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112 期／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簡   訊 

2019.12   第一一二期 
 

 

《震災模擬技術研發之一》 

自來水系統的地震風險評估

—以高雄地區為例 

一、前言 

大規模地震發生時可能造成自來水系統損害與失效，必須預作防災整備，以期

控制災害規模及降低缺水風險。本中心所研發之 Twater (TELES for Potable Water 

System)，乃針對自來水系統所研發的地震風險評估專用軟體。Twater 整合地震災害

潛勢資料和評估模式，以及針對自來水設施與管線的震損評估模式，可以透過想定

地震情境模擬的方式，推估自來水系統的損害、損失與缺水嚴重程度。以下介紹

Twater 分析模式以及應用於高雄地區自來水系統地震風險評估的研究。 

二、評估原理 

Twater 的研發歷程，與本中心歷年執行經濟部水利署、台灣自來水公司、臺北

自來水事業處之委託研究計畫息息相關。一方面持續收集建置自來水管線、設施基

本資料及營運資料，一方面因應自來水事業單位震前整備與震時應變的需求，以及

驗證實際曾經發生的自來水系統震害經驗，逐步強化自來水管線與設施的震損評估

模式，與自來水系統震後服務效能分析的精度。 

Twater 係以管線災損率之方式，推估管線的災損數量與型式(滲漏或斷裂)。管線

災損率定義為「損害(修理)件數/管長」，意即單位長度管線發生的損害(修理)件數。

管線災損率表為地震動強度(最大地表加速度)與地表永久變位量(斷層破裂或土壤液

化引致)的函數，其值越小表示管線的耐震性能越佳；反之，則耐震性能較差。Twater

對於淨水場、配水池、加壓站和水管橋等不同的自來水設施，則以易損性曲線的方

式，描述在不同地震作用強度下，超越不同損害狀態的機率。易損性曲線概分為因地

震動引致的「震動易損性曲線」，以及因地表變形引致的「地表變位易損性曲線」兩

類。不同類型的自來水設施，必須根據結構型式、大小規模、建造年代(與耐震設計

規範有關)等因素，設定易損性曲線的參數，以反映不同的受震易損特性。 

為了進行自來水系統震後服務效能的推估，首先必須依照水源特性、導水與淨

水設施、送水幹管與送配水管網的實際分布與供水條件等，將供水區域劃分成數個

「供水評估單元」，再依設施與管線震損評估模式，分別評估災損情況，並考慮實際

供水調配的關聯性與供水量數據，作為推估各「供水評估單元」的震後缺水率與停水

戶數的基礎。按供水流程言之，Twater 依序考慮以下因子：(1)原水管道之導水能力、

(2)淨水場的出水能力、(3)供水評估單元送水幹管的送水能力、(4)送/配水管網的供水

機能。參考圖一所示之 Twater 供水系統概念，自來水系統的這些導、出、送、供水

的能力或機能，與管線及設施的損害數量或嚴重程度有關，由後者決定上述能力或

機能的折減比率，進而可以推估出不同供水評估單元的震後水率與停水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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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Twater 自來水系統地震損失評估軟體之供水系統概念 

三、高雄地區自來水系統及其評估結果 

高雄地區屬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之營業範圍，區域

內橫亙有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2 年公告的第一類活動斷層—旗山

斷層，和第二類活動斷層—潮州斷層與小崗山斷層，也鄰近台南

的新化斷層、後甲里斷層和左鎮斷層，潛在的地震災害威脅並不

容小覷。高雄地區的自來水系統，係由高雄區、旗山、美濃、六

龜、甲仙、寶來、木梓、新威、茂林、民生、多納、寶隆等 12 個

供水系統所組成，總設計供水能力 1,795,930 立方米/日，日均配

水量 1529,577 立方米/日，供水總人口近 274 萬人。高雄區供水系

統為最大的供水系統，日均配水量占全區的 98.3%，供水人口占

全區的 95.6%，乃重中之重。規模其次者，為旗山、美濃兩個供水

系統。 

本研究為求分析精度，遂根據系統的實際送、配水情況，並

參酌行政區界，將整個高雄區供水系統劃分為 13 個「供水評估單

元」，以掌握特定場站或管線一旦損害時，可能影響的局部範圍

以及具體的缺水情形。本研究考慮高雄區供水系統的嶺口、路竹、

澄清湖、坪頂、翁公園、拷潭、鳳山等七座主要淨水場，其與 13

個「供水評估單元」之間的供水關係，如圖二所示。 

 

圖二 高雄區供水系統主要淨水場與供水評估單元關係 

茲考慮旗山斷層 M6.6 想定地震，假設斷層南段發生錯動，但

地震規模較小、震源深度較深，斷層錯動並未破裂至地表，震度

7 級範圍僅及於斷層南段之上盤區域。根據 Twater 評估結果，自

來水設施災情輕微，僅有極少數設施之損害狀態，推估為介於輕

微至無損害之間；關於自來水管線的災損的部分，南化高屏聯通

管路因地震動導致局部損壞並斷水，至拷潭與鳳山(民生)淨水場

之導水管，導水率可能因漏水等原因而折減至約八成；管線總災

損數預期為 2,276 個，主要發生在配水管，有 1,313 個災損點，送

水幹管(管徑 800mm 以上)之災損數推估為 6 個，較有可能發生在

仁武、鳥松和燕巢等區；關於缺水率和停水戶數的部分，總停水

戶數約 40 萬戶，震後缺水率較高的供水評估單元依次為「仁武大

社」(缺水率 0.83)、「三民左營鼓山」(0.65)、「旗山系統」(0.63)、

「燕巢田寮」(0.61)等，停水戶數較多者則為「三民左營鼓山」

(152,362 戶)、「楠梓岡山梓官」(52,152)、「仁武大社」(42,304)

