進行大型會議使用，
二、三樓規劃為行政辦公室及研究室用途。實驗棟則將設置一長度 15 公尺、高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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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與雙軸向動態試驗系統(BATS)。未來可提供之服務包含：近斷層地震反應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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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建工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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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模擬振動台反力質塊設計檢核與建造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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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為群甡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為求整體計畫能夠順利進行，同時配合工程專案
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之專業團隊，分別為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王正源建築

․中心活動
2016 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ITP)
2016 抗震盃耐震創意大挑戰

臺南實驗室規劃以統包方式發包，主要負責興建廠商為宏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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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紀要
2016「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講習會 10
含鋼板阻尼器或挫屈束制支撐構架之耐震
設計與分析技術研討會
10

師事務所。契約工期原契約為 670 日曆天，核定展延後為 756 日曆天，施工期限自
2015 年 6 月 24 日起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第 13 次展延)止，建管核可開工日為 2015
年 6 月 24 日，實際竣工日為 2016 年 11 月 21 日。工程造價契約總價為新台幣
469,180,000 元整。經變更設計後調整為新台幣 472,324,747 元整。
臺南實驗室基地面積 29,262 m2，建築面積 4,142.2 m2，樓地板面積 10,905.21 m2，
基地範圍呈南北狹長走向，如圖一所示。臺南實驗室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之鋼筋混
凝土搭配鋼構造之建築體，分為研究棟與實驗棟，如圖二所示。於整體設計上考量綠
建築、智慧建築、無障礙設計、性別友善環境等，打造臺南實驗室為節能減碳、友善
之實驗室建築。

三、土建工程特色、亮點及困難點
臺南實驗室於土建工程興建上，具有以下工程特色、亮點及困難點。
1. 土建工程標與實驗設備標介面整合：採用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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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BIM)方式，從設計階段開始即建構 BIM 模型，並提

2. 採統包方式發包：採用快捷工法(Fast Track)邊設計邊施工，加

供與實驗設備標介面整合使用，事先避免衝突及不必要之修

速工程進度之推動，相較傳統招標方式，可大幅縮短工期。
3. 使用自充填混凝土(SCC)澆置：因反力牆內須包括可穿鎖螺桿之

改。

鋼套管及固定套管的樣架、預力系統穿鎖預力鋼棒的旋楞鋼管
以及鋼筋，故設計採自充填混凝土(SCC)澆置。
4. 基地鄰河川防洪對策：臺南實驗室基地南側臨近二甲溪，須有
完整的防洪對策，以避免未來洪患發生造成實驗設備損失，基
地原高程平均約為-150cm (絕對高程+14.9m)，故本案規劃設計
將一樓高程抬高至+10cm (絕對高程+16.5m)，基地平均抬高
160cm；且出入口設置防水閘門高度為 120cm (+130cm)作為防
水線。因此，基地平均抬高 160cm 加上防水閘門 120cm 總共較
原高程抬高 280cm。且實驗室內部最低點設置有固定式抽水機，
作為最後一道防線之準備。
5. 今年度南部雨天過多造成工期影響：每周均舉辦一次專業技術
協調會議，管控即時工程進度。如工程進度稍有落後，則要徑
施工區域採用左右分區或上下遮斷方式，同時多點進行趕工，
圖一 國震中心臺南實驗室基地位置圖

以追趕預期進度。

四、公共藝術設置
國震中心臺南實驗室土建工程配合「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設
置有兩件一組的藝術作品，作品名稱為「波動中」。公共藝術設
置並配合有一系列之民眾參與活動。
 創作理念
地震是地殼快速釋放能量過程中造成的震動，期間會產生地
震波，其中地震波又分為 P 波、S 波及表面波。
(a) 臺南實驗室西側

地震波，意指在地球內部傳遞的波動。這由環境而來的波動或
擾亂，而萬物在此起滅、推移與變異。
本案希望藉由與地震波的對話，將之轉化成藝術作品。地震儀
記錄的這起伏，呈現在紙上的是起伏的線條，我們將這一條條
這能量起伏的線收集起來，並加以組合排列後，由“線”成
“面”，創作成這系列的作品。
此外，回應本案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設置目的，在作品的
材料選擇上，我們以工程中堅硬的材質(鋼)，結合先進的科學
技術，將之形變彎曲，讓人們更感受到著巨大能量的傳遞轉換。
 設置位置：

