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簡
2018.6
專題報導

發行人：黃世建
本期主編：趙書賢、林哲民

訊

第一Ｏ六期

《山腳斷層與大屯火山監測之一》

台灣北部山腳斷層之微震監測

發行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地址：台北市辛亥路三段 200 號

台灣因位處於板塊交界帶上，遍佈許多潛在活動構造，任一構造活動所產生之地

電話：(02) 6630-0888

震都可能造成極大災害，而台灣北部最大的地震威脅即是山腳斷層。根據經濟部中央

傳真：(02) 6630-0858

地質調查所公布之調查結果，山腳斷層為正斷層，呈北北東走向，南段自新北市樹林

網址：http://www.ncree.org.tw

區向北延伸至台北市北投區，橫跨台北市及新北市，長約 13 公里；北段由北投延伸，

107 年 6 月出版

經陽明山及大屯火山後至新北市金山，長約 21 公里。鑽探資料顯示，在台北盆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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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山腳斷層南段兩側基盤落差約 60～220 公尺，斷層北段落差約超過 600 公尺，山
腳斷層最近一次的活動時間可能在距今一萬年以前，因此暫列為第二類活動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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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山腳斷層山腳斷層進行全面性微震監測，監測並評估其近期地震活動性。

一、山腳斷層微震觀測網
本研究於山腳斷層沿線建置了 13 個即時寬頻微震監測站。測站採用高靈敏度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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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供連續不間斷之即時地震動觀測波形。
此外，由於斷層鄰近區域有許多研究單位之現有地震監測站，為善用現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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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最完整的微震監測能力，除本計畫新建測站外，本研究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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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評估及地震境況模擬時都有資訊不足之情況。因此，本中心受台灣電力公司委託，

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大屯火山觀測站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等單位
合作，透過資料交換整合所有單位測站資料進行監測，完成測站總數達 47 個之山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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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微震觀測網，其中 36 個測站為即時站。此微震監測網測站分佈（如圖一）已完
整涵蓋山腳斷層可能之陸域活動範圍，也對其可能之近海延伸部分有基本之偵測能
力，能夠全面監測山腳斷層之微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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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震監測與分析
山腳斷層即時寬頻微震監測網於 2015 年 4 月新建測站建置完成後，開始收錄+
波形資料，以人工辨識微震紀錄，進行地震定位工作，統計每日地震活動情形，彙整
每月地震定位成果，提供長期且連續之斷層監測資料，可針對任何異常地震活動進行
分析評估。在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間，山腳斷層微震監測網共觀測到在 4,678
筆地震事件中，包含 2,467 筆監測區域外地震與 2,211 筆監測區域內地震。每個月可
觀測到的監測區域內地震數量落在 20 至 143 筆，平均每月約 67 筆監測區域內地震。
監測區域內地震則集中在規模(Md)2.0 以下，規模小於 1.0 的地震，共有 1,027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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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介於 1.0 至 2.0 之間的地震，則有 1,138 筆；規模介於 2.0 至

主震為正斷層帶走向滑移之震源型態，呈一南北走向略朝西傾近

3.0 之間，僅有 46 筆。

垂直之震源破裂面，而後續餘震也密集分布於一南北長略大於 1
公里，深度介於 3 至 4 公里間之小範圍破裂面上。依此發生位置
及破裂面幾何來推測，此次地震應為此區域張裂構造所造成的小
規模地震活動，其南北走向、高角度朝西傾之震源破裂面，與山
腳斷層東北-西南走向、向東傾之斷層位態有差異，與山腳斷層並
無直接關連。此案例也證實，透過本監測網能針對發生於山腳斷
層鄰近區域之地震提供完整的觀測資料及分析能力。

圖一 山腳斷層微震監測網之所有測站分佈圖

圖三 山腳斷層微震解算出之震源機制 P 波初動解

三、結語
以目前近三年之山腳斷層微震監測結果來看，斷層之地震活
動平均數量低，但偶有群震發生，規模大多在 2 以下。微震活動
主要集中在山腳斷層東南側上盤之陽明山國家公園一帶，此些地
圖二 雙差分重新定位後之山腳斷層微震分布