等，分布如圖三所示。此外，在其他較小的供水評估單元中，旗

山系統的供水人口相對較多，轄下手巾寮淨水場負責主要供水，

但受旗山斷層地震的威脅極大，可能發生嚴重損害，導致長時間

之供水困難，必須審慎應對。 

 
圖三 旗山斷層 M6.6 想定地震之停水戶數推估主題圖 

四、結語 

本中心所研發之自來水系統地震風險評估軟體 Twater，模式

與功能已趨成熟，可合理推估想定地震下的自來水系統各種損害、

損失與缺水情況，並據以辨識供水系統的弱點，或是研擬地震災

害的設防目標，協助於自來水主管機關及事業單位進行防災整備，

降低自來水系統震後失效，對於民生、經濟、消防和醫療等用水

造成的衝擊。目前，Twater 已成功應用於高雄地區自來水系統、

花蓮供水系統、新竹供水系統的地震風險評估，並分別提出耐震

改善具體建議。 
研究員 劉季宇、葉錦勳 

助理研究員 黃李暉、洪祥瑗、於積瑨、周寶卿、范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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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模擬技術研發之二》 

土壤液化臨界加速度之意義及其應用

一、液化潛能指數 
影響某工址發生液化現象與否的關鍵因素包含地震規模、最

大地表加速度和地下水位深度等。傳統上在繪製土壤液化災害潛

勢圖時，需指定工程鑽孔所在地之設計地震(回歸期 475 年)，包含

設計水平加速度和控制地震規模；並輸入該鑽孔所在地之長期觀

測的常態地下水位深度。各地之設計水平加速度值可參考耐震設

計規範，並納入近斷層效應與場址效應等修正係數。 

參考 Iwasaki 等人(1982)之研究，每一工程鑽孔依地表下 20

公尺內的土壤特性，可計算在設計地震作用下的液化潛能指數 ，

並依 值判斷所在地未來發生土壤液化現象的潛勢高低。通常依 、 

和 劃分三個區間，分別代表低液化潛勢、中液化潛勢和高液化潛

勢。欠缺鑽孔資料的地區需仰賴鄰近鑽孔之 值並進行空間內插分

析。換言之，先依工程鑽孔之土層分布特性和設計地震條件下計

算 值；之後進行 值的內插分析，依 內插值判識各地液化潛勢高

低。圖 1 所示為臺北市政府公布之土壤液化災害潛勢圖。 

 
圖 1 民國 107 年臺北市公布之土壤液化災害潛勢圖 

二、液化臨界加速度與液化敏感類別 
在特定地震規模和地下水位條件下，可批次計算個別鑽孔在

不同最大地表加速度(PGA)作用下所對應的液化潛能指數 LP
值。

一般而言，PGA 越大， LP
值也越大；且 LP

值可視為 PGA 的連續

函數。因此，存在對應
15LP =

的 PGA 值，命名為液化臨界加速

度。葉錦勳等(2002)提出液化敏感類別的可操作式定義：在地震規

模 7.5 和地下水位 1.5 公尺條件下，依個別鑽孔之液化臨界加速度

所在區間判識其所屬的液化敏感類別。圖 2 將液化潛勢區(地表屬

沖積層區域)概分為 9 種液化敏感類別(Cat. 1~Cat. 9)。為方便震災

境況模擬時(Yeh, el al., 2015)，推估在想定地震作用下各地區之土

壤液化機率和可能引致的震陷量等，不同液化敏感類別在不同地

震規模、PGA 和地下水位條件下的 LP
值或震陷量推估式，可依非

線性迴歸分析方式求得。 

三、液化災害潛勢 
為比較不同區域發生土壤液化災害潛勢高低，須綜合考慮鄰

近區域的震源分布和活動特性。根據台灣地區之災害地震經驗，

地震規模以 7.5、7.0 和 6.5 為代表；考量其不確定性和經驗研判，

權重分別設為 0.4、0.4 和 0.2。其次，各地區之地下水位隨季節而

變；為保守計，將常態地下水位與固定地下水位 1.5 公尺的權重

分別為 0.8 和 0.2。在地震規模 7.5 且固定地下水位 1.5 公尺條件

下，各地區之液化臨界加速度以 75ca 表示。在地震規模 7.5、7.0 和

6.5 且為常態地下水位條件下，各地區之液化臨界加速度分別以

75va 、 70va 和 65va 表示。綜合考慮前述四種組合條件下之液化臨界

加速度，並依加權平均值 70 75 75 650.4 0.2 ( )v c v va a a a a= ⋅ + ⋅ + + 判識

液化災害潛勢高低。如圖 2 下半部和圖 3 所示，可將液化潛勢概

分為極高、高、中、低、極低等五級，地表屬沖積層以外地區則

屬非液化潛勢區。 

 
圖 2 依土壤液化臨界加速度所在區間判識敏感類別和災害潛

勢。 

 
圖 3 依液化臨界加速度值 a 劃分之土壤液化災害潛勢圖。 

四、結語 
未來發生地震時，在極高或高液化潛勢區內，一旦 PGA 值達

0.15g~0.25g(相當於震度五級)時即可能發生液化現象；但在中或

低液化潛勢區內，PGA 值須達震度六級以上方可能發生液化現象。

綜合考慮不同地震規模和地下水位，並以液化臨界加速度作為判

識液化潛勢高低的標準，可能較具明確的物理意義。 

研究員 葉錦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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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災模擬技術研發之三》