(b) 臺南實驗室南側

1. 戶外作品：設置在北側宿舍旁的西北角樹林，是由縱向與
橫向波轉化的具功能性的戶外街道家具(街道傢俱座椅)，如圖
三(a)。
2. 室內作品：設置於一樓室內大廳，正對門的牆前，如圖三
(b)。

五、結論與展望
臺南實驗室土建工程業已於 2016 年 11 月竣工(如圖四)，待
實驗設備建置完成後，預訂於 2017 年將正式對外啟用，完成後可
供學術、政府與工程界進行近斷層地震效應與隔減震結構系統之
(c) 臺南實驗室東側
圖二 國震中心臺南實驗室建築意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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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提升國家整體抗震能力並降低震災損失，落實提升地
震工程研究與設施能量的目標。

(c) 臺南實驗室東側
圖四 國震中心臺南實驗室空拍照片
研究員 蕭輔沛
(a) 戶外作品

(b) 室內作品
圖三 國震中心臺南實驗室公共藝術作品

(a) 臺南實驗室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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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實驗室之土建工程之二》

基礎設計之試驗與檢核
一、基地摡況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進行第二實驗設施興建工程，將於台
南國立成功大學台南歸仁校區內興建地上三層、地下室一層之建
築物，預計開挖深度約 5.8M，基地地層主要為礫石、砂及泥組成
之未固結沉積物。

二、基樁設計與檢核
建築物之基礎設計採用植入樁型式，該工法之施工方式係以
圖三 側向極限載重試驗結果

非打擊方式將預鑄成形之預力混凝土樁植入地層中。設計之樁徑
為 50cm，設計不同之樁身長度包含 18m, 23m, 28m, 33m。為確認

圖三 側向極限載重試驗結果

500

基樁於現地地層狀況下之單樁承載力並檢核設計之合理性，廠商
400

(TPL1)及側向載重試驗(TPL2)，以上試驗皆進行垂直極限載重試
驗。TPL1 樁長 27.5m，入岩 6.5m，引樁段長度為 4.65m；而 TPL2
樁長 37m，入岩 9.2m，引樁段長度為 8.95m，兩者最大垂直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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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基地內進行樁載重試驗，進行之試驗型式包含垂直載重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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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重為 435T，而編號 TPL2 在進行垂直試驗後，兼作側向極限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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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試驗之用，最大試驗載重為 24T(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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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垂直及側向極限載重試驗所得之荷重-位移-歷時曲線如圖
二與圖三所示，根據建築物基礎設計規範，一般設計對於常時載
重之基樁容許側向位移為 1cm，地震時可放寬為 1.5cm，然而本
工程所採用之基樁樁徑較一般工程常採用之 1~2m 樁徑為小，因
此建議採 1%樁徑及 1.5%樁徑分別代表常時及地震時之容許側向
位移，所對應之容許側向支承力分別為 7.4T 及 9.3T。

Lateral displacement (mm)

圖四 基樁勁度分析(上圖垂直向；下圖水平向)
為供結構設計分析模擬基樁阻抗所需，因此進一步利用樁載
重試驗荷載-位移曲線，決定基樁阻抗彈簧勁度。取對應 1%樁徑
位移之割線斜率決定基樁彈簧勁度。基樁垂直勁度(如圖四(a)所
示)由 TPL1 試驗得 33000T/m，TPL2 試驗得 43850T/m；基樁側向
勁度(如圖四(b)所示)由 TPL2 試驗結果得 1520T/m。

三、結論
基樁工程是重要之施工過程，必須考量到基地內地質條件以
及施工條件等因素進行合理化之設計，故本中心大地組同仁於第
二實驗設施之基樁設計階段即參與進行驗證與檢核之工作，藉由
現地試樁結果取得結構設計分析模擬所需之樁頭勁度參數，可供
後續結構分析使用。
台灣大學助理教授 邱俊翔
圖二 垂直極限載重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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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員 楊炫智、許尚逸

