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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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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6 日南台灣美濃大地震造成台 86 線 24 號橋震損，本橋經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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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震中心的檢測與車載試驗，於 2016 年 5 月 20 日開放通行。本文簡述橋梁修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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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以及本中心在震後調查、車載試驗、及長期監測之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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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橋梁檢介與震後的調查
台 86 線西起台 17 線，東經過仁德區台 1 線、與國道一號仁德系統交流道交會；
最後止於國道三號關廟交流道。台 86 線連結了台南機場、高鐵台南站、與安平港聯
外道路，是台南市重要路網[1]。2016 年 2 月 6 日南台灣美濃大地震，鄰近橋址的中
央氣象局新化地震測站測到 7 級震度( N-S PGA=285 gal、E-W PGA=401 gal )，地震
造成台 86 線 24 號穿越橋受損，震損情況：大梁橫向殘留位移、支承嚴重破壞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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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橋柱表面之剪力微裂縫(圖二)、箱梁外部微裂縫與箱梁內部頂板縱向微裂縫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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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RP10 橋柱表面之剪力微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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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箱梁外部微裂縫與內部縱向微裂縫

大梁頂升橫移復位
震後大梁橫向殘留位分布如圖四，因此大梁需橫移復位。頂
升橫移與支承墊更換由台灣世曦設計規劃[2]、營造廠商施工執行
(如圖五)。頂升橫移與支承墊更換之後，主管機關遂委託國震中心
於 2016/5/17 執行車輛載重試驗，以檢驗大梁是否符合原設計需
求。

圖五 大梁頂升橫移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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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鷹架上的 LVDT 測得 7.9mm 變位(圖七)，二項測量值與預期撓
度 7.13mm 相當接近，故主管機關研判結構尚可符合使用效能，
本橋遂於 2016/5/20 開放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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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震後大梁橫向殘留位移

圖六 規劃載重下，原結構設計預期之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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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沉陷感測計佈置(圓圈點)

圖七 量測系統

橋柱耐震補強作業
2016/5/20 本路段開放通車後，橋柱耐震補強作業持續進行至
2016/7/20，圖八為橋柱鋼板補強與支承加固補強後之照片。

圖十 第五跨撓度變化(2017 年 2 月與 3 月監測資料)

參考文獻
1. 維基百科，台 86 線簡介。
2. 「美濃地震橋梁災害之調查與修復設計以台 86 線 24 號橋為
例」，中華技術期刊第 111 期專題報導，2016 年 7 月。
組長 宋裕祺、研究員 葉芳耀
副研究員 李政寬、陳俊仲
助理研究員 李柏翰、許家銓
技術師 李路生

圖八 橋柱鋼板補強與支承加固補強

長期監測
因箱梁外部微裂縫與箱梁內部頂板縱向微裂縫，為驗證及確
認橋梁的長期安全性，橋梁主管機關委託本中心執行二年的監測
計畫。監測重點在大梁的撓度變化，以及鄰柱高程差異變化，沉
陷感測計佈置如圖九所示。舉第五跨 S5 為例，其中點撓度變化，
如圖十所示，撓度變化小於 1mm，第五跨橋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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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耐震與監測技術研發之二》

混凝土梁軸向預力檢測技術研發與應用研究
10cm 位置配置直線套管內置預力鋼腱，實驗配置如圖一。採後拉

一、 前言
為確保橋梁結構使用安全並邁向生命週期養護管理之目標，
於橋梁服務期間須能有效掌握各主要構件損壞原因與可能的劣化
發展趨勢。預力混凝土梁橋為最常見的橋梁結構型式之一，惟施
加於混凝土梁之預力，在服務期間面臨混凝土潛變、鋼腱鬆弛或
腐蝕等因素都會造成預力損失，降低預力混凝土梁使用性與安全
性。目前工程實務多以理論與經驗保守概算設計預力損失量，對
服務期間實際橋梁現況構件預力仍仰賴可靠之技術進行檢測，雖
然有不少預力梁預力損失檢測方法被提出，然而大部分屬破壞性
檢測或技術門檻較高。本研究目標為提出相對簡便的非破壞性試