都會區內建物耐震特性與震損推估結果結合三維模型之展示 

－以花蓮市為例

一、都會區三維建築物耐震屬性模型 
都會區內重要設施、建築物與人口密度高，地震災害發生時，

造成之損失極少侷限為單一災害，往往會直接或間接衍生其他次

要的災害造成「複合型災害」。例如，房屋倒塌衍生出人員傷亡、

瓦斯管斷裂、震後火災、臨路建物倒塌阻斷道路、電力供水中斷、

緊急醫療院所功能喪失等。為了提供更具可讀性與應用性的地震

災損推估結果，協助災害管理單位進行震後都會區複合型災害之

防災規劃。國震中心整合自行開發的建物耐震特性資料庫、地震

損失評估技術與 SmartES 平台三維展示技術，以花蓮市為研究區

域，示範展示都會區內建築的特性與標示高嚴重損壞機率之建築

物。 

二、建築物地址定位與耐震特性資料庫 
本中心建立的建物耐震特性資料庫是結合地震工程領域的知

識、房屋稅籍資料與內政部管理之門牌定位資料的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資料庫。透過整理內政部管理之門

牌定位資料與自行研發地址定位技術，可輸入常見的地址字串，

快速查詢對應的座標值，並回傳定位精度。常見的地址字串即可

查詢其所對應的座標值，結合房屋稅籍資料可一併連結其樓地板

面積、建造年份、樓層數等建物耐震屬性資料。依據民國 106 年

取得的房屋稅籍資料，利用地址定位技術將每一戶之房屋座落地

址轉換為座標資訊，建立每一棟建築物為單元的資料表，包含構

造類別、樓地板面積、建造年份、樓層數、耐震設計規範、震區、

模型建物等屬性與結合其所在地理座標的資料庫，請參考圖 1。

所示的每一點代表一棟房屋，以不同的符號代表該棟房屋的樓層

數和構造類別，並以顏色區分其建造年代。 

 

圖 1、建築物個體耐震特性(建造年份/樓高/構造類別)資訊展示 

三、震損推估結果結合 3D 展示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簡稱  TELES，Taiwan Earthquake 

Loss Estimation System)是國震中心所發展的專業地震損失及風險

評估軟體，經歷多年地震的驗證，TELES 評估結果的可靠度已受

各方專家學者信賴。歷年縣市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和鄉鎮區的都

市防災空間規劃等需求，皆已應用本系統之分析結果做為參考的

依據。本範例所設定之情境描述如下：107 年 2 月 6 日 23 時 50

分，米崙斷層錯動發生芮氏規模 6.2 之地震、震源深度 12 公里、

震央(121.73 E, 24.1 N)、斷層開裂 7 公里、寬度 11 公里與傾角 80

度。 如圖 2 標示花蓮市建築物分佈與米崙斷層。結合國震中心

SmartES 平台，可標示都會區內個別建物於此地震情境下推估的

嚴重損壞機率，如圖 3。 

 

圖 2. 花蓮市建物分佈與米崙斷層 

 

圖 3.地震境況下建築物嚴重損壞機率標示 

四、結語 
結合建物耐震特性資料庫、地震損失評估技術與 SmartES 平

台三維展示技術，除顯示房屋座落位置外，更能識別各行政區發

展的年代和建築物的耐震屬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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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研究員 楊承道 

研究員 葉錦勳 

助理研究員 黃李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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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模擬技術研發之四》

地震早期損失評估網之外部資源整合與加值運用

「地震早期損失評估網」之目的在震後快速提供震損評估結

果予政府事業主管機關、防災協力機構等單位，以利於進行災情

研判與輔助其救災應變作業。資訊網係採用「台灣地震損失評估

系統」為運算核心，透過其震損評估模式，可於震後自動且快速

計算出災害潛勢、建築物損害、人員傷亡、救災避難資源、經濟

損失、公路橋梁損害、自來水系統損害等。資訊網並透過網路地

理資訊系統、網頁開發、響應式網頁、資料庫系統等技術之應用，

將上述震損評估資訊公開上網，並藉由地理資訊系統之輔助，提

供統計分析、圖層套疊與比較、空間運算、圖型標示、定位、量

測、地圖輸出等分析輔助功能。 

 為持續精進及強化「地震早期損失評估網」之輔助分析能力，

本研究整合與蒐集外部資源，並將其加值運用，以輔助震後應變。

外部資源整合分為中央氣象局地震活動彙集資訊整合及外部圖資

整合。本研究並將整合後之外部資源進行加值運用，發展地震活

動彙集資訊之查詢與加值運用、外部圖資整合與查詢等。 

一、地震活動彙集資訊之查詢與加值運用 
 中央氣象局掌握全台歷史與即時之地震活動資訊，其資訊包

含地震資訊(震源參數)及監測資訊(震度資訊、即時強地動震波圖、

即時速度震波圖、寬頻 CMT 等)，此資訊有助於於震前預防整備

及研究，震後應變作業之參考。故本研究藉由軟體開發，設計自

動化之機制持續蒐集地震活動資訊，而後於資訊網中除提供地震

資訊、監測資訊之查詢，並將監測資訊之地表最大加速度繪製成

震度分佈主題圖，以供使用者快速了解震度分佈。此外，資訊網

並提供即時強地動震波圖、即時速度震波圖、寬頻 CMT 等資訊之

查詢，以輔助使用者作為分析之參考。 

 其次，藉由地震資訊之記錄，資訊網提供前震、主震及餘震

展示功能。使用者可針對單一地震事件發生前後之前震、主震及

餘震，藉由時序之方式，靜態或動態進行展示，藉此以輔助震源

與斷層面解之研判，進而評估地震造成之影響與災情，如圖一、

圖二所示。 

 
圖一 地震活動彙集資訊查詢 

 
圖二 地震活動彙集資訊整合與前震主震及餘震展示 

二、外部圖資整合與查詢 
近年來，由於政府不斷推動開放資料予民，以利資源有效運

用。故本研究亦期望整合政府各單位所提供之開放資料，強化防

災與應變之能量。整合之項目包含中央地調所土壤液化圖資、台

北市土壤液化圖資、中央地調所地質圖、國土測繪中心航照地圖、

中央研究院臺灣堡圖等圖資。透過圖資資料原始檔之取得及網路

地圖服務(Web Map Service，簡稱 WMS)技術，將上述圖資匯入或

整合至資訊網，以提供各類圖資之套疊及其屬性資料之查詢，如

圖三所示。 

此外，由於共享之概念漸深值人心，目前網路上亦有眾多資

源可供運用，故本研究透過 Google Maps API 整合 Google 底圖、

街景圖、定位服務，並透過網路地圖服務介接 Microsoft Bing Maps、

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等。 

 
圖三 台北市土壤液化圖套疊國土測繪正射影像(左) 