震群應多屬於大屯火山地熱構造所誘發之小規模地震，現階段尚
無觀測到與山腳斷層相關之地震活動。至於北側金山萬里近海區

圖二是經過雙差分重新定位後之微震震央分布及兩條西北東南向震源深度剖面圖，地震震央分佈主要是集中在陽明山國家
公園內，其次則於北部金山、萬里至基隆沿海一帶也有不少地震
活動，其他則多為零散且震源深度較深之地震。陽明山國家公園
內之微震密集帶震源主要分佈在深度 0 至 10 公里的範圍內，在 2
至 6 公里的深度，地震廣佈在東南側長約 8 公里的範圍內，略有

域之微震活動，其呈現向東南低角度下傾之線型發震構造因資料
數量仍相當有限，仍需更多觀測資料確認其構造形貌及發震機制，
以釐清是否與山腳斷層活動有關。
未來，本研究也將持續監測山腳斷層，盼能進一步瞭解其地
震活動特性，提供台灣北部重要之地震防災資訊；此外，此研究
之經驗及成果，也能作為台灣許多具高地震潛勢之活動構造參考。

由西北向東南傾的趨勢，也有幾個微震活動較密集之區域；隨著
深度從 2 公里至地表，地震分佈逐漸收斂在此剖面水平位置 5 公
里處，對應地表之大油坑所在位置。監測區域內之東北側金山、
野柳及萬里一帶，沿岸及近海區域也有一西北-東南向之顯著地震
活動，分佈上不如陽明山一帶密集，但仍有些許反覆發生之地震
群集位置，並於剖面圖上有一由西北往東南下傾的分布。使用 P
波初動解分析微震資料所得到之微震震源解如圖三所示，微震之
震源機制以正斷層為主，與此區域伸張之構造應力相符合。
此外，山腳斷層微震監測網之監測區域於 105 年 8 月 12 日
19 時 42 分發生一筆芮氏規模（ML） 3.1 之地震，地震深度為 5.7
公里；是本計畫於監測區域內所記錄到規模最大且有感之地震。
此地震發生後，監測網當天觀測到 49 筆餘震，是單日監測震數量
最多之紀錄。透過本微震監測網重新定位及震源機制解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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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員 林哲民

《山腳斷層與大屯火山監測之二》

北台灣火山觀測與防災應用
近年來，一連串的火山活動與噴發，如印尼阿貢火山、日本

大油坑附近地區的淺部地殼（圖二）。多數微震深度小於五公里，

櫻島火山、新燃岳火山、美國夏威夷基拉韋厄火山等的火山活動，

且部分微震具群震特性，群震是火山或地熱地區特有的地震活動，

一再顯示火山災害對人類社會活動的威脅性，不但對於生命安全

指短時間內發生多次震源位置相近、規模接近的微震，而且無明

及居住財產，甚至生態環境都存在著巨大影響。而位處太平洋火

顯較大規模的主震，這與一般活動斷層帶的微震活動極為不同，

山島鏈上的台灣，北邊的大屯火山群，是否仍存在火山活動的威

成因為區域的熱液系統或岩漿活動。此外，偶爾伴隨著一些火山

脅？ 解析大屯火山群的活動可能性，楊璨堯教授(Yang et al., 1999)

特有的地震，包含單頻水滴狀、多頻螺絲釘狀，以及超長週期的

首先利用氦同位素研究結果顯示，大屯山地區所採集的噴氣與溫

火山地震。一般推論，這些地震主要成因與岩漿通道或地熱區內

泉氣有大於 60％的氣體組成源自於深部地函，暗示大屯火山底下

中液態或氣態物質壓力的改變有關。

應存在岩漿庫。另外，陳中華研究員團隊於大屯火山群內鑽井發
現原生火山灰，經由地層中的碳化木定年結果推論大屯火山最近
的事件約在 5-6000 年(Belousov et al., 2010)，滿足一萬年內有過
噴發為活火山的定義，認定大屯火山為活火山。
目前大屯火山群仍有明顯的火山活動，溫泉及地熱活動明顯，
該區域緊鄰大台北都會區，數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息息相關，
持續的長時間系統監測與深入研究是不可取代。科技部及內政部
於 2011 年共同成立大屯火山觀測站(Taiwan Volcano Observatory
at Tatun, TVO)，整合各單位分析研究成果，建立火山即時監測系
統，包含微震監測、地殼變形監測、火山氣體與溫泉水監測、地
溫及噴氣孔即時影像監測等（圖一）。累積長時間觀測資料，暸
解大屯火山群的特性，進而偵測各項異常，以期預警可能的火山
活動，降低火山災害可能造成的損失。

