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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言

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立刻成立地震勘災小組，
進行全面之災後調查及收集震災資料。勘災小組已含以下九組：
1.地質及斷層調查小組
2.強地動觀測及分析小組
3.大地工程震害調查小組
a.土壤液化及地層下陷
b.坡地震害調查
c.基礎破壞調查
4.建築物震害調查小組
5.橋梁、道路及交通設施震害調查
6.水利設施震害調查
7.維生線系統震害調查
8.工業設施震害調查
a.醫院設施
b.港灣設施
c.電廠設施
d.高科技產業
9.社會經濟損失調查
此九組之震害調查共結會了全國一千多位教授及研究生，各工程顧問公司
專業技師及民間團體共同進行此工作。整個震災調查之方向在了解震害分
佈震害原因，並提出檢討與建議，以做為災後重建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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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之內容係依據各震災調查小組所提出之勘災報告予以摘要彙
整，並做具體之建議（如耐震設計規範上之修正等）
。今分別就各小組報告
之重點略述如下。

1.1 強地動資料之收集及分析
本部份係利用中央氣象局收集到之強地動記錄,此次地震收集到相當可
觀之近斷層地表加速度記錄。此所謂近斷層地震記錄即在速度波形內有長
週期之脈術波，如圖 1.1 所示。在耐震設計規範上此近斷層地震力之考量有
所不足，故收集到之記錄提供寶貴資料可作進一步研究。又由於全台四百
多部自由場強震站均有收錄到此次地震之地表震動，因此可針對地表加速
度、速度及反應譜做全面分析，了解震度分佈。圖 1.2 即為車籠埔斷層附度
最大地表加速度分佈，圖 1.3 即為加速度反應譜之分佈。此震度分佈圖可提
供各震害調查小組進行害分佈與震度分佈之比對，了解破壞中地表震動之
強度。
除了自由場之加速度記錄外，中央氣象局亦在全台四十多結構物中度
裝設有強震觀測，此次地震亦收集到一些結構物之地震反應。此記錄可提
供探討結構物地震反應及健康診斷技術。

1.2 斷層調查
地震發生後一週內，進行二萬五千分之一比例尺車籠埔斷層位置圖，
同時在一個月內完成五千分之一比例尺車籠埔斷層位置圖。此圖提供震災
調查小組做為災害分佈與斷層位置相套繪及分析之用，目前正進行 1/1000
比例尺車籠埔斷層數值地形圖測製，以提供未來土地規則及工程場址選擇
之參考。

1.3 結構物破壞調查
係針對建築物及橋梁為主之震災調為主。國內耐設計規範有曆經數次
之修訂。其修訂時程如表 1.1 所示。若以 1982~1997 年之規範為主假設
Z=1.0、I=1.0、C=0.15 及 K=0.6 則計算之基底勢力 V=0.1W 配合比假設。若
採用 1997 以設立規範則相當於假設 Z=0.33（嘉義地區之震係數）
，C=2.5、
I=1.0、αy=1.5（USD）及 Fu=2.5，則基底剪力 V=0.157W，有提昇基底剪
力值。若以 1973~1982 之規範，則相當於採用 Z=1.25、K=0.67、C=0.1，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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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剪力 V=0.0837W。因此在規範之變更中，每次修訂均有略提昇基底剪
力。未來在規範之修訂中應朝向功能設計法（Performance-Bared Desspn）
去進行修訂。
有關橋梁之害調查，除通過斷層之橋有不可避免之嚴重破壞外，將來
對震力作用由不同層次之結構系統來發揮其耐震功能。另外有關採用先進
結構系統，如結耩控制，亦可納入未來在橋梁設計上之考量。

1.4 維生線系統之震害調查
除了建置破壞資料外，可配合地震災害評估及決策支援系統
（HAZ-Taiwan）建立維生管線災損由線（fragility carve）以做為未來對維
生管線地震下之損害評估提供正確之評估模式。另對於維生線之耐震設計
規範亦應儘速予以建立。

1.5 大地工程之震害
此次地震土壤液化現象發生之地點極多，配合國科會在液化地區之鑽
探資料，有建立有效及正確之液化評估模式為未來之研究重點，同時建立
全國土壞鑽探資料庫及全國液化潛能圖亦為未來應積極完成之工作。因土
壤液化而造成結構物之破壤，在設計規範中應明訂工址之鑽探資料分析，
探討液化潛能及是否有斷破碎帶通過工址。