《臺南實驗室之土建工程之三》

強力地版設計檢核與建造歷程
一、前言

強力地版之安全檢核考慮於極限使用條件下，強力地版撓度需滿

財團法人國家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於國立成功大

足垮度比 1/1000，即變形位移量需小於 0.001m。數值模擬分析結

學歸仁校區(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一段)興建第二實驗設施建築

果得知強力地板最大位移位移為 0.0003 m(如圖七所示)，故滿足

物，興建強力地版長 72 公尺、寬 29.2 公尺，地版下面由承重牆

設計需求。

系統作為支撐地版主要承力系統。

二、強力地版建造歷程
臺南實驗室所規劃強力地版尺寸係長 34.3 m、寬 21.5 m、版
厚為 1.2 m，其底下共有 10 道剪力牆(牆厚 50cm，淨間距 250cm)
作為支撐，其內之預埋件為 595 支預埋套管(含施工樣架)，施工完
成 後 可 穿 鎖 螺 桿 以 固 定 實 驗 室 體 。 其 混 凝 土 強 度 為 560
kgf/cm2(56 天材齡)之高性能混凝土(HPC)，共分兩次澆置，底層
先澆置 60 cm，頂層再澆置 60 cm。圖一為強力地版預埋套管之施
工樣架吊放情形，圖二為強力地版灌漿前照片，圖三為強力地版
灌漿中照片，圖四為強力地版完成後照片。

圖七 強力地版最大位移量視意圖
極限載重條件下反力牆施加+X 與-X 方向，計算出強力地版發生
最大彎矩值，再依據最大彎矩值設計合理鋼筋量。由圖八與圖九
可得知強力地版最大彎矩值與位置，檢核結果目前地版設計鋼筋
量均可滿足強度要求。

圖一 強力地版預埋套管之樣架吊放

圖二 強力地版灌漿前

。

圖八 強力地版最大正彎矩示意圖
圖三強力地版灌漿中

圖四 強力地版完成後

三、強力地版設計檢核
強力地版之平行驗證所使用軟體為 LS-DYNA，有限元素模
型以固體元素建立如圖五所示。設計檢核方式，考慮強力地板兩
水平方向每隔 3 公尺施加垂直於地板面之 100 噸載重。反力牆部
分考慮極限狀況下，施加於反力牆系統牆頂之水平力，作等值反
力牆基部設計彎矩強度，水平力為 2040/12(公尺)=170 tf/m，而強
力地板則是施加 100/(3*3)=11.1tf/m2 之垂直載重，如圖六所示。

圖九 強力地版最大負彎矩示意圖
副研究員 王仁佐
研究員 蕭輔沛

圖五 強力地版有限元網格模型

圖六 牆力地版加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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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實驗室之土建工程之四》

反力牆設計檢核與建造歷程
反推最頂面每公尺施加之水平作用力為 170tf/m。在此使用條件下，

一、前言

檢核如下述之三個項目：。
財團法人國家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於國立成功大
學歸仁校區(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一段)興建第二實驗設施建築
物，規劃一座由兩道 1.2m 及六道 0.5m 厚牆組成(15m 長*5m 寬
*2m 高)的反力牆，每隔一定間距設置隔板，箱型斷面中空部分可

1. 鋼筋應力：應小於 SD420W 鋼筋最大容許拉應力
2. 混凝土應力：應小於最大容許饒曲應力 0.45f c
3. 反力牆勁度：其角變量應小於反力牆高度之 1/1000

提供人員進出使用。反力牆主要功能為固定油壓制動器，加壓油
圖三 網格化反力牆模型

壓制動器在試驗施力時提供反力作用，其施工現況如圖一所示。

圖一 反力牆施工現況
圖三 網格化反力牆模型

二、反力牆建造歷程
其中反力牆主要構件由#10@25M 、#4 繫筋，兩道 120cm 牆
及 6 道 50cm 牆、8000psi-SCC 混凝土所組成。內部有直徑: 36mm
預力鋼棒、492 組，續接器 1476 顆，鋼套管 492 組，上下預力鋼
棒基座及樣架。銅套管共 578 組。
由 104 年下半年開始動工迄今，工項包括預力鋼棒施工鋼套、
樣架施工、模板組立、鋼筋施工、混凝土澆置，當然也包含了材

反力牆應力分析結果如圖四所示，反力牆底部混凝土最大應
力 =74.021kgf/cm2( 不 得 超 過 最 大 容 許 撓 曲 應 力 0.45 f ’
c=252kgf/cm2) ； 反 力 牆 底 部 鋼 筋

