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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在 921 集集地震後，為細部考慮近斷層影響，設計地震採行
簡化震譜參數制定，並將震區微分化，震區係數以地震危害度分析結果，由地震甲、乙區的 0.33、
0.23，改為全台鄉、鎮、市、區各有其長、短週期譜加速度係數(S1、Ss)組合。屬近斷層區域之
工址，需調查工址與斷層的最短距離再取對應之近斷層調整因子(NA 與 NV)，方能得到設計地震。
此外，規範為配合地震地質新事證揭示、分析方法革新等因素，使得設計係數、判別條件等多
會隨之異動。設計地震的繁雜制定程序及規則改制，常帶給規範使用者諸多困擾與不便。對此，
本研究以設計地震整合系統為主要發展平台，建構「規範設計反應譜查詢介面」
，使用者可簡便
取得設計地震圖資數據。除一般震區及台北盆地微分區的查詢功能，對屬近斷層區域的工址，
可藉由內建之「近斷層查詢介面」顯示詳細資訊，如表列所有鄰近斷層名稱、最短距離、NA 與
NV 值，並圖示工址與斷層之地理位置。若 NA、NV 最大值非屬同一斷層，查詢結果將新增一包
絡反應譜提供保守耐震評估之用。未來設計地震整合系統之發展，除現有規範設計反應譜查詢
介面，將擴充建構歷史設計地震及地震力查詢介面，以統整各版規範設計地震規定供檢討比較。

關鍵字：設計地震、耐震設計規範、規範設計反應譜查詢介面、近斷層設計地震、設計
地震整合系統
Abstract
After the 1999 Chi-Chi earthquake, the seismic microzonation and the near-fault effec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design earthquake. The seismic zone factors result from seismic hazard analyses, and
each district in Taiwan has its own set of spectral acceleration factors (S1, Ss). For the site is located at
the near-fault area, it is necessary to obtain the near-fault design earthquake adopting the near-fault
adjustment factors (NA, NV) according to the shortest distance from site to fault. Besides, in line with
the seismic/geological new evidences and the innovative analysis methods, the design factors,
parameters and criteria in the seismic design code shall be modified. These complex procedure and
rules revise have often puzzled code users for design earthquake formulat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the "Design Earthquake Query Interface" based on the "Design Earthquake Integrated
System" to provide simple way, stable results, and long-term maintenance. This query interface is
suitable not only for the general site and the Taipei Basin cases, but also for the near-fault site case
using the built-in "Near-Fault Query Interface" to get detail parametric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f
the maximum NA and NV values are not controlled by the same fault, the program will supply an
Envelope Design Earthquake to provide a conservative way for further seismic assessment. In future,
the "Design Earthquake Integrated System" will extent an "Historical Design Earthquake and Design
Seismic Force Query Interface" for review and comparison purpose in different version of codes.

Keywords: Design Earthquake, Seismic Design Code, Design Earthquake Query Interface,
Near-Fault Design Earthquake, Design Earthquake Integrat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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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建築耐震設計規範自民國 63 年頒布至今，在歷經國內外重大災害性地震、耐震技術革
新及地震工程知識提升下，使得地震危害度分析、耐震設計方針不斷地推陳出新，而有不同的
震區係數及設計地震力訂定方式，其沿革進程如下[1-5]：
1.

民國 63 年以前：民國 34 年 2 月內政部公布之「建築技術規則」並無詳細規定，僅在
結構強度章節中第 240 條規定，建築物除應計算本身重量、樓板重及風雪壓力外，並
應將其他可能有之外力一併計算。在「中國工程師手冊-土木類」的房屋建築篇章所述，
大概採地震水平力係數為 0.1，地質及構造影響係數為 0.7 至 1.2；對於高度超過 16 公
尺之建築物，往後每增加 4 公尺，其基準地震水平力係數須增加 0.1。

2.

民國 63 年至 71 年：此時「建築技術規則」明訂最小設計地震力(V=ZKCW)，以震區
係數 Z、組構係數 K、震力係數 C 及載重值 W，來分別反映地震危害度、結構系統特
性、設計地震反應譜及建物靜荷重。震區分有強烈地震區(Z=1.25)、中度地震區(Z=1.00)
以及輕度地震區(Z=0.75)。

3.