1.6 工業設施之破壞
電力設備之破壞為此次地震造成嚴重受損之項目之一。針對超商壓輸
配線鐵塔之位置選擇及基礎加固，以防止因鐵塔之震災造成斷電。同時由
於整個電力輸配系統之 Redundancy 不夠，故其系統之可靠性因而降低，未
來應朝向分配供電之構想去進行。

1.7 調查資料庫之建置
為了讓各界，包括一般民眾，都能共享這份調查結果，並能方便的使
用相關資料作分析或災性資訊的查調。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在各組做
現地調查的同時，也規劃建置「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
訊管理系統」
，以期能籍由先進行網路地理資訊系統的技術及國內發達的網
際網路環境，一方面彙整調查所得的空間性資料與災情資訊，另一方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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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災情資訊查詢管理的功能。而更重要的是提供線上地震資料分析的功
能，以減少各相關單位、研究學者或工程界，於使相關調查資料時在資料
處理上的負擔與時間。
同時，此系統除了提供相關計量性或統計性的分析外，也能透過網路
地理資訊系統與網路技術的整合與發展，更進一步提供空間性分析的功
能。相較於 1994 年國北嶺大地震（NorthRidge）及 1995 年日本阪神大地震
的後續相關研究的發展。此套透過網際網路及相關資訊技術所發展系統與
其在地震調查料線上分析功能的提供，就目前所知，也是國內外所僅有的。
在網際網路上的實際發展與應用，則是日本國土廳在阪神大地震後所積極
推動建置的「災害資訊系統（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未來發展的目
標。
系統的發展有其不同階段性任務與目標，目前「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地
震資料分析與災性資訊管理系統」
，在短時間之內所發展的成果，已達成目
前階段性的任務與目標。國際版本的發展並結合下一代資訊網際網路系統
（Internet 2）及國家實驗寛頻網路技術的應用，將是下一階段的發展目標，
以期能將相關研究成果，向國際舞台。此外，更先進及具前瞻性分析功能
的規劃與發展，以輔助地震及地震工程相關研究，也是需要長期性、持續
性的投資與研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亦將以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寶貴的
教訓為師，積極的規劃各地震相關研究的推動與相關系統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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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車籠埔斷層附近地質與 921 集集地震成因

臺灣地區在 88 年 09 月 21 日凌晨 01 點 47 分 12.6 秒（格林威治時間
20 日 17 時 47 分 12.6 秒）於南投縣集集附近發生強烈地震。震央在北緯 23.87
度、東經 120.75 度，即位於日月潭西方 12.5 公里處，震源深度約 7 至 10
公里，地震規模達 ML =7.3 (CWB) 或 MW=7.6～7.7 (USGS)。集集地震為
中部地區車籠埔斷層錯動（北自大甲溪南至濁水溪）所引發之內陸淺層地
震，斷層地表破裂在主斷層長約 83 公里，東北延段長約 22 公里，全長約
105 公里，如圖 2.1 所示。車籠埔斷層為一逆衝斷層，其斷層面以約 25 度
至 35 度之低角度向東傾斜。此次烈震造成地表斷層最大垂直錯動量約達 10
公尺、最大水平錯動量也接近 10 公尺，平均錯動量約 4 公尺，破壞力相當
大。斷層線上從大安溪北岸由北而南，包括卓蘭(、東勢)、石崗、豐原、大
坑、太平、霧峰、草屯、中興新村、名間、竹山、桶頭及緊鄰車籠埔斷層
線地區的結構物幾乎均遭受嚴重破壞。除在震央(斷層)附近的南投縣、台中
縣、台中市、造成極大災害，甚至遠在震央 150 公里外的台北地區亦有不
小震災發生。因此次集集烈震造成房屋嚴重受損或倒塌者近 2 萬幢，死亡
人數 2403 人（含失踪），8 仟多人受傷。