Von Mises

應 力

=336.608kgf/cm 不 得 超 過 SD420W 鋼 筋 最 大 容 許 拉 應 力
2(

1600kgf/cm2)；反力牆頂部最大側向變形為 0.004948m，反力牆高
度為 12m，其角變量=0.004948/12=1/2425(不得超過 1/1000)。

料及施工檢驗程序，以供確保其品質。目前已完成反力牆所有結
構工項及預力鋼棒施加預力(如圖二所示)。

圖四 反力牆應力分佈圖
圖二 反力牆預力鋼棒預力施加

三、反力牆設計檢核
反力牆之平行驗證係利用 ABAQUS 建立有限元素模型並進
行分析。模型與網格化(mesh)結果如圖三所示。反力牆之安全檢核
考慮於極限使用條件下，基部設計彎矩強度為 2040tf-m/m，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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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技術師 周德光

《臺南實驗室之土建工程之五》

地震模擬振動台反力質塊設計檢核與建造歷程
810.78m3；第三次施工高程-5390~-3540(mm)，澆灌體積 322.86m3；

一、前言

第四次施工高程-3540~+60(mm)，澆灌體積 467.1m3；除第一次澆
國震中心臺南實驗室之土建工程中，地震模擬振動台為主要

置外，其他各次澆灌作業皆屬巨積混凝土，依照巨積混凝土施工

的試驗設施之一。在研究方面，研究團隊可利用振動台來模擬地

規定進行施工，並監控心表溫差，各層澆灌過程及養護如圖四所

震的歷時過程，配合試驗能更加了解結構試體在動態過程中的力

示。

學行為與反應機制，進而在建築結構安全方面的研究議題上獲得
更詳盡的成果與貢獻。反力質塊是位於振動台下方的一項結構體，
在模擬地震的過程中，將提供反作用力給振動台，上視圖與立體
模型如圖一所示。反力質塊主要由鋼筋混凝土建造而成，其重量
約為試體與振動台重量總和的十倍之多。外部尺寸為長 19.9 公
尺、寬 14.9 公尺、高 8.96 公尺，總重量 3992 噸重。選用之混凝
土材料抗壓強度為 560 kg/cm2，單位重 2.4 tonf/m3，彈性模數
354965 kg/cm2。反力質塊內裝設了 4 支垂直向靜態支承來支撐振
動台，而在垂直與水平向各有 4 支油壓致動器來提供該方向的作

圖二 反力質塊應力分析結果

用力。反力質塊下方利用 120 個空氣彈簧做為支承，再配合質塊
外圍的 240 個外接阻尼器來降低振動作用力對外界的影響。

圖三 反力質塊混凝土澆置分層計畫
圖一 反力質塊之上視與立體示意圖

二、反力質塊分析與檢核
分析過程是先建立反力質塊的有限元素數值模型，以 3D 實
體元素模擬混凝土材料。再考慮 12 種不同載重組合的分析案
例，其中包含空氣彈簧是否充氣、振動台位置改變、靜態支承與
外接阻尼器載重作用，以及油壓致動器對反力質塊在 X、Y、Z 任

(a) 第二層混凝土澆灌

(b) 第二層混凝土整平

(c) 第二層滯水及保溫

(d) 第四層完成面整平

一方向產生正或負的最大作用力等情況。最後以靜力線性的方式
進行分析，觀察立體模型的應力分布情形，判斷是否超過混凝土
材料的安全限制條件。圖二為油壓致動器在正 Y 向出現最大水平
作用力時，立體模型橫剖面的 Y 向應力分布情形，其中最大應力
仍在安全範圍內。根據所有結果顯示，反力質塊在所考量的案例
中皆無安全上的疑慮，故以此應力分析的檢核結果做為設計配筋
的依據。配筋的設計結果大致上皆以溫度鋼筋為主，在反力質塊
幾何形狀變化較明顯的位置上，再適量增加鋼筋量以確保安全無
虞。

三、施工過程

圖四 反力質塊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研究員 吳俊霖、副研究員 邱聰智
助理研究員 呂胡忠、張哲瑜

反力質塊分四次澆置(圖三)，第一次施工高程-8900~-8155(mm)，
澆灌體積 52.15m3；第二次施工高程-8155~-5390(mm)，澆灌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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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2016 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ITP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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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此機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對各個專題演講的講員致