地調所地質圖套疊 Google 衛星圖(右) 

三、結論與展望 
地震防災與應變須投入大量之資源與人力於震前進行預防、

災後進行救援，以期減少地震所造成之衝擊。近年來處於數據爆

炸的時代，未來大數據之蒐集、分析，甚至人工智慧之應用來輔

助防救災作業，此趨勢必將隨之而來。本研究朝此方向起了頭，

期望未來能持續蒐集並應用多元之大數據，促使提升防災與應變

作業之能量。 

副技術師 陳志欣 

研究員 葉錦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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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災模擬技術研發之五》

震後大量傷患引致急診室壅塞之模擬分析

一、前言 
強烈地震發生後，大量民眾於地震中受傷，緊急醫療資源需

求瞬間急遽增加，常常導致緊急醫療資源供不應求。由於大量傷

患湧入急診室，急診室不及應付，等待就醫的排隊人潮因此癱瘓

急診室。急診室壅塞導致病患需要花費更多時間等待獲得治療，

完成就醫時間也隨之增加。另一方面，為紓解病患壅塞，急診室

耗時數日才能從地震影響恢復到常態。由此可知，急診室壅塞為

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 

2018 年 2 月 6 日花蓮發生規模 6.2 地震，訪問當地醫院得知，

震後兩小時內處理百名以上傷病患，其中以輕中傷病患占多數，

為急診室主要壓力來源。根據花蓮地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總結報

告，地震造成的傷病患中，超過 90%檢傷分類為三到五級，屬輕、

中傷病患。這些資料顯示，地震引起輕、中傷病患遽增，嚴重影

響緊急醫療供需平衡。 

為此，本研究針對因震後病患量體增加而導致的急診室壅塞

情況作研討，尤其是檢傷分類三至五級的病患，主要討論兩項反

應壅塞嚴重程度的數字：(1) 病患急診室停留總時長，也就是病患

進入急診室到完成治療離開，或得到安置之間的總時間；(2) 急診

室恢復時間，即急診室將病患停留時間回復到常態所需要花費時

間。   

二、離散事件模擬與急診室人流模型建立 
本研究使用離散事件模擬技術模擬醫院急診室在強烈地震

（PGA 大於 0.47g）過後，面對大量傷病患湧入時的反應狀態。病

患抵達率隨震後時間流逝而高低起伏變化，以智利急診室為主題

的文獻裡，震後四天的病患抵達率除了隨時間改變，不同地震強

度造成的傷病患總量也有所差異，此差異反映在病患抵達率上。

在本研究的模擬程式中，目前採用上述文獻訂定的病患抵達率作

為程式內病人產生頻率的依據（如圖一所示）。 

        
圖一 不同情境下病患於 96 小時內的抵達率 

 
以 Python 離散事件模擬套件 Simpy (Lünsdorf and Scherfke, 

2013) 模擬震後傷患於急診室內的排隊行為。依過去文獻與實際

調查結果建立急診室人流模型(Favier et al., 2019; Côté, 1999)。根

據此模型（如圖二所示）和 Simpy 套件模擬在病患量體變化影

響下，病患急診室停留總時長與急診室恢復時間的增加幅度。病

患進入急診室後，依照檢傷分類結果，經歷不同就醫流程。除了

11%的急重病患外，64%的病患在完成治療後，會被要求留在急

診室觀察一段時間，直到醫生允許離開；21%的病患則是在治療

過後需接受進一步檢查（如：影像檢查或血液檢查），之後再進

入觀察室等待醫生指示；最後 4%的病人則是在接受完治療後即

可直接離開急診室。 

 

圖二 急診室輕、中傷病患人流模型 

抵達急診室後，病人根據檢傷分類結果會被分派到不同就醫

流程，流程中的各項醫療服務時間乃依據統計分佈做抽樣，決定

每個病患在各醫療關卡所耗費的時間。根據過去文獻使用的資料

並進行必要的修改以符合臺灣醫療狀況，各醫療服務的時間分布

如表一所示。在模擬程式中，一旦病患對特定醫療服務的請求被

接受，所需花費的服務時間依抽樣結果決定。本模擬假設所有醫

療設備與資源均未受地震影響，能夠在功能性完整的狀態下提供

醫療服務。 

表一 醫療服務時間的統計分布 

服務 統計分布 來源 
Triage  
檢傷分類 Gamma(4.5, 0.7) Favier et al. 

(2019) 
Consultation/ 
Treatment  
治療 

Tri(15, 45, 90) Favier et al. 
(2019) 

Lab. Tests  
實驗室試驗 Tri(30, 75, 120) Favier et al. 