圖二 大屯火山地震活動分布圖
透過高密度的微震監測網，除可以有效的了解區域的地震
活動特性外，對於火山群下方的地層構造解析，也有莫大的助
益。利用測站所記錄的 P 波到時遲緩以及Ｓ波消失的現象，證
實位於北台灣金山、萬里下方約二十公里處有岩漿庫的存在
(Lin, 2016)。

圖一 大屯火山監測方法示意圖

一、地震活動監測
當地底下的岩漿或是逐漸往上湧升的過程，圍岩壓力改變，
會伴隨許多微小的地震活動。透過密集的地震網觀測可偵測這些
微小的地震活動，用以辨識火山活動情形甚至預估可能噴發的時
間與地點，因此微震的空間分佈及時間密集變化，就必須密切注
意。目前大屯火山微震監測網共設置 40 個寬頻測站，不論是低頻
深部的內部震動，還是岩漿經過內部通道因壓力產生的窄頻噪音，
皆可清楚記錄。

圖三 大屯火山岩漿庫示意圖

二、地殼變形監測

大屯火山群的地震監測顯示，主要微震活動群聚在七星山及
火山區域會受地下岩漿庫活動，岩漿往上湧升或熱液系統壓

NCREE | 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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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加，地殼膨脹隆起會使地表產生變形，這些變化可利用水準

而大屯火山的長期觀察結果來看，從 1999 年到 2003 年之

測量、GPS 及傾斜儀等精密大地測量技術量測。大屯火山觀測站

間，氣體成分並沒有重大改變。從 2004 年 8 月之後，大油坑的

目前共設置 8 個 GPS 連續紀錄站及 3 個傾斜儀進行即時監測，並

氣體樣品中 HCl 含量突增，以及 SO2/H2S 比值從 0 上升至 3。同

配合定期於大屯火山部分區域進行重複高精確度的水準量測進行

一時間伴隨著顯著的重力異常變化，緊接著有明顯群震發生。同

地殼變形監測。監測結果顯示部份地區，如擎天崗等，有明顯的

樣一系列的變化在 2010 年再次發生。此外，我們還觀察到另一

抬升現象，平均速率為每年 0.5 公分，顯然大屯山淺部地殼仍有

個現象，即 2014 年大型構造地震後只有 HCl 迅速上升，而其他

很大的壓力存在，方可造成如此幅度的局部地殼抬升。

如溫度、氦同位素以及重力都沒有改變。

三、地球化學監測
眾所周知，火山噴氣和溫泉水氣成分的變化和其火山活動有
重大的關連，可是各個地區的火山活動，皆有不同的氣體成份異
常變化；為有效監測一地區的火山活動，唯有先了解其火山噴氣
和溫泉水氣組成、辨識其來源端成份，以能進一步瞭解其成份變
化與火山活動之關連。我們在台灣大屯火山地區利用吉氏瓶採集
火山氣體樣品，這地區的噴氣口溫度不高，僅接近沸點。氣體組
成都以水氣為主，除水之後為 CO2 為主，其他還有 H2S、N2
等，顯示是蒸氣在淺處與沸水分離的結果，為典型的低溫火山噴
氣口的氣體組成。另外，多數樣品的成分比值分析（圖四），落
在多數樣品落在聚合板塊氣體和空氣/地下水的混合區間，顯示
大屯火山氣體來源和北台灣的隱沒作用息息相關。