嚴重人命與財產損失之主要天然災害，近年來，許多災害性地震

上最深的謝意，同時也對行政院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所

皆造成嚴重之人命與財產損失。為協助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或歐

提供之經費補助表達誠摯感謝。我們相信，本年度的「建築物耐

亞地震帶上隨時遭受地震威脅的開發中國家，如西亞、東南亞與

震設計國際訓練班」，確實有效達到了強化國際關係以及分享震

中南美國家，提升耐震技術水準與耐震設計能力，以防制因地震

災防制經驗的目的！

所可能引致的災害，行政院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補助經
費，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舉辦「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練班」
，
邀集西亞、東南亞及中南美國家具耐震設計相關經驗與背景之政
府官員、工程師及研究人員，展開為期一週的訓練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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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
機會讓學員間能彼此交換意見與分享經驗。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在國科會國
際合作處補助之下，於 2002 年首次舉辦「建築物耐震設計國際訓
練班」，參與人員包含各國在耐震設計、結構工程、大地工程、
地質工程等領域之研究人員、政府官員、工程師及研究生，至 2015
年為止共舉辦 14 屆，計有來自 23 個不同國家，共近五百位學員
參與。每年各國學員的參與情況踴躍，往往在報名日期開啟前即

訓練班學員與本中心張主任(右四)合影

收到許多詢問信件，足見此訓練班在國際間已打開知名度。訓練
課程內容每年均有增補或更新，且仍持續不斷地強化講員與學員
彼此間的經驗分享與交流。歷屆結訓後的學員常與我方保持聯繫，
偶而會有進一步的合作關係，故確實達到實質訓練與雙方交流之
目的。
本年度 2016 年為第 15 屆訓練班課程，已於 10 月 17 至 21 日
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盛大舉辦；共邀請來印尼、馬來西亞、
薩爾瓦多、尼加拉瓜、越南、寮國、海地、印度、菲律賓與泰國
等 10 個國家之 22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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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除讓各國學員針對各國區域現行耐震設計技術與地
震工程知識進行分享討論外，安排專業訓練課程討論議題包含地
震工程、地震危害度與設計地震力、結構與非結構耐震設計、結
構耐震補強、橋梁耐震設計、基礎耐震設計、隔震消能設計、土
壤液化及防制、地震預警系統、震災損失評估，以及本中心近年
來最新研究成果等課題等 19 個討論議題，由本中心專業研究人員
擔任講員，並讓參訓學員實地參訪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實驗技
術場，觀摩相關地震工程實驗設備與執行中之研究試驗項目。並
於課程最後一天安排學員前往台中參訪石岡壩與 921 地震教育園
區，藉此讓學員實際瞭解大地的撼動與災害的嚴重性。
綜合言之，本次國際培訓研習會議計畫辦理相當成功，各國
參訓學員均給予高度之肯定與正面意見回饋，對於宣導及推廣我
國在耐震設計上的研究成果及工程實務經驗，並提供機會讓學員
間能彼此分享經驗及交換意見具有相當成效。本訓練計劃除提升
了東南亞地區與中南美等友邦國家在耐震設計能力，並增加我國
地震工程領域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知名度，推廣科技外交，提供
台灣與各國未來在地震工程領域的聯繫及合作發展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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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抗震盃耐震創意大挑戰
與地震共存 抗震盃長期落實防災教育

通大學，研究生組第一至三名分別為臺灣大學、中興大學、成功
大學。至於競賽獎金最高的研究生組「隔減震創意獎」則由中興

921 大地震發生至今已 17 年，雖然這十幾年來地震工程技

大學獲得。

術不斷創新，但以現今的科技水準，仍無法有效預測地震，今年
2 月發生的美濃地震亦造成嚴重傷亡，再次突顯平時防震準備以
及地震防災教育的重要性。
抗震盃自 2001 年起，迄今已歷經 15 屆競賽，國內外參賽學

高中組第一名高雄高工的模型設計，整體結構力量傳遞連續
且完整，斜撐與橡皮筋均有效發揮作用，且質量塊與模型配置對
稱，讓模型能夠均勻地承受來自不同方向的地震力測試，因此獲
得優勝。