(2019) 

Observation 觀
察 Tri(0, 15, 60) 

Modified from 
Favier et al. 
(2019) 

三、結語 
模擬結果初步發現當病患總數增加 1.4 倍時，病患急診室停

留總時長最多會增加 4 倍，但是此排隊情況在地震影響結束後，

急診室能立即恢復常態（在本模擬系統中即指震後第五天）。然

而當病患總數增加到 2.3 倍時，病患急診室停留總時長最多將變

成平時的 36 倍，而急診室恢復時間亦拉長到震後 10 天以上。 

藉由重複此模擬，最後將找出數學迴歸式以描述：(1)病患增

漲倍數與病患急診室停留總時長增加倍數的關係；(2)病患增漲倍

數與急診室恢復時間增加倍數的關係。 

專案佐理研究員 林祐萱 

助理研究員 林祺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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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亞洲火山學會訓練營 
大屯火山觀測站除了日常持續的火山監測工作外，和世界各

地火山活動活躍的相關工作團隊亦有密切合作，今(2019)年更選

定台灣舉辦第四屆亞洲火山學會訓練營（The 4th training camp of 

Asian Consortium of Volcanology）。藉此各國火山專家來訪機會

於 10月 28日對外舉辦一公開的火山災害專題演講『Tatun Volcano 

and Volcanic Hazard Mitigation』，邀請國內各學術、工程及相關

防救災單位，包括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雙北消防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等一同積極參與，共同討論國外火山噴發實例及國內防救

災應注意事項，與會人數達 100 人。10 月 29 日則舉辦長達五天

的國際火山教育訓練營，聚集各國優秀火山學者、研究人員與學

生共同精進理念與想法。 

 
圖 1： 第四屆亞洲火山學會訓練營及研討會。參與學員分組討

論以及野外考察情形。 

 

亞洲火山學會訓練營，起源於推動對年輕火山工作者的教育

課程及不同團隊之間的工作經驗交流，讓火山課題研究者可以快

速熟悉各方面的火山監測工作，並擷取新的知識為己用。訓練營

對象涵蓋亞洲數個國家，包含日本、印尼、菲律賓、新加坡、韓

國、台灣等的年輕學者、碩士、博士生以及接觸相關火山監測的

工作者們。藉由特聘講師和年輕科學家分享活火山的監測數據，

練習和討論各類火山活動，鼓勵亞洲地區火山學家之間的學習和

觀測經驗交流。由於火山監測工作分類相當多元，訓練營的重點

在於解釋各項不同領域所得到的火山觀測數據，結合地球物理學、

地球化學、地質學與岩石學等面向，增進不同學門之間的橫向交

流。 

秉持著傳承火山監測經驗給年輕世代的精神，第一屆訓練營

於 2015 年在日本富士山舉行，邀請講師解說相關課程，第二屆於

日本櫻島火山進行。第三屆移師至印尼默拉皮火山，讓學員們可

以實地觀察現生的火山泥流和火山碎屑流。今年第四屆的訓練營

則以大屯火山群的特性為主軸，課程主題以蒸汽式噴發為主。蒸

氣式噴發雖然沒有岩漿噴出，但是由於具有大量氣和水的反應，

往往是劇烈的爆炸式噴發，2014 年日本的御嶽火山就是一次無預

警的蒸氣式噴發，造成慘重傷亡。另外，課程中還訓練學員如何

判別不同噴發類型所產生的火山灰，以及火山飛石噴射彈道模擬

等。每個主題都包含講座和練習，課程緊湊充實，各國學員也於

課程中將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海報形式跟大家交流討論。本次訓練

營的野外考察行程為大屯火山群，包含觀察大屯火山群區域內的

火山碎屑流和熔岩流臺地，以及參訪大屯火山觀測站，討論各項

觀測方法及最新研究成果等。透過為期數天的第四屆火山訓練營，

與會的各國火山學者皆對大屯火山的活動性討論熱烈，開啟未來

國際合作的高度可行性。 

 
圖 2： 第四屆 ACV 訓練營參訪大屯火山觀測站。 

專案副研究員 賴雅娟、李曉芬 

 

震撼 921－認識地震工程活動 
適逢 921 地震 20 周年，配合科技部 60 周年活動，國震中心

於 9 月 16 至 18 日特舉辦「震撼 921－認識地震工程」科教活動，

內容包含介紹民眾認識地震危害及提升住家耐震安全之科普教育

演講，自己動手用義大利麵製做抗震房屋抵抗 921 地震的競賽活

動，以及參觀地震工程實驗室，讓民眾瞭解國震中心工作內容。

此外，今年更準備了地震體驗屋，讓參觀民眾實際體驗台南地震

的實測地震紀錄，瞭解 7 級地震的驚人威力，更配合地震早期預

警系統的展示，使民眾感受到科技應用的實際案例，一系列活動

也讓參訪民眾收穫良多。 

 

圖 1：參觀民眾實際體驗地震屋。 

助理工程師 邱世彬 

中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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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國際安全及消防設備與應用展覽會(SecuTech Thailand 2019)

響應政府新南向政策  推廣國研院防災科技 
為了推廣台灣智慧防災技術至東南亞國家，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研院)吳光鐘副院長率代表團，於 10 月 28~31 日參加在泰國曼

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舉行的「泰國國際安全及消防設備與應用展

覽會」（SecuTech Thailand 2019），展出「5D 智慧城市」、「智

慧橋梁安全防災管理系統」、「現地型地震預警系統」、「多維

度決策輔助系統」及「智慧防汛平台」五項技術成果，希望促進

台灣與新南向國家的防災科技交流。 

泰國國際安全及消防設備與應用展覽會是以多元化安全相關

技術為主之專業展覽會，本次展覽會以智慧城市為主軸，為期 4

天的展覽會預計吸引超過 3 個國家、260 個參展單位共同參與。

今年國研院代表團主要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國震中心)與國

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國網中心)共同配合辦理，除展出尖端技

術外，也希望藉此機會與國際安全防災產業相關機構及業者交流，

締結國際產學研鏈結契機。 

 