圖六 (A) 大油坑地區長期觀測結果。紅色方塊顯示
SO2/H2S 比值大於 1，隨後發生重力異常的現象。藍色方塊
則顯示在 2014 士林地震過後的氣體成分改變。可以看出並
沒有 SO2/H2S 和溫度的變化。 (B) 重力異常發生的時間。
圖四 大屯火山氣體樣品之 He-N2-Ar 作圖
大屯山地區的氦同位素比值相當高，顯示有 60%的氦氣是來
自地函，亦指示底下可能仍有岩漿庫存在。而碳同位素亦指示
CO2 為岩漿來源。

注意兩張圖的時間尺度不同。
將我們的觀測資料與地震和重力資料相結合，我們對這些事
件的初步判斷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情況是氣體成分、重力變化
和群震發生在同一個時間序列中，推斷可能是岩漿庫或深部熱水
曾擾動造成較多岩漿性物質進入系統。而第二種情況僅有氣體成
分發生變化，並且是在大地震過後，可能是因為淺處熱液或滷水
受到地震擾動造成的結果，發生改變的時間短而迅速。
專案副研究員 李曉芬、賴雅娟

圖五 大屯山地區氦同位素比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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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腳斷層與大屯火山監測之三》

土氡觀測於大屯火山及山腳斷層之地震及火山活動性研究
近年來科學界普遍認為利用土壤氡氣的濃度變化作為調查及
追蹤活動斷層分布，是一有效工具。過去二十多年來，新儀器及
採樣方式改變，發展出可透過幫浦主動式抽氣及連續進樣方式來
量測釷氡。從七十年代中期至今，用於監測釷-氡最常見儀器有兩
類：(1)被動式探測器：如 α 粒子軌跡探測器；(2)主動式探測器：
如 RAD7、RTM 2200 等。
儘管主動式儀器比被動式探測器較為準確及快速等優點，然
而高成本，且可能會受高濃度硫磺氣及高溫等因素，使其不能直
接放置在火山地區做連續監測。相較之下 α 粒子軌跡探測器(ATDs)
能安放在火山地區附近，由於其設置便宜，因此能在選定區域放

圖三 山腳斷層附近利用 SSNTDs 技術連續監測之點位分布

置大量此探測器，來作為長期監測土壤中釷-氡變化。
本研究以固態核飛跡探測器（SSNTDs）技術（即硝酸纖維素
α 軌跡探測器 LR-115 底片）調查土壤氣體中釷-氡之濃度變化，
藉以觀察台灣北部的大屯火山區的構造活動性，其安裝地點分別
位於小油坑、大油坑、庚子坪及八煙等地，如圖一。
連續觀測結果顯示，某些地震可能具有潛在前兆訊號。土氡
的異常升高與篩選後的地震比對後，發現可能與測站距離 60 公里
內的地震有關。而為了在山腳斷層建立連續的土氡監測，前置工
作已在斷層附近選擇三處地點，利用 SSNTDs 技術監測一段時間。
此三處之土氡濃度與地震事件時序變化結果如圖四，目前已
選定 SF-3 作為連續長期的測站，未來將有助地震方面研究。

圖四 山腳斷層附近利用 SSNTDs 技術連續監測之土氡濃度與
地震事件對應結果(a)SF-2;(b)SF-3; (c)SF-4
研究員 瓦里亞
專案副研究員 亞耳文
圖一 位於大屯火山之臨時固定測站位置及簡易區域地質圖

助理研究員 林世榮

圖二 大屯火山之臨時固定測站及所對應之地震位置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106 期／5 5

《山腳斷層與大屯火山監測之四》

大屯火山群淺部地殼速度構造與斷層及火山活動之可能關聯
近年來，越來越多新的研究證據顯示：大屯火山群可能是休
眠活火山，無法排除未來再次噴發的可能性。目前大屯火山群仍