生總數超過 6,000 人，曾參賽過的國家地區包含英國、美國、日
本、韓國、新加坡、印尼、印度、香港、馬來西亞、越南、紐西
蘭、澳洲、貝里斯、菲律賓與瓜地馬拉等。今年的比賽，高中、
大專、研究生組共有 103 支隊伍參賽，其中包含 34 支國外隊
伍，總參賽人數達 510 人。另有近 20 位國外師生組團來台觀
摩，更讓活動熱鬧不少。

小創意大巧思

看看今年又有甚麼驚喜

大專組首獎則由臺灣科技大學獲得，該隊模型設計相當輕盈，
但卻可以承載相當重的質量塊，雖然未能通過 800gal 的最後測試，
但依競賽規則計算其效率比為大專組之冠，因此獲得第一名的佳
績。
研究生組首獎由臺灣大學獲得，該隊模型隔震設計是由高精
密滑軌、捲軸彈簧以及磁性消能機制所組合而成，磁性消能機制
是指運用磁鐵在銅材飄移時所產生的感應磁場作為消能的機制。
該隊在賽前透過數值模擬與分析，決定捲軸彈簧等相關組件的尺

今年活動一連舉行三天，首先由 9 月 9 日(五)「抗震盃研究

寸與規格．並經過多次實驗測試，精進相關細節設計，建構出一

生組國際研討會」揭開序幕，選手們在研討會中闡述模型設計理

套有效的隔震結構，以至於在實際振動台競賽測試時，模型頂樓

念，以及防震、隔震與減震消能的方法。9 月 10 日(六)為競賽活

的振動比底層地板振動還要小，顯示出其優異的隔震效果。

動之模型製作，各參賽隊伍必須在 6.5 個小時內完成模型製作，
交由裁判審查並決定模型載重後，才能參加接下來的競賽。

而研究生組獎金最高的隔減震創新獎則由中興大學獲得。該
隊模型運用高強度圓柱型滑軌以及橡皮筋組成隔震系統，以四組

9 月 11 日(日)活動正式開幕，國研院王作臺副院長、英國文

排列成井字型滑軌，提供穩定的雙向隔震機制。且在比賽前經過

化協會台北辦公室蘇小真處長致詞後，賽依序進行高中、大專與

多次數值分析與實驗測試，以獲取最佳化的橡皮筋數量與位置，

研究生組的模型競賽測試，高中、大專組依照樓層面積的大小，

以至於該隊模型在振動台競賽時，隔震系統成功有效地隔絕地震

在模型上加載至少 7.5 公斤的鐵塊，研究生組則一律於每層樓加

力，依競賽量測數據顯示，模型頂樓振動小於地板振動一半以上，

上 10 公斤、總計 40 公斤的鐵塊。

隔震效果超越群雄。
國研院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連年舉辦抗震盃競賽，藉此推廣地

由效率比決定獎落誰家
高中、大專組模型將以各種不同震度的地震進行測試，開始
時的震幅不大，然後逐漸加大，直到競賽規定的最大地震強度或
所有模型都崩塌為止。而研究生組則開放參賽學員自由設計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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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國年輕一
代的國際視野與專業能力。更多詳情請參閱 2016 抗震盃官網：
http://www.ncree.org/ideers/2016/.

隔減震裝置，讓模型剛好在競賽規定之地震力（1050gal）下產生
結構破壞，才能獲得最高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並連續第
二年贊助研究生組增設「隔減震創意獎」，係從參賽隊伍中由裁
判團評選 3 至 6 隊入圍隊伍，於其模型上安裝感測器，實際量測
模型頂樓加速度以了解實際模型的隔減震效果，效果最好的隊伍
可獲得新台幣 10 萬元獎金！
模型安置於振動台測試之前，均事先記錄每一個參賽模型的
質量，模型測試中則會記錄造成該模型破壞時的地震強度，這些
數值被用來計算每一個模型的效率比。經由振動台測試後，每組
評選出前三名效率比最高的模型，頒發獎金及獎盃。此外裁判團
還會票選出「結構設計獎」、「建築美觀獎」、「設計理念展示
獎」等各種獎項，頒發獎金與獎狀，鼓勵年輕學子。
比賽結果高中組第一至三名分別為高雄高工、台中高工、揚

學生做好的模型一排排放在振動台上，等待接受強烈地震的挑戰
技術師 李牧軒

子高中，大專組第一至三名分別為臺灣科技大學、聯合大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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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紀要