民國 71 年至 78 年：參照 1976 年版美國 UBC 規範的耐震設計精神，微幅修訂設計地
震力(V=ZKCIW)，主要新增用途係數 I，以反映不同用途建築物之重要性。因應震力
係數 C 最大值由原 0.1 提升至 0.15 而調降 Z 值，此時震區分為強震區(Z=1.0)、中震區
(Z=0.8)以及弱震區(Z=0.6)。

4.

民國 78 年至 86 年：因應民國 75 年 11 月 15 日花蓮外海地震對台北盆地的影響，將震
力係數 C 分為台北盆地及台北盆地以外地區，並予調升。震區仍維持強震區(Z=1.0)、
中震區(Z=0.8)以及弱震區(Z=0.6)。

5.

民國 86 年至 88 年：此時新頒布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對於設計地震力型式有大
幅度變革，主要參考 Newmark 非彈性反應譜所使用之折減函數型式，使各項參數皆能
盡量反映其物理意義。所訂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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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Z 為震區係數(475 年回歸期)，C 為工址正規化水平加速度反應譜係數，αy 為起始
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考慮設計方法)，Fu 為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考慮結構韌性)。
此時震區分為一甲區(Z=0.33)、一乙區(Z=0.28)、第二區(Z=0.23)及第三區(Z=0.18)。
6.

民國 88 年至 94 年：在發生 921 集集地震後，緊急修訂地震區劃分，並全面提高設計
地震力。此時震區分為甲區(Z=0.33)及乙區(Z=0.23)。

7.

民國 94 年至 100 年：設計地震力朝在地化方向發展，以進階考慮到工址地震危害度、
近斷層效應、盆地效應、結構週期等控因。所訂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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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aD 稱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475 年回歸期)，取代前版 ZC。SaD 需藉由震區
長、短週期之譜加速度係數(S1、Ss)、近斷層調整因子(NA、NV)及工址放大係數(Fa、Fv)
組合之設計反應譜求值。此時震區以鄉、鎮、市、區分成多個微分區( S sD = 0.5、0.6、
0.7、0.8； S1D = 0.3、0.35、0.4、0.45)，台北盆地則以里為單位另分為台北一、二、三、
四區(SDS = 0.6；T0 = 1.6、1.3、1.05、0.85)以反映其特殊的盆地效應。
8.

民國 100 年至今：主要延續 94 年版規範，僅修訂地盤分類指標、台北盆地微分區之處。
地盤分類統一以 Vs30 值為標準，且第一、二類地盤之 Vs30 分界值由原先 360m/s 改為
270m/s。台北盆地微分區則調整為台北一、二、三區(SDS = 0.6；T0 = 1.6、1.3、1.05)，
以提升部份地區長週期效應下之耐震需求。

我國第一版地震分區圖係由地震學與地震工程學界的前輩徐明同、蔡義本與茅聲燾教授共
同努力下完成，並成為民國 63 年版耐震設計規範之依據[6]。規範之震區劃分與震區係數研訂，
乃根據地震危害度分析結果。地震危害度分析需考慮工址周遭地震活動的時、空分布特徵，以
及活動斷層之地震潛勢。因此，當重大地震、地質新事證顯示時，設計地震將順應調整以符合
現行耐震需求。如 1986 年花蓮外海地震造成台北許多災情，促使 78 年版規範針對台北盆地之
震力係數 C 修訂，主要將反應譜平台段延長至 1.65 秒，以反映大規模遠域地震對台北盆地激發
之長週期效應；後續 94 年版規範為考量盆地內不同工址之差異性，以正規化場址相依係數(Cv)
進將台北盆地劃分為 4 個微分區。另 1999 年 921 集集地震後，發現鄰近車籠埔斷層的地表速度
歷時具長時程脈衝特性，故 94 年版規範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於 2000 年公告之第一類活動斷層，
增訂近斷層調整因子，以提升近斷層區域之設計地震。
近年持續有研究對現行規範進行檢討，如考慮位於臺灣海峽的閩粵濱海斷裂帶及附近之地
震活動，以地震危害度分析重新檢視離島地區(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之設計地震[7-8]。另有
研究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於 2010 年重新公告之第一類活動斷層，更新近斷層設計地震相關參數
[9]。離島地區震區譜加速度係數及近斷層設計地震兩項檢討，已列入規範建議修訂草案內容，
目前待主管機關審議中。
我國耐震設計規範自民國 63 年開始施行迄今，共進行 6 次修訂，排除民國 88 年因應 921
集集地震之緊急調整，規範改版間隔約 6 至 8 年。隨著地震工程新知的開發，設計地震制定方
式有精確化、細節化趨勢，而面對設計係數更新、判別條件調修、新設參數應用、行政分區改
制等諸多異動，使用者在查算執行、資料管理上多產生困擾及不便。對此，有需仰賴一套可提
供統一、長期維護功能之設計地震處理工具，以獲取穩定資訊、提升作業效率。
針對設計地震整合系統之開發，本研究參考現行規範及待修訂條文，建置規範設計地震反
應譜查詢介面(http://www.ncree.org/ZH/DesignSpectra.aspx)[10]，本文除特色功能介紹外，將以近
斷層設計地震案例做應用說明。未來設計地震整合系統之發展目標，以統整各版規範之設計地
震為主，延伸建構歷史設計地震及地震力查詢介面；最後整體再與地震動境況模擬系統[11]整
併，以比較建築物設計地震與歷史實際地震動值，作為耐震設計、補強之參考。