圖一 國研院 SecuTech Thailand 2019 代表團採訪照 

智慧防災新科技 媒合當地防災需求 
國震中心所提出之「5D 智慧城市」展示平台(Smart ES)可以

展示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建築資訊模型、衛星影像、無人飛行載

具掃描資料、光達點雲資料及其建模資訊等，可應用於洪水、地

震、橋梁、建築、水壩、農業、文化場域、交通與安全相關之監

測應用。其特色在於整合大量圖資與資料庫於 3D GIS 展示平台，

可協助政府官員、民間企業主管與使用者容易快速進行管理與維

護工作執行。 

「智慧橋梁安全防災管理系統」採用智能管理方式，協助提

供橋梁管理單位面對橋梁老劣化、震損、洪害等問題之管理與維

護依據，並可保存橋梁不同生命週期之相關資訊與狀態紀錄，做

為未來建造與維護橋梁之參考。 

「地震預警系統」則在展覽會現場實機展出「現地型地震預

警系統」（OEEWS），其可偵測地震發生時，傳遞較快、震動較

小的 P 波，透過 AI 技術，預估後續傳遞較慢、震動較強的 S 波

強度，若 S 波超過一定強度，則立即發佈預警。這套系統不需要

地震觀測網即可獨立運作，特別適用於智慧廠房與智慧城市，不

僅可在致災震波來臨前發佈預警，亦可透過智慧物聯網之聯動機

制，自動啟動避災相關應變控制。近年來的歷次地震，已有效幫

台灣多個半導體廠房、高鐵、校園與建築物減輕地震災損。 

而國網中心則提出之「多維度資訊融合展示圖台」可直接瀏

覽三維空間影像，整合了數值地表高程資料，使影像更貼近實際

地形起伏；並以透視與穿透的視角，展示地底下的各種數據，例

如地下管線資訊、地下斷層資訊等，可協助減災應變、災後重建

等規劃應用。 

「智慧防汛平台」可根據降雨及潮位預報資料，即時進行淹

水預報；並整合物聯網感測、多情境降雨大數據分析等功能，依

照排程定時以簡報、網頁或其他形式提供具有高可靠度之預報資

訊。 

泰國北部較常發生地震，也曾因持續性暴雨引致都會區嚴重

淹水情形，而國研院的 5D 智慧城市及多項先進防災技術，正好

能提供泰國應用參考。希望藉由此次在國際安全及消防設備與應

用展覽會中展示的這五項技術，讓東南亞國家認識台灣先進的防

災科技，帶動台灣相關防災產業朝向新南向國家發展，將台灣的

防災技術推向世界舞台。 

    

   

圖二、各主題展示技術介紹 

 

 

圖三、Fire And Rescue Association (FARA)與國研院同仁合照 

副研究員 陳家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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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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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適逢 921 地震 20 周年，雖然這 20 年來地震工程技術不

斷創新，但以現今的科技水準，仍無法有效預測地震，因此平時

防震準備及地震防災教育更顯重要。 

抗震盃自 2001 年起，迄今已歷經 18 屆競賽，國內外參賽學

生總數超過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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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支隊伍參賽，其中包含 40 支、200 人的

國外隊伍，總參賽人數達 555 位。 

小創意大巧思  看看今年又有甚麼驚喜 

今年活動一連舉行三天，首先由 9 月 19 日(四)「抗震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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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及防震、隔震與減震消能的方法。9 月 20 日(五)為競賽活動之

模型製作，各參賽隊伍必須在 5.5 個小時內完成模型製作，交由

裁判審查通過後，才能參加接下來的競賽。 

9 月 21 日(六)活動正式開幕，國研院吳光鐘副院長致詞後，

比賽依序進行高中、研究生與大專組的模型競賽測試，高中、大

專組依照樓層面積的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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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0 公斤、總計 40 公斤的鐵塊。 

由性價比決定獎落誰家 

高中、大專組模型今年挑戰的課題是製作鐵塊放置於頂層的

塔型結構物（如景觀高塔、水塔等），以各種不同震度的地震進

行測試，震幅由小逐漸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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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減震裝置，讓模型剛好在競賽規定之地震力（1050 g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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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年贊助研究生組增設「隔減震創意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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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先記錄每一個參賽模型的質

量，模型測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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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價比。經由振動台測試後，每組評選

出前三名性價比最高的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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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加坡武吉美拉中學第

39 組、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新加坡武吉美拉中學第 38 組獲

得，大專組第一至三名分別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馬來西亞理科大學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中國科技大學獲得，研究生組第一至三名分別由馬來