2016「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講習會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乃結合自然、工程與人文
資料庫，研發跨領域震損評估模式，以因應不同實務應用需求之軟
體；可協助各級政府與公、民營事業單位進行震災境況模擬及早期
損失評估，並據以研擬減災、應變和風險管理對策，達耐震安全與
永續家園的目標。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每年均舉辦「台灣地震損
失評估系統」講習會，一方面推廣運用震災境況模擬技術，另一方
面汲取使用者的經驗回饋，作為未來系統發展的參考。
本年度國家地震中程研究中心於 11 月 22 日舉辦 2016 年「台
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講習會。主題包含：(1)高雄美濃地震的省思：
本地震乃 921 地震以來的陸上強震之最，鑑往知來，有助於了解震
害致因，設定未來重要的地震減災課題；(2)地震動潛勢評估：強烈
地震動是震害的主要原因，透過地震危害度分析與地震動衰減律
研究，可建構其災害潛勢並應用於耐震設計規範的制訂，或是想定
地震的情境模擬；(3)土壤液化評估結果之詮釋與應用：高雄美濃地
震部分地區發生土壤液化災害，相關議題頓時成為顯學，基於此災
害具高度不確定性，其防災整備實有賴於正確地詮釋及應用其災
害潛勢之評估結果；(4)降雨誘發區域型山崩之潛勢與警戒模式：強
降雨引致土石流及滑坡災害，乃國內最頻繁發生之災害類別，相關
之潛勢分析與災害預警至為重要，亦與地震引致山崩災害有一定
的關聯性；(5)自來水管線耐震評估與補強對策：高雄美濃地震中輸
水幹管損壞，導致台南地區的停限水，為確保公共給水系統耐震安
全，實有必要針對大型自來水管線進行暴險分析並有所因應；(6)地

含鋼板阻尼器或挫屈束制支撐
構架之耐震設計與分析技術
研討會
耐震間柱或挫屈束制支撐皆可增進建築結構之側向勁度與強
度，在國內的應用相當廣泛，本研討會於 2016 年 11 月 3 日舉行，
介紹本中心在這兩方面的最新研發成果。含鋼板阻尼器(steel panel
damper, SPD)的抗彎構架(SPD-MRF)為耐震間柱構架的一種，本研
討會所提 SPD 由三段寬翼型構件構成，上下段腹板較厚設計為彈
性連接段、中間為非彈性核心段，地震時核心段反覆受剪降伏變形
能消釋能量。本研討會之主要目的在介紹 SPD 之創新設計、製造、
試驗、分析與應用方法，包括 SPD 抗挫屈細節及容量設計法、SPD
核心段相對長度及勁度之效應、與 SPD 相接邊界梁容量設計法，
SPD 子結構試驗，SPD 之詳細與等效單構件簡化建模方法，另用
三種不同危害度共 240 組地震探討典型多層 SPD-MRF 構架受震
反應與耐震性能，並對 SPD-MRF 的設計、製造與分析方法提出建
議。
本研討會亦介紹採短托梁支承之字型配置挫屈束制支撐(BRB)
之新建 RC 構架(BRB-RCF)設計與施工方法，並說明含托梁及梁柱
子結構反覆載重試驗結果，提出與 BRB 端部接合板連接之預埋鐵
件設計與施工方法，另用三種不同危害度共 240 組地震探討典型
12 層 BRB-RCF 構架受震反應與耐震性能。本研討會邀請國內 5 位
工程師與會分享含耐震間柱及挫屈束制支撐構架之耐震設計與應
用經驗，期能藉由本研討會提升國內耐震結構工程技術。

震防災與應變雲端服務研發成果：介紹本中心架構於 Open WebGIS 技術的資訊平台與 Android App，以及其震前整備與震後應變
的可能應用。
本講習會實際參與人數共計約 80 名，包含交通部公路總
局、高公局、營建署、自來水公司、縣市政府消防局、縣市政府
協力單位、保險業等，藉由此次之講習會，將 TELES 推廣至多
面向之使用層級並汲取使用者的寶貴經驗，以利 TELES 未來之
應用與發展。

研討會現場
助理研究員 吳安傑、李昭賢

研討會議場實況
副技術師 陳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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