二、設計地震整合系統－規範設計地震反應譜查詢模組
2.1 基本介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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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設計地震反應譜查詢介面(以下簡稱本查詢介面)之主畫面如圖 1 所示，採由 MATLAB®
所屬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程式撰編而成。本查詢介面整體特色如下：
1.

透過視窗化介面，使用者可簡易操作指令，即時獲取工址設計地震相關資訊。

2.

內建「近斷層查詢介面」(如圖 2)，輸入工址經緯度座標，地圖即顯示周遭之斷層分布。

3.

考量近斷層調整因子 NA 與 NV 並非全由最近距離之斷層主控，對此情況本查詢介面提
供「包絡設計反應譜」期協助工程實務上之應用。

4.

可重疊數筆設計地震反應譜圖與合併結果輸出，方便比較不同設定條件之間差異。

5.

提供顯示設定選項以調整設計反應譜圖，如單一或同時顯示 475 年或 2,500 年回歸期
反應譜、座標軸刻度為線性或對數、長週期持續衰減或保持一固定值等，以滿足各界
多元之需求。

本介面使用相關條文及設計係數，係參考現行 100 年版規範內容，以及國研院國家地震工
程研究中心規範研究發展委員會於 101 年 5 月通過之修訂建議草案，此案待主管機關審議中。

圖 1 規範設計地震反應譜查詢介面

圖 2 近斷層查詢介面

圖 3 近斷層查詢介面應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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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功能簡介
如圖 1 所示，本查詢介面分有 5 個操作區塊，係按照現行耐震設計規範制定設計地震的流
程規劃之，以下依序介紹各查詢區之主項功能：
1.

決定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

點選工址位置即時顯示震區係數值，並自動判別該區是否有鄰近斷層，若是則列
出需考量之斷層名稱，若否則關閉近斷層相關功能。

(2)
2.

工址位於台北市或新北市須輸入里名，其須符合規範表列之名稱。

決定近斷層調整因子
(1)

若明確已知主控設計值的近斷層，於列表點選該斷層並輸入最短距離，即可查詢
調整因子值。

(2)

若不明近斷層之影響，點選「進階查詢」進入近斷層查詢介面。參照圖 3 應用例，
輸入工址經緯度座標於下方表列鄰近斷層之名稱、最短距離與各調整因子，以及
座標對應震區名稱與係數，提供比對參考之用。

(3)

參照圖 3 應用例，右側地圖顯示工址(黑色星號)及鄰近斷層(紅線)之相對位置。圖
中編號與列表斷層編號相對應，且數字位置為該斷層與工址之最短距離點位。黑
虛線為半徑 14 公里圓，主要表規範訂定近斷層效應之最大影響範圍，以供參考。

3.

(4)

可利用左上方工具列進行縮放及平移。任選工具在地圖連點兩下即回復原比例。

(5)

可自行調整查詢後的最短距離值，作為距離不確定性之保守考量等用途。

決定工址放大係數
(1)

4.

計算工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

5.