預力加載方式，於試體施加不同三組軸向預力(620kN、720kN、
820kN)進行試驗，各組試驗藉由致動器於簡支梁跨中施加三組橫
向集中載重 (20kN、22kN、25kN)。並採用高感度位移計(精度
0.002mm)，架設於梁兩端及跨中七個等分點處，量測各軸向預力
條件下各橫向加載之梁位移變化值，即為考量軸向預力引致二階
效應受外力作用下之變位，混凝土材料 E 值由材料抗壓試驗求得，
Ｉ值計算採用試體設計斷面，因此可由各參數代入放大係數法公
式推估試驗構件承受之軸向預力值，並和加載之預力值比較以驗
證研提方法之可行性。

驗檢測方法，於預力構件施加橫向外加載重之方式並量測其撓度，
進行構件軸向預力檢測識別。

二、研究方法
應用梁構件承載軸向預力時，其評估挫屈載重與撓度計算方
法，由量測撓度反算梁構件所承受之軸力。考量簡支梁挫屈強度
計算之放大係數法，透過構件軸向力與橫向變位關係的公式(式 1)，
藉由橫向加載並量測其橫向變位可反求構件軸向力。
圖一 預力混凝土簡支矩形梁試驗配置

v
Nx  NcrE (1  I )
vtot

(式 1)

四、初步試驗成果與探討

式 1 中， Nx 為構件所承受軸向力，即欲求得的構件軸向預
力值， N

crE

為構件計算挫屈強度， v 可視為為構件受橫向外力
I

作用下不考慮軸向預力效應之變位， v

tot

則為構件考量軸向預力

引致二階效應受外力作用下之變位。應用挫屈載重和軸向力關係
之放大係數法公式，將挫屈軸力值乘上由變位關係得到之放大係
數，可推估構件之軸向預力。為求進一步簡化，考慮簡支梁受一
集中載重作用於跨中之跨中撓度，可將式 1 中參數替換得到式 2
即::
NcrE 

n a   (1 
2

w here  =


48 v tot

 2 EI 及
L2

中點橫向變位值，Na 為此檢測技術評估之軸向預力值。顯示此方
法在檢測之構件受橫向加載條件引致變位二階效應越明顯之條件
下，包括軸向預力越大以及橫向載重引致之橫向位移越大時，可
得其識別的軸向預力越接近加載預力值，即軸向預力檢測結果越
準確，驗證研提方法應用上初步可行性。後續將進一步針對此方
法在實務工程適用性進行試驗研究探討，擬考量受測構件挫屈強
度與預期軸向預力之比值，設定合理之橫向試驗載重與量測橫向
位移精度，擬定本研究提出的梁構件軸向預力檢測方法之技術規

FL3
vI 
48 EI

EI
)  N a  2 na
L

本研究初步試驗結果如表一，Nx 為施加軸向預力，v4 為梁

格與可能誤差範圍，短期以短跨簡支預力梁橋為檢測應用標的，
惟對於連續梁或其他配置型式之鋼腱預力梁仍有賴未來更多深入
(式 2)

研究工作。
表一

FL3
EI

L 為梁長，E 為材料彈性模數，I 值為斷面慣性矩， F 為橫向試驗
加載力，由式 2 關係可知，本方法檢測過程中，掌握到施加外力
大小 F、EI 值(如 E 值可透過抗壓試驗求得，I 值可由斷面幾何性
質求得)，再由檢測量測過程得到變位 v

tot

，代入式 2 可推估梁構

件之軸力。

三、預力混凝土簡支矩形梁試驗
研究規劃預力混凝土簡支矩形梁試體，於本中心實驗場進行
初步試驗，試體尺寸長 7m 寬 25cm 深 40cm，於斷面中性軸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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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試驗結果
/v 4

Na

Δ

(kN)

(%)

0.74

789

27.3

0.81

857

38.3

45.5

0.52

550

-10.9

2.63

44.4

0.73

841

15.9

2.92

44.8

0.66

761

5.5

25.1

3.23

44.9

0.63

718

-0.4

819

20.1

2.51

44.9

0.63

748

-8.7

819

25.1

3.16

44.6

0.71

836

2.1

L

E

I exact

Nx

F

v4

(mm)

(MPa)

(mm )

(kN)

(kN)

(mm)