2.1 地震成因---台灣地區地體構造與板塊作用
在地體構造上，台灣位於歐亞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的複雜交界
面，是屬於西太平洋板塊東緣菲律賓海板塊中一系列島弧群島之一。台灣
島的東北及東南海域各有一板塊隱沒帶(subduction zone)。在台灣花蓮東方
約從北緯 24 度開始，菲律賓海板塊以大約 45 度的角度往北隱沒至歐亞大
陸板塊之下；在東南方從東經 121 度附近則是中國南海海洋板塊(歐亞大陸
板塊)隱沒至菲律賓海板塊與歐亞大陸板塊互相作用所產生的島弧之下。而
在台灣島上則是菲律賓海板塊之島弧仰衝至歐亞大陸板塊之上，板塊界限
由菲律賓海板塊與歐亞大陸板塊之間約五十度向東南傾斜的花東縱谷逆衝
斷層所構成。台灣即因由此所構成之造山運動而隆起形成。
臺灣西部麓山帶的一般地質構造特徵，由東而西分別為雙冬-哮貓斷
層、三義-車籠埔斷層、及後龍-彰化斷層；每個斷層伴隨有背斜褶皺構造（上
盤）及向斜褶皺構造（下盤）
。地層的分布基本上是越向西地層年代越來越
年輕，顯示逆衝斷層作用基本上是由東向西逐漸遷移發展。台灣西部前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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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帶，呈現蜿蜒彎曲的形狀，原因可能是由於各段斷層不等時不等量的
逆衝位移所形成，前緣斷層帶表示台灣造山作用至今之變形範圍，與活斷
層作用亦有非常密切的關連。

圖 2.1：集集地震震央與車籠埔斷層位置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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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板塊的旋轉軸位置及角速度的估算，許多地震學者分別估算全球各
板塊之間的相對位移量，而估算出屬於菲律賓海板塊的呂宋島弧仍以平均
每年約 7～8 公分的速率由東南向西北(北 130 度東)方向推擠歐亞大陸板塊
如圖 1.2 所示，而在台灣沿花東縱谷形成碰撞帶。從地震資料的研究可知，
大多數地震均發生於此碰撞帶上(圖 2.2)。此一板塊推擠壓力除了造成台灣
附近海域海底高程劇烈變化(圖 2.2 繪出海底等高線，線上數字為海底高
程)，也造成臺灣本島地下岩層變形，而由東向西產生一系列之皺褶與斷層，
在臺灣西部地區形成之逆衝斷層其走向大致呈南北向且與海岸山脈平行。
如前所述，由地質構造的觀點來看，這一系列逆衝斷層是由東往西發展的，
其斷層面均向東傾斜，斷層位置越靠西邊其向東傾斜之角度越低(圖 2.3)。
因此未來台灣仍有可能發生如集集烈震般的毀滅性地震，為能在下一次烈
震來臨時降低震災，必須完整收集並應用此次地震資料，進行相關研究，
以檢討改進我國的相關耐震設計規範。
本次地震主要成因是臺灣西部麓山帶系列逆衝斷層長期受呂宋島弧推
擠，蓄積大量能量，而由車籠埔斷層發生錯動所造成，斷層東側（上盤）
上升數公尺，地震規模及影響範圍均比日本阪神地震及美國北嶺地震大。
因屬逆衝斷層，東側上盤地區地震力格外激烈，由中央氣象局名間地震站
測得最大水平地表加速度高達 1g 為日本阪神地震 0.8g 之 1.2 倍，主要強震
延時更高達 25 秒，其頻率內函分佈也很廣，因此其破壞性也強。

(GMT 格林威治時間)