分別是每天、每月及整年疊加後的 0.5-7 秒交對比結果，及測得的
0.5-5 秒雷利波相速度頻散曲線。

然缺乏詳細的淺部地殼速度構造研究，探討速度分佈與斷層等地
質構造，及火山活動之間的可能關聯。本研究試著分析西元 2014
年一整年，以每天為單位，由 40 個寬頻站所組成的密集地震觀測
網，藉由交對比（cross-correlation）所有測站垂直分量的環境背景
雜訊（ambient seismic noise），挑出頻散曲線（dispersion curve）
後，選定 0.02°格點做層析成像（tomography），最後得到 0.5-3 秒
的雷利波相速度分佈圖（Rayleigh wave phase velocity map）。
山腳斷層下盤顯示的主要為低速區，所代表的可能是埋藏在
數十到數百公尺厚安山岩質熔岩下，含水量豐富的第三紀基盤。
主要的溫泉與噴氣等地熱活動，沿著山腳斷層的上盤，呈東北-西
南向帶狀分佈。此外，大油坑東南方的低速區，可能是淺部地殼
主要的熱液儲存層（hydrothermal reservoirs）。另一方面，大屯火
山群以東主要為高速區，也是最早期火山活動位置，目前已無明
顯地熱活動。山腳斷層與崁腳斷層之間的高速區，可能是早期的

圖二 交對比結果(a 和 b)及雷利波相速度頻散曲線(c)

岩漿通道，但是現在已經冷卻凝固。因此，推測山腳斷層和崁腳
斷層在大屯火山群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一、地震觀測網

三、相速度分佈圖
圖三為大屯火山群 0.5-3 秒雷利波相速度分佈圖，在大屯火
山群有 2.5 公里的解析力，東邊及邊緣等地方為 5 公里。雷利波

圖一顯示的是所選用的寬頻地震觀測網，由三個子觀測網組

相速度分佈與 S 波速度構造有關，所反映的主要與地下液體及孔

成，大屯火山觀測站（Taiwan Volcano Observatory at Tatun；TVO）

隙等相關分佈。就經驗而言，雷利波探測深度約為波長的三分之

負責維護，每個測站都裝設 Güralp CMG-6TD 寬頻地震儀。

一，因此約略反映淺部地殼 3 公里深的 S 波速度構造。

圖一地表地質圖及本研究寬頻地震觀測網分佈圖

二、環境背景雜訊研究
藉由交對比地震站之間，同時間連續記錄的環境背景雜訊，
可 得 到 時 間 域 經 驗 格 林 函 數 （ time domain empirical Green’s
function）。此研究方法主要是利用漫射（diffuse）的物理現象，

圖三 大屯火山群雷利波相速度分佈圖

副研究員 黃有志
合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研究員 林正洪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鍵山恒臣

藉由自然及人為產生的振動在地層中傳播，當碰到界面時會產生
漫射改變能量傳播方向。假如漫射後的能量剛好通過兩個地震站，
訊號交對比後，可得知不同週期的能量通過兩個地震站所需走時，
這也就是時間域經驗格林函數的基本概念。近十多年來，此研究
方法已廣泛應用於世界各地，所能探求的速度構造深度及解析力，
主要與地震觀測網的大小及側站密度有關。圖二顯示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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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聖道頓馬士大學師生
參訪國震中心台北實驗室
國震中心於 4 月 24 日接待 145 位來自菲律賓聖道頓馬士大
學土木工程系教授與學生參訪國震中心台北實驗室。菲律賓聖道
頓馬士大學參訪團由 1 位職員擔任領隊、6 位教授以及 138 位學
生組成。聖道頓馬士大學（也譯作聖多瑪斯大學、聖陶托馬斯大
學），是一所坐落於菲律賓馬尼拉的私立天主教會研究型大學，
該校創立於 1611 年 4 月 28 日，目前學生數超過 44,000 人。整個
參訪行程由國震中心黃世建主任親致歡迎辭揭開序幕，接著播放
20 分鐘國震中心簡介影片、並由國震中心吳俊霖研究員進行新進
落成啟用的台南實驗室設施簡報以及開放問答交流討論。簡報結
束後，菲律賓聖道頓馬士大學參訪團分成兩梯次，由林沛暘研究
員及邱世彬助理研究員帶領進行實驗設施導覽，實地參觀 5 米乘
5 米三軸向地震模擬振動台、反力牆與強力地板測試區、MATS 多
軸向試驗系統、減震消能元件測試系統等。參訪尾聲，菲律賓聖
道頓馬士大學師生一行邀請國震中心黃世建主任與國震中心接待
人員拍攝團體照留作紀念，此次菲律賓聖道頓馬士大學規劃的
2018 年國際教育交流參訪行程是由學生投票產生，選擇台灣作為
參訪國。