6620

34870

1333333333

620

20.2

2.84

44.4

6620

34870

1333333333

620

22.6

3.20

44.1

6620

34870

1333333333

617

25.0

3.43

6620

37618

1333333333

726

20.2

6620

37618

1333333333

721

22.6

6620

37618

1333333333

721

6620

38791

1333333333

6620

38791

1333333333

4

na

副研究員 陳俊仲、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張國鎮
專案助理研究員 Marco Bonopera
台灣大學土木系研究生 魏星池、助理技術師 江奇融

《橋梁耐震與監測技術研發之三》

全橋多跨車輛載重評估試驗技術研究
一、 前言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藉由規劃並執行現地橋梁車輛載重試驗，
探討橋梁現況承載服務能力。試驗包括車輛靜態載重試驗和車輛
動態載重試驗，針對靜態載重試驗選定之試驗橋跨配置規劃車輛
載重，主要量測其跨徑中點撓度變化，評估其在試驗載重作用下
是否符合現行規範服務性需求。接續靜態載重試驗則進行全橋跨
車輛動態載重試驗，探討橋梁受動態載重作用下之垂直振動特性，
探討橋梁各跨之垂直動力特性是否有顯著差異性，依試驗成果研
擬具體建議供評估橋梁現況承載能力之參考。
圖二 動態載重試驗加速度感測器配置圖

二、試驗方法
依據橋梁基本資料，認屬此計畫試驗橋梁之原設計活載重為

三、載重試驗結果

HS20-44，試驗規劃以總重約 20 噸之卡車為基本測試載重車輛單

車輛靜態載重最大試驗靜載，即 4 台試驗車輛載重(計 80-噸)

元，靜態載重測試車輛依事先規劃之數量，緩慢移動至指定橋跨

之條件下，對於 U1 單元 S2 跨最大撓度約為 5.4mm，U4 單元 S8

之加載位置，靜待一段時間約 5 至 10 分鐘，讓橋梁結構充分反應

跨水準測量得最大撓度約為 5.6mm，試驗加載後亦需進行回彈量

施加載重的效應後，再進行相對變位數據之量測。車輛靜態載重

測，以檢驗試驗橋跨之橋面是否具彈性回復之現象。由於現場環

之配置將依個別橋梁特性與配置進行規劃，如圖一所示。為確保

境溫度會直接影響橋梁回彈後之量測到的高程線型，並藉由比較

既有橋梁加載試驗之安全，採用逐步靜態加載方式，並觀察試驗

量測不同時間空載線型，顯示本試驗橋梁於試驗載重卸載後，確

加載過程中，橋梁構件是否有任何結構性損壞，確保試驗不會引

實具有彈性回復現象。從車輛動態載重試驗，針對現地橋梁振動

致橋梁結構危害。

量測訊號分析成果，U2 與 U3 所得到的結構振動特性主要頻率接
近 5Hz，其它各單元所得到的結構振動特性主要頻率約介於 3~4Hz，
由歷次試驗量測分析得自然頻率(第一週期頻率)比對前節靜態量
測 U1 單元 S2 跨與 U4 單元 S8 跨，各跨振動頻率於量測分析結果
呈現一致性，由動態試驗結果顯示各單元結構垂直向結構動態特
性並無太大的差異，且所得之橋梁結構垂直向振動頻率認屬在合
理之結構頻率範圍，