西亞英迪國際大學(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成功大學、菲律

賓大學迪里曼分校(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獲得。研

究生組獎金最高的「隔減震創意獎」由台灣大學獲得。 

高中組第一名新加坡武吉美拉中學獲得，他們的模型簡潔不

花俏，幾乎沒有贅餘構件，也在結構受力最大處作適當加強，例

如在受到最大彎矩的柱底以擴大底座方式加強強度，柱與梁之接

合以棉繩和熱熔膠強化連結強度，質量平台懸臂處以斜撐加強支

撐，故可以最少材料，承載最大的質量，並順利通過 800 gal 的最

後測試後獲得優勝。 

大專組首獎則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獲得，面對今年大專組

主要挑戰課題「如何抵抗地震造成模型扭轉問題」，該隊伍在競

賽前就先以電腦分析，在符合競賽規則下讓質量塊配置最佳化，

而且模型每層樓除了在外層結構配置一圈橫梁外，內層也設計一

圈梁抵抗扭轉，再加上以橡皮筋作為結構斜撐，成功抵抗地震對

模型所造成的影響，因此獲得優異的表現。 

研究生組首獎由馬來西亞英迪國際大學獲得，其模型結合目

前實務常見的三種的先進結構控制技術，包含：隔震、消能減震

與調諧質量阻尼器。當地震發生時，由滑軌與日常生活常見的橡

皮筋所組成之隔震機構首發揮效果，對大部分的地表加速度進行

隔絕。剩餘向上傳遞的地震力，則以阻尼器消散與調諧質量阻尼

器降低主體結構的振動反應。最終於競賽過程當中，獲得預期的

佳績。 

研究生組獎金最高的隔減震創新獎由台灣大學獲得，其隔震

機構的概念發想來自於實務上常見的摩擦單擺隔震支承，以高精

密度的線性滑軌與彈簧作為實踐，其不單達成延長結構週期之隔

震效果，亦提供隔震系統抗傾倒的功能。此外，上部結構選擇為

傳統的平面對稱及立面規則的設計方式，也能大幅減緩結構於地

震中可能發生之扭轉行為。此外該組更以角鋼對上部結構之梁柱

接頭進行強化，避免競賽過程中因接頭損壞所可能導致的崩塌，

綜合其隔震系統與上部結構之優點，奪下本獎項實至名歸。 

國研院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自 2001 年以來連續 19 年舉辦抗震

盃競賽，藉此推廣地震工程防災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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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抗震盃官網：http://www.ncree.org/ideers/2019/. 

 

圖一、參賽模型在振動台準備接受挑戰 

副研究員 陳家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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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地震 20 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 
1999 年 9 月 21 日清晨 1 時 47 分，由於臺灣中部車籠埔斷層

的活動，造成規模 ML7.3 之 921 集集大地震，在地表產生最大錯

動量超過 10 公尺且總長度達到 85 公里的破裂帶。此大規模的地

震動使近斷層區域觀測到許多震度 6 以上的地表加速度峰值

（PGA），因而造成 2,415 人死亡、11,305 人受傷及超過 5 萬棟

房屋全倒的嚴重災情，成為國人心中不可抹滅之歷史傷痛。然而，

正因為 921 集集地震的痛苦教訓，也進而推動政府、民間及學術

界投入大量資源，全面強化提升臺灣地震災害防救能力。相較於

過去，不可否認的我們在地震防災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與發展，

但近幾年的美濃地震及花蓮地震卻仍造成不小的災情。因此，在

集集地震即將屆滿 20 週年的今天，值得深思的問題是，臺灣是否

已準備好面對下一個 921 集集大地震？ 

921 集集大地震雖導致了極大的災情，但也是臺灣強化地震

防災能力之契機，從地球科學之基礎研究，到地震工程之研發應

用，以及防災政策之規劃實行，在這近 20 年來都有了相當大的進

展。藉由舉辦 921 集集地震 20 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透過國內外

學者之參與討論，盤點地震後至今臺灣地震防災之進步與成就，

同時也盼能檢討現況，瞭解目前缺乏不足而尚待努力之議題，進

而能具體規劃未來研究及發展工作。 

為了正視此一問題，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

研究中心(NCREE)、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及台

灣地震科學中心(TEC)合作，於 2019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19 日共

同舉辦「921 地震 20 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Commemoration of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99 Chi-Chi 
Earthquake)」，本研討會為行政院「921 震災 20 週年暨莫拉克風

災 10 週年」系列活動及「科技部 60 週年系列活動」之一。研討

會主題為「耐震永續家園(Sustainable and Seismic-Safe Society)」，

議題分為地震科學、地震工程及防災政策三大主軸，共邀請 11 位

Keynote speakers 及 65 位 Invited speakers 發表演講。主要參與國

家包括美國、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尼及台灣等 31 國，人數 479

人，共發表 396 篇論文。本研討會為求涵蓋各領域之研究，由台

灣地震科學中心負責地球科學相關議題與議程安排，國家地震工

程研究中心負責地震工程相關議題，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負責

應變與政策相關議題，總共規劃了數十個議題進行深入討論，達

到跨領域之橫向交流，鏈結上、中、下游之研究能量與成果，共

同強化我國地震防災能力。回顧過去之成就，檢討今日之不足，

放眼未來之發展，盼能為臺灣建構耐震永續之家園，對我國於國

際地震工程界的名聲及未來國際合作之展開極有助益。 

研討會議程共五天，第一天為註冊報到及歡迎晚會，第二至

四天為主要之研討會議程，最後一天將安排現地參訪活動。每天

上午都安排有三個 Keynote 演講，前兩天下午則也各有一位

Keynote 演講，其他時間有七個講廳同時進行各議題之論文發表。

現地參觀活動包括：921 地震教育園區參觀、台北國震中心參訪、

安坑輕軌斜張橋工程參觀、國震中心台南實驗室及七層樓試驗參

觀及內湖高工校舍補強參觀，使各國學者能進一步認識本中心之

研發成果。本研討會已獲科技部自然司重視與支持，列為 2019 年

之重要國際交流工作。 

為藉由此次機會促成更多台灣與其他國家之國際合作研究，

會議期間也針對不同議題安排與不同國家或團隊進行工作會議或

小組討論，包括台日韓非結構會議、台美建物合作研究討論、台

灣泰國校舍補強小組討論以及與菲律賓 De La Salle University 團

隊合作規劃討論等。而除了科學、工程及政策議題之學術交流討

論外，本研討會還特別邀請慈濟基金會參與，包含基金會顏博文

執行長的 keynote 演講、數個口頭報告及攤位展示宣傳等，介紹台

灣在非營利人道救援組織上之卓越發展與貢獻。國震中心也在 9

月 15 日與慈濟基金會簽訂合作備忘錄，未來盼能透過工程防災與

人道救援之跨領域合作，共同推廣地震相關之防賑災科技研究、

科普教育及人文交流互動。 

最後，科技部對 921 集集地震 20 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之補助

及大力支持，是促成本研討會順利成功之主因，謹代表主辦單位

國研院國震中心及所有與會者獻上最誠摯之謝意。 

 

圖一  921 地震 20 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開幕式 

 

圖二 國震中心黃世建主任主持 921 地震紀念國際研討會開幕式 

 

研究員 葉芳耀、林哲民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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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雙邊地震工程會議 

此台加雙邊地震工程會議 (Joint NRC-MOST Workshop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係我國科技部與加拿大國家