七層樓 RC 構架試驗模擬競賽
在 2016 年 0206 美濃地震與 2018 年 0206 花蓮地震之建築物
震害調查結果發現：中高樓層建築物常因其商業用途及使用機能
所需，其結構特性常產生力傳遞路徑不良、贅餘度不足、底層軟
弱、結構不規則效應過大及非韌性配筋等問題，以致易產生震損
甚至倒塌造成大量人命傷亡。本計畫就 0206 美濃地震中蒐集所得
臺南市區中高樓層災損案例結構設計特性，規劃一座底層軟弱且
具非韌性配筋構件之七層樓 RC 構架(圖一)，以啟動既有中高樓層
建物耐震分析模擬技術之研發。
有鑒於此，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特別規劃「七層樓 RC 構
架歷時動力分析模擬競賽」，預定 2018 年 11 月在國震中心台南
實驗室以一座一樓挑高且具非韌性配筋柱構件之七層樓 RC 試體
構架，進行一系列的構件實驗及振動台試驗，藉由此次國際性分
析模擬競賽，邀請國內外結構設計單位及專家學者共同針對此一
RC 試體構架進行分析模擬，其中針對如何使用適切的分析元素與
模型以有效模擬其勁度、強度、破壞模式及非線性行為設定方式
等詳加研討，希望可促進既有 RC 建物耐震評估程序及補強工法
的研發與精進，並就建築物及相關構件行為之分析模擬技術與實
務需求進行研討交流，期望能提供研討成果及技術給工程界參考，
期以提昇結構耐震設計與分析技術之水準。

菲律賓聖道頓馬士大學師生參訪團與國震中心黃世建主任及
z

國震中心接待人員拍攝團體照留作紀念

y

研究員 吳俊霖、林沛暘
助理研究員 邱世彬

圖一 底層軟弱且具非韌性配筋構件之七層樓 RC 構架
副研究員

翁元滔、研究員 蕭輔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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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建築物健康診斷技術研討會
近年來透過結構物健康診斷技術，憑藉量測結構受外力作用

建築物震後耐震評估與
補強技術研討會

所引致之動態行為(如加速度及變位等)診斷該結構系統健康狀態
(如損壞程度及損壞位置等)，以規劃設計結構補強或減振作為，已
然是國內外學術界重要研究主題。本中心與台灣宇部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於 5 月 24 日舉辦「建築物健康診斷技術研討會」，特邀請
日本名古屋大學勅使川原正臣(Masaomi TESHIGAWARA)教授及
東京大學楠浩一(Koichi KUSUNOKI)教授對於日本最新建築物健
康診斷技術發展成果進行分享。期能透過本研討會促進日本與國
內學者專家針對當前最新之結構健康監測與診斷技術經驗交流，
藉此加速相關科技研究成果落實於工程實務應用。

臺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在大規模地震災害或複合性災害
發生後，對建築物將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壞，必須在短期內針對損
壞嚴重的建築物禁止使用，以免餘震繼續造成人命的傷亡。而自
行政院於民國 97 年頒布「災害防救法」，讓地震相關的防救措施
的擬定與推動，具有法源上的根據，故內政部於 98 年發布之災害
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及其組訓計畫，已明訂實施緊急評估
的處理人員、作業程序、組訓演練與所需相關書表，另對於危險
標誌之張貼、解除與爭議案件複評等實施方法亦有所規範。
然法令施行迄今已有時日，相關研究工作及救災經驗不斷精
進與累積，現行辦法亦應逐步修訂，故需參卓國內外緊急評估作
法及相關研究方能遂行，以使震後緊急評估工作更臻完善，期能
在災害時迅速且準確的保障多數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此外，因
今年 2 月 6 日在花蓮發生芮氏規模 6.0 的強震，所造成之損失實
難以估計，因此本中心與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合作於 3 月 2
日舉辦「建築物震後耐震評估與補強技術研討會」，邀請日本相
關領域的知名學者東京大學中埜良昭(Yoshiaki NAKANO)教授與
東北大學前田匡樹(Masaki MAEDA)教授來台訪問，透過演講與專
家學者及工程師進行座談，介紹日本對震後建築物評估與補強之
方法與研究，期能對於國內學術界及業界提供實質的幫助。