四、載重試驗結論與建議
靜態試驗單跨之最大車輛載重係配置 4 台 20 噸卡車(總重計
圖一 靜態載重配置圖

80 噸，且雙車道配置空間已近滿載狀態)，而動態載重試驗亦採 4

動態載重試驗於靜態試驗後接續進行，包括主橋段動態載重

台 20 噸卡車以 40km/hr 等速行經主橋段(A1 橋台至 A2 橋台)和以

試驗，為載重車輛由 A1 橋台等速前進到達 A2 橋台，以及副橋段

2 台 20 噸卡車以 20km/hr 等速行經副橋段(A3 橋台至 A2 橋台)方

動態載重試驗，為載重車輛由 A3 橋台等速前進到達 A2 橋台兩部

式，車載試驗僅針對橋梁上部主要構件之承載行為，進行短期性

分，如圖二所示。等速試驗係表示車輛以指定之速度通過橋面，

試驗載重作用時之橋梁服務性驗證工作，實際檢驗試驗載重車輛

本試驗採用動態載重試驗方式，針對試驗橋各跨之動力特性進行

通行橋梁時之狀態，載重試驗期間和試驗後，經現場觀察並未造

初步瞭解與探討，相較於靜態試驗，以車輛載重為外力可量測較

成橋梁構件結構性之損壞情形。

乾淨有效的訊號，所得之動態特性係指各單元橋跨垂直向自然振

副研究員 陳俊仲

動頻率，藉由比較各單元量測得到主要頻率特性是否有明顯差異，

助理研究員 李柏翰

推論橋梁現況承載(垂直向)之特性。為掌握橋梁各單元結構特性，

助理技術師 江奇融

故本計畫試驗時於各單元設置動態量測儀器，量測載重車輛行經

組長 宋裕祺

橋梁時之垂直向振動訊號的反應，藉由快速傅立葉轉換法(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將振動訊號轉換至頻率域求得各單元垂直
向主頻，並與靜態載重試驗橋跨段之量測結果進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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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耐震與監測技術研發之四》

模組化預鑄節塊橋柱系統
預鑄節塊，並分別組裝成大尺寸橋柱試體：(1)模組化 RC 剪力榫

一、前言

預鑄節塊橋柱試體（MRCSK 試體）；(2)模組化鋼棒剪力榫預鑄
傳統高橋墩採現場澆注混凝土的施工方式時，常會面臨現場
橋墩模板組立及鋼筋彎紮施工困難，危險性高且效益低，並有混
凝土澆置不易等問題，橋梁施工現場須大量混凝土灌漿作業，對

節塊橋柱試體（MSSK 試體）。兩組橋柱試體高度相同，斷面外
圍尺寸相同，但 MRCSK 試體為實心橋柱，MSSK 試體為空心橋
柱。試體組裝完成後即進行反覆載重試驗，以驗證其耐震性能。

周圍環境也會造成極大的衝擊。若採用預鑄節塊橋墩工法，結合
預鑄廠產製及機械化吊裝之施工方式，除可解決上述施工困難情
形，亦可避免勞工長時間於高工作業，減少施工危險，且採預鑄

三、實驗結果
兩座試體均進行以位移控制之反覆載重試驗至 7%側向位移

方式，節塊在預鑄場內製作，所有的工作如鋼筋彎紮、混凝土澆
注均可採自動化、機械化施作，施工品質較易掌控，配合模組化

比，圖二所示為試驗配置。

之施工，也可縮短工期，在都會區施作時，對降低當地交通之的
衝擊有相當助益。

Actuator for
gravity load

此外，近年來受全球環境保護意識高漲的影響，新建橋梁工
工法來降低施工期間對於環境的衝擊。然而，在過去的施工經驗

Actuator for lateral load

Reaction Wall

程對於既有環境所造成的衝擊愈來愈受重視，因此常常採用預鑄

Load transfer beam

S

N

E

W

Segment

中，傳統預鑄節塊設計之塊體過大，在橋柱安置期間仍需仰賴大
型機具進行節塊運送與吊裝安置，如此將需有較大範圍施工便道

Foundation

Strong Floor

Side View

的設置而間接破壞既有環境。為降低橋梁施工對環境之影響，本

Front View

圖二 實驗配置

研究發展新型式模組化預鑄節塊橋柱系統，藉由積木堆疊之概念，
工程師可依照設計需求，將小尺寸之節塊堆疊出設計所需之大斷

圖三所示為試驗完成後兩座試體之破壞相片。如圖所示，兩

面型式，如此，在預鑄節塊施作時將不需考量不同橋柱型式或尺

組試體破壞模式均屬於彎矩破壞，各小節塊表面產生微小裂縫，

寸，預鑄廠僅需針對單一規格之節塊進行施作，使節塊的生產更

部份表面混凝土保護層剝落，但箍筋並未外露，此種破壞模式可

有效率，降低鋼模製作費用，以達快速經濟之功效，且能降低安

以在大地震後迅速修復。以 MRCSK 試體而言，裂縫均勻分佈各

置期間對於既有環境之衝擊；同時，由於設計塊體較小，便於運

小節塊，節塊間由於相互碰撞，交界面部份混凝土剝落。此結果

輸，所以亦可運用於災後山區臨時便橋橋墩之搭建使用，以加快

顯示 MRCSK 試體可將力量分散至各小節塊，因此可均勻消散地

災區救災之腳步。

震能量。同樣的，MSSK 試體之裂縫也是均勻分布於各小節塊，
但節塊上的裂縫寬度更小，且節塊間的混凝土也較少剝落，顯示
MSSK 試體節塊間的結合優於 MRCSK 試體。對於 MSSK 試體而
言，除表面的細小裂紋外，損傷大多集中於柱底。