提供輸入地盤分類或 Vs30 值兩種管道以判別係數。
前 3 項係數完成查詢後，即刻反映出工址譜加速度係數及轉角週期。

繪製反應譜圖
(1)

可自行選擇所需設計地震反應譜之地震水準、圖樣型式、座標軸刻度及最大值、
週期間距。

(2)

圖型重疊/不重疊之選項可提供多方比對或單一輸出用途。

(3)

透過近斷層查詢介面時，若有 2 筆以上結果，繪圖前將另彈視窗以選擇需求輸出
反應譜及其線條顏色。

(4)

考慮近斷層調整因子 NA 與 NV 並非全由距離最近之斷層主控，遇此情況本查詢介
面另增「包絡設計反應譜」，以提供工程實務分析所需。

(5)

可儲存坐標軸上所有查詢之輸入資訊及輸出數值結果，包括工址所在地區、地盤
分類、鄰近斷層名稱與最短距離、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近斷層調整因子、工
址放大係數、工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轉角週期、反應譜總點數、反應譜加速度
數值。檔案格式為 Microsoft® Office Excel®。

(6)

可儲存座標軸上所有反應譜圖例。檔案格式可為 JEPG、TIFF 或 PNG。

(7)

反應譜圖可另開新視窗進行放大查詢、列印等進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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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斷層設計地震應用案例探討
台灣在複雜板塊構造環境下，斷層分布錯綜且地震活動頻繁，故近斷層效應常為工址進行
耐震設計之重要考量因素。檢視耐震設計規範對各震區所列的鄰近斷層，顯示許多震區有多條
活動斷層通過。一般常直觀認為，保守的近斷層設計地震，應選擇距離工址最近之斷層以便取
得最大 NA 與 NV 值。然事實上，NA 與 NV 各值並非全由距離較近的斷層主控。本研究自校舍耐震
資訊網[12]選取南投縣土城國小及苗栗縣圳頭國小為案例，藉由規範設計地震反應譜查詢介面，
取得各種 NA 與 NV 組合之近斷層設計反應譜進行探討，並說明介面操作流程。

3.1 案例說明－南投縣土城國小
南投縣土城國小位於該縣草屯鎮，依建議修訂草案該震區鄰近之斷層有車籠埔斷層、大茅
埔雙苳斷層、與彰化、大甲及鐵砧山斷層，其近斷層效應之控制範圍皆為距離 14 公里以內。依
本查詢介面取得南投縣土城國小 475 年回歸期設計地震之作業步驟如下：
1.

點選「縣市」及「鄉鎮市區」
：南投縣、草屯鎮。顯示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 sD =0.8、
S1D =0.45、 S sM =1.0、 S1M =0.55)以及震區鄰近之斷層。

2.

點選「進階查詢」，另開啟「近斷層查詢介面」
。

3.

輸入工址經緯度座標(TWD67)：120.735°E、23.986°N。

4.

點選「查詢鄰近斷層」。列表顯示震區位置及係數、斷層查詢結果(車籠埔斷層：最短
距離 3.05 公里、 N AD =1.16、 NVD =1.32、 N AM =1.20、 NVM =1.45。大茅埔雙苳斷層：最
短距離 4.51 公里、 N AD =1.25、 NVD =1.25、 N AM =1.15、 NVM =1.35)。

5.

使用 工具列調整地圖畫面以清楚呈現相對位置。

圖 4 近斷層設計地震應用案例說明－南投縣土城國小(操作步驟 1 至 5)
6.

點選「確認結果」，回傳查詢資訊至主介面。

7.

點選「工址地盤分類」：第一類地盤。顯示工址放大係數( FaD 、 FvD 、 FaM 、 FvM 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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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及工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與轉角週期( S DS =0.928、 S D1 =0.594、 T0D =0.640、
S MS =1.200、 S M 1 =0.798、 T0M =0.665)。
8.

點選「繪製反應譜」
，另開啟「反應譜列表」。依原設定不做修改。

圖 5 近斷層設計地震應用案例說明－南投縣土城國小(操作步驟 6 至 8)
9.