圖一 名古屋大學勅使川原正臣(Masaomi TESHIGAWARA)
教授專題演講

圖一 東京大學中埜良昭(Yoshiaki NAKANO)教授專題演講
圖二 東京大學楠浩一(Koichi KUSUNOKI)教授專題演講
研究員 蕭輔沛

圖二 東北大學前田匡樹(Masaki MAEDA)教授專題演講
研究員 蕭輔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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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花蓮地震調查與探討
研討會

第十一屆台日橋梁暨結構工程
研討會

本中心於 5 月 29 日與中國土木水利工程學會及國立成功大學

2018 年 2 月 6 日午夜 23 時 50 分 42.6 秒台灣發生災害性地

土木系共同舉辦「2018 年花蓮地震調查與探討」研討會，如圖一。

震，震央位於花蓮縣近海。此地震造成 282 人受傷、17 人死亡。

約有 70 多位學者、專家及工程先進參與此次研討會。

受地震影響造成七星潭大橋及花蓮大橋等橋梁損壞及四棟大樓倒

此研討會共計有八場演講，講題分別為：1、「花蓮地震之地

塌，為此次地震較重大之震損事件。另外，台灣橋梁總數超過

動特性」，說明本次地震的震源機制、場址特性，並與現行耐震

28,000 座，橋齡超過 30 年佔 50 %以上，如何考量老劣化因素，

設計規範做比較；2、「建築震損特性分析」，說明本次地震建物

以確保橋梁安全。「2018 第十一屆台日橋梁暨結構工程研討會

震損資料的統計，並且驗證本中心所推動的建築物耐震快速評估

(2018 the 11th Taiwan-Japan Workshop on Structural and Bridge

方法的可靠度；3、「近斷層地震作用下具有軟弱底層之建物的受

Engineering)」於 2018 年 4 月 3-4 日，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震反應」，介紹於本中心台南實驗室開幕時，所進行的一棟具有

101 會議室舉辦，研討會主題包括：(1)橋梁工程；(2)結構工程；

軟弱底層的三層樓建築的振動台實驗，該建築受遠域與近斷層地

(3)花蓮地震災損及(4)未來橋梁及結構工程必須面對的課題等。

震作用下的模擬與分析結果；4、「花蓮慈濟醫院隔震建築的受震

本 研 討 會 特 別 邀 請 日 本 京 都 大 學 (Kyoto University) K.

反應調查與評估」驗證該隔震建築量測到的受震反應與分析其數

SUGIURA 教 授 、 J. KIYONO 教 授 、 C.W. KIM 教 授 、 M.

值模型所得到的受震反應二者的一致性，並且探討具有高速度脈

MATSUMURA 教授、R. MATSUMOTO 教授與 K.C. CHANG 教

衝特性的近斷層地震對於隔震建築的位移需求；5、「重要建築附

授等、大阪市立大學(Osaka City University) T. YAMAGUCHI 教授、

屬非結構震損調查與受震需求分析」，除了調查學校、醫院與重

明 石 國 立 技 術 學 院 (Akashi National College of Technology) T.

要交通設施的震損情形外，依據不同類型的非結構物，有系統的

MIYOSHI 教 授、阪神高速道路株式會社(Hanshin Expressway

探討其不同的受震需求與壞模式；6、「從花蓮地震淺談橋梁跨越

Company Limited) A. AOKI 先 生 、 SHO-BOND 公 司 M.