科學評議會(以下簡稱 NRC)共同舉辦以地震工程技術為主題之交

流研討會。加拿大國家科學評議會係屬加拿大政府主要國家級科

學與技術機構，主要負責加國科學與技術之發展。本次交流研討

會即選定以地震工程技術為主題，交流兩國對於地震工程領域相

關經驗，增進兩國友好情誼。 

本次台加雙邊地震工程會議之國內學者專家之出國經費，半

數擬爭取科技部補助，另半數則由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

研究中心協助支應。其中，黃世建教授、Aishwarya Puranam 教授、

邱建國教授、姚昭智教授及袁宇秉教授規劃由科技部經費補助參

與，而蕭輔沛教授、廖文義教授、周中哲教授、柴駿甫教授及林

子剛教授則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補助。期望透過本次台加雙

邊地震工程會議之國際交流，能促成兩國未來於地震工程領域更

長遠之合作與發展。前述台加雙邊地震工程會議自 108 年 10 月 7

日(一)起至 108 年 10 月 9 日(三)，而 108 年 10 月 10 日(四)係由

加拿大 NRC 協助安排參訪 Ottawa 大學 AMS 實驗室之行程。 

透過參與此台加雙邊地震工程會議的機會，在面對面讓台加

兩國專家學者進行充分地學術交流後，可擷取國際性科技新知與

瞭解未來研究趨勢，亦藉由台加兩國與會專家學者們的研究成果

與實務經驗分享，進而檢討與調整我國相關研究之不足與缺失，

以及透過觀摩學習兩國專家學者們於相關研究領域之研究方向，

可提供未來更進一步的研究方向與創新思維。此外，在籌辦台加

兩國參與本次會議之過程中，發現到諸多服務於當地業界的工程

師或經營者，他們表達出對於技術提升之渴望，並且也把實務上

之困難或需求與專家學者們進行討論。故不難發現，當地業界與

學術界之互動相當緊密。對此，也期待國內在產官學界間的交流

能夠更加趨頻繁與貼近，相互引導與提升。圖一係所有參與會議

成員於 NRC 總部大樓前合影。 

 

 
圖一 參與會議成員合影 

 
 

研究員 蕭輔沛 

 

 

 

 
 

 

印尼地震與防災工程研討會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Disaster Mitigation (ICEEDM)為印尼 Andalas 大學、萬隆理工大學

及印尼地震工程學會(AAGRI or IEEGA)主辦。為了紀念 2009 年

西蘇門答臘地震，本次研討會主辦單位特別在地震後 10 週年，選

在印尼巴東舉辦此 4th ICEEDM 研討會。本次會議的目的為提供

一個平臺，讓地震工程各領域的學者分享、介紹其於地震工程與

減災策略之研究成果。除了主要研討會議程外，主辦單位特別邀

請國震中心針對大地與結構地震工程，進行系列演講。期能藉由

此次專題演講，瞭解國震中心最新之地震評估、防災經驗，以作

為印尼對於防災規畫之參考。 

鑒於新南向政策的啟動是我國重新定位國家在亞洲發展重要

角色之契機，為尋求新階段經濟發展新方向與動能，創造未來價

值的重要經貿戰略一環。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國震中心)，過去長期發展地震工程防、減災技術，已累

積豐碩成果且位居國際領先地位，配合近期政府積極推動之新南

向政策，故國震中心黃世建主任帶領大地組成員包括黃俊鴻組長、

許尚逸副研究員及盧志杰副研究員，與國內各領域專家、學者包

括方仲欣總經理、邱俊翔助理教授及吳嘉賓博士等，協助於印尼

4th ICEEDM 國際研討會中，進行大地、結構地震工程專題演講，

針對土壤液化、大壩工程、邊坡管理、隧道受震、地盤反應、基

礎設計等議題，分別由理論與實務應用之設計案例及施工提出說

明，期能在此國際講習會宣傳和推廣我國在大地地震工程發展之

成就，提升我國在東南亞地區地震工程領域的影響力，同時強化

南向諸國等友邦國家在各種受震基礎設計與評估的能力。 

 
圖一 參加人員合影 

 
圖二 地質公園參訪人員合影 

 

副研究員 盧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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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海峽兩岸地震工程青年學

者研討會 

第七屆海峽兩岸地震工程青年學者研討會，於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4 日，於大陸杭州浙江君尚飯店舉行(如圖 1 所示)，全部出

席人員 252 人，台灣方面出席人員共 24 人，參與學術單位共 5 個

單位。大陸方面出席人員約 228 人，主要學校包括舉辦單位杭州

浙江大學，清華大學、同濟大學、哈爾濱大學、大連理工等 5 所

大學。本次會議共三位院士出席，分別為中國科學院 陳雲敏 院

士、韓國科學技術翰林院 尹楨邦 院士、加拿大工程院院士與浙

江大學全職講座教授 鄭榮俊院士。本屆會議主題包括減隔震與振

動控制、抗震試驗技術、地震反應與破壞分析、地震動模擬與場

地地震效應、智慧及韌性城市、橋樑抗震、結構與構件抗震性能

試驗、結構抗震性能議題展開交流和討論。11 月 2 日至 11 月 3

日會議程主要包括有 19 個大會報告、37 個特邀報告、63 個分組

報告，以及技術參觀等內容。11 月 4 日上午，參觀浙江大學校史

館、求是大講堂、浙江大學建築工程學院院史館和建工風洞試驗

(如圖 2 所示)，並在安中大樓前與浙江大學建築工程學院團體合

照(如圖 3 所示)。 

 
圖 1 杭州浙江君尚飯店舉行大會報告照片 

 
圖 2 浙大建工風洞試驗室照片 

 
圖 3 安中大樓前與浙江大學建築工程學院團體合照 

 

研究員 王仁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