MRCSK 試體

MSSK 試體

圖三 試體破壞相片
圖一 模組化預鑄節塊橋柱設計概念

二、試體設計
本研究主要運用積木堆疊之概念（圖一），提出一種新的預
鑄節塊橋柱系統，本研究在預鑄節塊間加入剪力榫，抵抗外力所
產生的剪力，再搭配上下層節塊不同方向交互堆疊提高橫向連結
效益，另搭配預力鋼腱中之少量預力，提供橋柱變形後之自復位
能力，連續之主筋提供強度與消能能力。為驗證本研究所開發系
統之施工性與耐震性，本研究設計兩種不同剪力榫模式之模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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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本研究主要運用積木堆疊之概念，提出一種模組化小節塊預
鑄橋柱系統。透過實際施工與性能試驗，本橋柱系統之施工性與
耐震性已獲得證實。
研究員 洪曉慧、助理技術師 江奇融
台北科技大學教授 宋裕祺、研究生 林冠禎

研討會

2017 台日混凝土結構
裂縫對策技術研討會

第二屆流域防災監測預警
技術落實應用研討會

2017 台日混凝土結構裂縫對策技術研討會於 2017 年 3 月 31

智慧型雲端防災監測預警技術研發計畫分項二之複合式流域

日假本中心 101 會議室舉辦。本次研討會特邀請到日本北海道大

防災監測預警技術研發計畫由國研院發起，旨在整合國研院完整

學工學部橫田弘教授、東京理科大學建築系今本起一教授及日本

防救災研究團隊與成果，以及台灣優勢的 ICT 產學優勢，以推動

財團法人電力中央研究所山本武志博士，以及國內許多知名大學

複合式流域災害監測與預警技術研發，強化台灣在以颱洪為主的

教授進行相關演說。本次研討會有許多國內顧問公司、工程師及

自然災害下的防災與減災技術研發能量。為整合產學研能量，發

技師所共同參與，請參見圖一研討會參與實況。

展耐久耐候感測元件及監測技術，以建構以國研院為界接平台的

儘管工程界為了消除混凝土結構的裂縫做了許多努力，但仍

即時防災安全預警系統，本計畫不僅召集國研院下屬之 6 大研究

有許多混凝土結構發生破裂情形。有些裂縫對於結構是非常有害，

中心，結合各中心之專長及技術，並且同學界密切合作，鼓勵學

應予儘速修復，而其他裂縫則幾乎是無害，因此，長期以來需要一

界研發低成本、性能優的雛形系統，並期透過國研院防災領域應

關於如何處理混凝土結構裂紋的良好規範。日本混凝土學會(JCI)

用技術，將其改良為符合業界需求之產品。作為該計畫的主要召

於 1980 年出版了「混凝土結構調查和修復實用指南」，1987 年第

集人，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每年均舉辦「流域防災監測預警技

二版出版，2003 年和 2009 年分別出版了第三版及第四版。而在第

術落實應用」研討會，邀請計畫相關的各學研單位參加，一方面

三版和第四版當中，也出版英文版本。最新的第五版則於 2013 年

協調各子計畫的進程，另一方面促進學研單位間的跨領域交流。

發行，其名為「2013 年破裂混凝土結構調查、修復和加固實用指

本年度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同國立台灣大學水工試驗所於

南」。相信該指南將是對於混凝土結構裂縫修復是非常有用。本次

5 月 3 日共同主辦了「第二屆流域防災監測預警技術落實應用」

研討會即為推廣此一指南於國內進行實務應用，未來如順利施行

研討會。主題包括：(1)流域橋梁複合性災害監測與預警技術研發

後，將可對國內工程界有莫大助益。

（國研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2)大氣水文整合模擬技術於
堤防基腳沖刷之應用（國研院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3)管控
通信系統介面整合（國研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4)大資料分析
與雲端服務於防災預警之應用（國研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
(5)流域防災監測預警技術之落實應用（臺大水工試驗所）；(6)沖
刷監測之備援無線寬頻通訊技術開發（臺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7)即時降雨強度量測技術於沖刷預警之應用（臺大電機工
程學系）。
本研討會還邀請了日本高知大學防災水工學研究室的張浩副
教授，分享其在日本進行的流域監測研究與應用經驗，期能藉由本
研討會加強日本、台灣流域防災學研界交流及共同合作。