斷層對耐震性能的影響」，說明本次地震的橋梁受損情形，並且

TAKEMURA 先生與國內台灣大學張國鎮教授、歐昱辰教授、黃

藉由過去國際許多跨越斷層橋梁的震損情形及數值分析結果，與

尹男教授與廖文正教授、交通大學林子剛教授、成功大學劉光晏

非跨越斷層橋梁相比，說明跨越斷層橋梁的受震反應特性；7、
「花

教授、台北科技大學宋裕祺教授、台灣科技大學邱建國教授、屏

蓮港港區震災調查與初步分析」
，說明花蓮港港區震災調查結果，

東科技大學蔡孟豪教授及淡江大學羅元隆教授與本中心林詠彬博

並且進行液化潛勢評估與易損性分析，與實際震損情形做比較；

士、洪曉慧博士、王柄雄博士與 M. Bonopera 博士等學者專家們，

8、「花蓮地震自來水系統震害與初步探討」，詳細說明自來水系

與產官學研各界共同探討橋梁及結構物耐震及老劣化問題、國內

統震害調查結果，及本中心的早期評估系統的估算結果，並且提

外橋梁及結構工程之最新技術趨勢與花蓮地震之最新勘災資料。

出過斷層管線的耐震設計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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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討會的講題涵蓋範圍相當廣泛，不僅是各種災損調查
記錄的彙整報告而已，更呈現進一步的相關分析結果與研究心得。

橋梁工程及結構工程之最新發展技術及研發成果之瞭解，做為災
害防救與整治之參考。

因此透過此次研討會的舉辦，與各界共同分享與討論本中心此次
勘災的成果與研究心得，必有助於提升各界的地震工程防災知識，
特別是針對近斷層地震本身的特性及其對於結構物與非結構物的
受震反應的影響都會有更清楚的認識。

圖一 2018 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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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一景
研究員 林瑞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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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學生地震工程之防災知識，藉由競賽活動

在政府綠能政策指導下，我國離岸風力發電正蓬勃發展。然

及互動式參與增進結構抗震觀念，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風機技術於國際上仍屬新科技領域，在我國更是史無前例的新興

中心自 2001 年起舉辦「抗震盃－地震工程模型製作

工程領域，整個產業仍處於起步階段。其中，風機之基礎工程更

校際競賽」，至本年度為止，已歷經 17 屆競賽，參加

是離岸風力發電成敗與否之關鍵技術。國內目前實亟需發展與離

學生人數已超過 7000 人，參賽國際隊伍包含英國、

岸風機基礎工程相關之專業技術。為了接軌國際技術，促使國內

美國、日本、韓國、紐西蘭、香港、菲律賓、新加坡、

外業者建立合作關係，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挪威大地工程研

越南、印尼、印度、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等，為世界

究院(Norwegian Geotechnical Institute, NGI)於 6 月 4 日雙方共同

上規模最大之抗震競賽之一。

簽署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針對離岸

今年比賽延續往年之規模，分成高中、大專及研

風機基礎相關地工技術與研究議題發展，強化台挪雙方研究交流

究生三組，邀請國內外學生隊伍參賽。活動內容結合

的深度與廣度。稍後所進行之 NGI-NCREE 離岸風力機基礎議題

創意與工程應用，高中、大專之參賽隊伍需在活動期

研討會，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臺灣離岸風機基礎暨海事工

間製作抗震結構模型，通過相關耐震測試。另在研究

程協會、財團法人中興顧問社等共同主辦，研討會講員包含 3 位

生隊伍部分，舉辦研究生國際研討會，每隊參賽隊伍

來自 NGI 澳洲分公司(NGI's office in Perth, Western Australia)之地

簡報該隊之設計原理與隔減震方式，並與裁判及國內

工專家學者以及國震中心、中興顧問社研究人員共 4 位，參與人

外參賽隊伍交流討論，以增加競賽之教育意義。

員則來自台灣離岸風能相關產官學研界，共同針對離岸風機基礎

2018 抗震盃預計將於 9 月 13～15 日假國家地震

相關重要議題，包括場址調查、基礎設計、地震力評估、地盤反

工程研究中心舉辦，13 日舉行研究生組國際研討會，

應與土壤液化等議題，進行交流討論，並期能與國內各界分享目

各隊簡報其設計與構想並討論、溝通規則，14 日為模

前風機基礎之相關技術，共同促成國內離岸風機產業之成長。

型製作及審查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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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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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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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網址：http://www.ncree.org/ideers/2018
助理工程師 陳家漢

圖一 NGI-NCREE 離岸風力機基礎議題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圖二

研討會議場實況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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