點選「反應譜列表」之「確認」
，自動跳回主畫面進行繪圖。

10. 繪製完成工址所有近斷層設計反應譜。因 N AD 及 NVD 分別由大茅埔雙苳斷層及車籠埔斷
層主控，介面自動顯示涵蓋兩者設計地震之包絡設計反應譜。
11. 調整譜加速度軸最大值為 1.5。

圖 6 近斷層設計地震應用案例說明－南投縣土城國小(操作步驟 9 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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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點選「儲存反應譜數值」，儲存完畢後自動彈出 Excel 數據檔。
13. 點選「儲存反應譜圖」，儲存完畢後自動彈出 JEPG、TIFF 或 PNG 圖檔。

圖 7 南投縣土城國小之近斷層設計地震反應譜及包絡設計反應譜相關數據

圖 8 南投縣土城國小之近斷層設計地震反應譜及包絡設計反應譜

3.2 案例探討－南投縣土城國小
由本查詢介面取得之近斷層設計反應譜(如圖 8)得知，南投縣土城國小的 475 年回歸期設計
地震，並非由最短距離的車籠埔斷層主控。大茅埔雙苳斷層設計地震在週期約 0.6 秒之前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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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籠埔斷層設計地震，在約 0.6 秒之後則反之。對於此類情況，本查詢介面將新增一包絡設計
反應譜，提供為保守耐震評估基準，方式為分別取兩者近斷層設計地震之長、短週期工址水平
譜加速度係數(S1、Ss)之大值。另一方面，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NA 與 NV 皆由最近距離
的車籠埔斷層主控，故不同回歸期設計地震的主控斷層考慮情況非屬一致。
實際進行動力分析時，若 NA 與 NV 各值並非全由距離最近的斷層所主控，可採行以下方式
作業：
1.

具最大值 NA 與 NV 之近斷層設計反應譜，各別分析。

2.

包絡設計反應譜以保守評估。

3.3 案例探討－苗栗縣圳頭國小
苗栗縣圳頭國小位於該縣通霄鎮，475 年回歸期之震區譜加速度係數 S sD 與 S1D 分別為 0.7 及
0.4，經緯度座標(TWD67)為 120.701°E、24.486°N。依建議修訂草案該震區鄰近之斷層有三義
斷層、屯子腳斷層、與彰化、大甲及鐵砧山斷層，其近斷層效應之控制範圍分別為距離 8、12
及 14 公里以內。
工址鄰近斷層查詢結果如圖 9 所示，僅大甲斷層須考慮近斷層效應，在 NA 與 NV 值皆為 1.0
之下，依據現行規範 S sD 與 S1D 仍為 0.7 及 0.4。然而，依據建議修訂草案，若 475 年回歸期設計
地震受近斷層效應控制，須採 0.8NA 及 0.45NV 來求值震區係數，故本工址之 S sD 與 S1D 調整為 0.8
及 0.45。事實上，圳頭國小距離東南方的三義斷層最為接近，約 10.5 公里，但此距離不需考慮
到該斷層之近斷層效應，此情況則回歸一般震區辦理，即 S sD 與 S1D 仍維持 0.7 及 0.4。依建議修
訂草案，假設第一類地盤，圳頭國小之大甲斷層及三義斷層設計地震反應譜如圖 10 所示。
由此案例得知，苗栗縣圳頭國小 475 年回歸期設計地震，由次近之大甲斷層主控，故設計
地震並非與最近斷層有直接相關性，需進一步考慮到近斷層效應範圍。此外，設計地震須考慮
近斷層效應時，建議修訂草案之 S sD 與 S1D 分別以 0.8NA 及 0.45NV 求值，與現行規範相較之下，
耐震需求將較為提高，亦較為符合位處近斷層強震區之事實。

圖 9 苗栗縣圳頭國小之鄰近斷層查詢結果

圖 10 苗栗縣圳頭國小之近斷層設計地震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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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建置的規範設計反應譜查詢介面(http://www.ncree.org/ZH/DesignSpectra.aspx)[10]，除
具備一般震區及台北盆地微分區的設計地震查詢功能，對於近斷層區域之工址，可藉由內建的
近斷層查詢功能取得調整因子等相關資訊，若 NA 與 NV 值在長、短週期段分別由不同斷層主控，
本查詢介面將自動新增一包絡設計反應譜，以提供保守評估用途。本查詢介面可重疊數筆不同
工址條件之設計地震並輸出數據，俾利使用者進階應用。未來設計地震整合系統之發展目標，
以統整各版規範設計地震為主軸，延伸建構歷史設計地震及地震力查詢介面。最後，設計地震
整合系統與地震動境況模擬系統[11]整併，以比較建築物設計地震與歷史實際地震動值，作為耐
震設計、補強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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