圖一 研討會參與實況
研究員 蕭輔沛

研討會現場
專案助理研究員 劉小勤

NCREE |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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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日結構與橋梁工程會議
及第三屆 NCREE-九州大學
交流會議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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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日結構與橋梁工程會議每年由雙邊輪流舉辦，今年度已邁

2001 年起舉辦「抗震盃－地震工程模型製作校際競賽」
，

入第十屆由日本京都大學和大阪市立大學共同擔任主辦方，會議

至本年度為止，已歷經 16 屆競賽，參加學生人數已超過

日期為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地點在京都大學吉田校區，本會議

6,500 人，參賽國際隊伍包含英國、美國、日本、韓國、

主要目的是邀請台日學者和專家，針對結構與橋梁工程領域最新

紐西蘭、香港、菲律賓、新加坡、越南、印尼、印度、馬

研究成果、技術研發與工程應用經驗等，進行雙邊意見交流和資

來西亞、中國大陸等，為世界上規模最大之抗震科教競賽

訊分享，探討之議題包括結構工程、橋梁工程、地震工程、結構

之ㄧ。

檢監測及其他相關與結構和橋梁工程面臨的研究挑戰。本次台灣

今年比賽延續往年之規模，分成高中、大專及研究生三

代表團由本中心前主任張國鎮教授擔任團長，邀請國內結構與橋

組，邀請國內外學生隊伍參賽。活動內容結合創意提升與

梁工程領域學者與專家共同參加會議，與會講演發表之台方學者

工程應用，高中、大專之參賽隊伍需在活動期間製作抗震

與專家，分別來自台灣大學、交通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

結構模型，通過相關耐震測試。另在研究生隊伍部分，舉

技大學、屏東大學及本中心研究人員等計 10 位，日本與會人員則

辦研究生國際研討會，每隊參賽隊伍簡報該隊之設計原

包括京都大學、大阪市立大學、岐阜大學、名古屋技術學院、名

理與隔減震方式，並與裁判及國內外參賽隊伍交流討論，

古屋大學、岩手大學、神戶大學及工程界專家代表約 40 位參加會

以增加競賽之教育意義。

議。接續台日結構與橋梁工程會議後，部分台灣代表團成員前往
日本福岡市參加九州大學和日本工程顧問公司於 4 月 4 日共同主
辦的第三屆 NCREE-九州大學交流會議，地點在九州大學校區，該
會議係由本中心與九州大學每年輪流主辦，共同邀集台日學界和
工程界相關學者與專家參加，議題主要針對土木工程應用研究與
實際案例進行經驗分享和技術交流，本次會議與會人數約 30 位，
多為工程顧問領域之設計人員，因此雙邊在工程應用研究議題進
行許多細部的討論和意見交流。

究中心舉辦活動網址：
http://www.ncree.org/ideers/2017/，21 日舉行研究生
組國際研討會，各隊簡報其設計與構想並討論、溝通規
則，22 日為模型製作及審查日，23 日則為模型測試、比
賽日。此外對於國外參賽之學生及指導老師，於 9 月 20
日舉辦地震教育之旅，參觀 921 地震教育園區、車籠埔
斷層保存園區等，以瞭解台灣的地震歷史及背景。期望透

此次台日雙邊交流會議相當成功，透過建立互信和穩固的學
術與工程技術研究交流平台，可達到互惠學習與分享創新研究構
想之目的，並認識與探討台灣和日本在結構和橋梁工程最新的研
發應用範疇和技術，有助提昇彼此相關技術研發與應用推廣能量。

第十屆台日結構與橋梁工程會議

第三屆 NCREE-九州大學交流會議與會人員合影
副研究員 陳俊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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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抗震盃預計將於 9 月 22～23 日於國家地震工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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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對耐震結構震設計
產生興趣，進而未來投入地震工程相關領域貢獻一己之
力。（助理工程師 黃瀚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