圖 2.2：集集地震震央與台灣地區板塊地體構造位置關係
(Kao, H., Shen, S. and Ma, K.-F.,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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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台灣地區板塊地體構造與皺褶及斷層示意圖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修改自 Lee,1994 及 Teng,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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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耳其伊茲米特地震與集集地震之比較
1999 年 8 月 17 日在土耳其西北部的伊茲米特 (Izmit) 附近發生規模
Mw=7.4 的強烈地震。據土耳其官方統計死亡人數達 1 萬 7 仟人以上，受
傷人數超過 2 萬 7 仟人。地震發生於當地時間凌晨 3 點 01 分(00:01:09.8，
UTC)、震央位於伊茲米特市東南方約 11 公里處 (北緯 40.702 度，東經 29.987
度)、震源深度約 17 公里，屬於 North Anatolian Fault Zone (NAF) 斷層帶西
側 (圖 2.4)，為內陸型淺層地震。NAF 斷層帶為極活躍之斷層，此斷層同
一分段(Segment)之地震再現期約為 450±220 年。圖 2.4 將 NAF 斷層帶自
1939 年至今發生之強震序列資料，包括震央、規模與餘震分布範圍詳細標
出。此斷層於歷次地震中，各分段延著斷層帶逐斷裂之現象極為明顯。許
多土耳其及美國的地震專家在伊茲米特地震發生均預測(評估)，會在 NAF
斷層帶西側會發生規模 8.0 左右之強烈地震，因此，伊茲米特地震並不特別
令人意外。
伊茲米特地震引起 NAF 斷層帶西側之地表斷裂長達 125 公里，斷裂帶
西端之地表水平錯動量約 250 公分，東端則達 100 公分，均為右移走向斷
層錯動。在震央以東約 42 公里的 SAKARAY 測站 (堅硬地盤， Adapazari
市附近) 記錄到最大水平地表加速度(PGA) 值 407 gal，垂直向 PGA 值 259

圖 2.4:土耳其北安娜突利亞斷層分段逐次斷裂序列示意圖
(Stein, Barka, and Dieteric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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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震央附近的 YARIMCA 測站則測得水平向 PGA 值 322，垂直向 PGA
值 241 gal。與地震規模比較，這樣的震度遠小於預期值，可能原因為能量
釋放速率較慢。其水平向反應譜，在結構週期 0.25～1.4 秒之間阻尼比 5%
之加速度反應譜值放大倍率約為 2.5 倍，有極多之高頻含量。對 10 樓以下
多隔間牆之 RC 住宅不利[1.5]。
隨後於 11 月 12 日當地下午 7 點在伊茲米特地震震央以東 110 公里處
又再發生規模 Mw=7.2 之地震，再度造成許多人員傷亡。而引起國人高度
關切，擔心此次車籠埔斷層發生錯動是否會如土耳其北安娜突利亞斷層一
樣，發生分段逐次斷裂現象而往南接續嘉南地區的觸口斷層，引發嘉南地
區另一大規模地震；或往北延伸接續竹苗地區的神桌山斷層或獅潭斷層引
發竹苗地區大規模地震。

2.2.1 車籠埔斷層往南北繼續開裂或短期內復發之可能性極低
土耳其北安娜突利亞斷層是由歐亞大陸板塊與安娜突利亞板塊
(anatolia plate)交界面相對水平移動所造成之右移斷層，總長度超過 1500 公
里。斷層特性極為明朗，而在伊茲米特地震發生後之詳細調查即已發現在
伊茲米特東方仍有一段斷層未完成斷裂，亦即伊茲米特地震與 1967 年之地
震間仍有一段斷層未完成斷裂而繼續積蓄能量。因此在伊茲米特地震詳細
現地調查後地震地質專家即提出警告，認為在該未完成斷裂之地區將很快
會再發生大規模地震，此即 11 月 12 日發生規模 Mw=7.2 之地震。
而車籠埔斷層在此次地震發現其斷層由南往北，在過了豐原之後轉往
東北方向，經石崗之後更轉往東向，顯見其地質構造與竹苗一帶不同，因
此，10 月 7、8 兩日發生於新竹地區(可能與神桌山斷層或獅潭斷層有關)規
模 5 左右之兩次地震，應與車籠埔斷層無關。10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19 分在
嘉義市又發生規模 6.4 地震，亦引起民眾極大恐慌，而有人認為是車籠埔斷
層往南接續嘉南地區的觸口斷層，可能引發嘉南地區另一大規模地震。但
大多數地震地質學者認為雖然無法排除集集地震與嘉義地震之可能關連
性，但由地震與地質(地體構造)來看，二者之大地應力場不同，應屬於不同
(獨立)之地震帶。
從斷層結構以及集集地震與嘉義地震餘震分佈情況判斷，本次地震車
籠埔斷層向南、向北延伸的機會不大。而由地震能量累積理論，本次集集
地震及餘震已將中部地區大地應變能量釋放，必須有長期累積才可能累積
10

足夠能量以引發另一大規模地震。因此，短期內車籠埔斷層再度發生錯動
的機率極低。

2.3 檢討與建議
1. 車籠埔斷層線之禁限建---集集地震後，車籠埔斷層錯動造成地表破
裂達 105 公里以上，斷層線上結構幾乎都遭受相當嚴重毀損。斷層
沿線兩側是否比照美國加州之做法，依車籠埔斷層線兩側各 15 公尺
採用嚴格限建措施，斷層線附近結構加強耐震設計要求(詳第三章)，
則有必要加以考慮。
2. 台灣地區活動斷層之全面調查---此次車籠埔斷層之錯動引發集集地
震，使得全國震驚亦突顯我們對環境認識仍有待加強，必須全面進
行活動斷層調查，以確定斷層位置及其地震特性，才能在下一次地
震來之前有最好的準備以減低災害。
3. 車籠埔斷層進一步研究與監測系統建立---雖然調查顯示車籠埔斷層
向南、向北延伸的機會不大，且短期內再度發生錯動的機率極低。
但由大區域地體構造看，車籠埔斷層及台灣地區其他斷層均屬歐亞
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的複雜交界面之系統，仍然須要更深入調
查研究，以確定其特性。建議在車籠埔斷層及其他第一類斷層設立
GPS 觀測系統以長期監測分析地表應力及應變之變化，了解地震現
象。

2.5 參考文獻
2.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1999，“集集地震震災調查地質組工作報
告”，(召集人黃奇瑜等)。
2.2 Kao, H., Shen, S. and Ma, K.-F., 1998, “Transition from oblique
subduction to collision: Earthquakes in the southernmost Ryukyu
arc-Taiwan region, ” J. Geophysical Research 103, 7211-7229。
2.3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網站，http://www.sinica.edu.tw/
2.4 R.S. Stein, A.A. Barka, and J.H. Dieterich, “Progressive Failure on
The North Anatolian Fault Since 1939 by Earthquake Stress
Triggering, ” 1998。
2.5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1999，“震驚全球---土耳其大地震”，
31 期，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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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強地動特性

3.1 前言
中央氣象局於 1990 年 7 月起積極執行為期六年之「強地動觀測計畫」
，
至今已先後於臺灣地區設置了 631 個自由場強地動觀測站。在此次 921 集
集地震中，經由中央氣象局所設置的自由場強地動觀測站共收集到 392 筆
地震紀錄。尤其是在斷層破裂區域甚至沿斷層線收錄到十數筆近斷層地震
資料，使得全世界之近斷層強地動紀錄增加數倍，更是彌足珍貴。中央氣
象局自由場強地動觀測網於此次地震所收錄的加速度波形，將由中央氣象
局燒錄成光碟分送各地。
國科會於震後成立 921 地震勘災小組，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統籌
整個勘災作業，其中強地動調查小組負責收集自由場強地動紀錄，並進行
初步分析處理，包含各測站之地動加速度歷時圖、富氏頻譜與結構反應譜。
有關此次地震於台灣中部近斷層地區、台北盆地與宜蘭盆地引致的地動特
性描述，可參閱 921 地震勘災「強地動調查小組」的調查報告[3.1]。
本文則針對此次地震所收錄之強地動資料，進行地震危害度與近斷層
地震力需求的研究分析，並落實於耐震設計規範中有關地震力的修訂。

3.2 台灣地區震區劃分與台北盆地正規化反應譜
考慮台灣地區西部麓山帶第一類主要活動斷層之影響，將斷層兩側 50
公里範圍內之地震均視為斷層關連地震，而車籠埔斷層則參考此次集集地
震之規模估算其發生率，重新進行台灣地區全島地震危害度分析。
目前台灣使用之地表最大加速度衰減律公式為

(

PGA( g ) = 0.02968 × e1.20 M R + 0.1464 × e 0.6981M

)

−1.7348

(3.1)

其中 R 為工址至斷層面之最短距離，而 M 為地震規模。衰減律公式與此次 921 集集地
震(M=7.3)強地動資料之比較結果如圖 3.1 所示，發現(3.1)式仍可保守估算如此大規模地
震之近斷層衰減趨勢，故建議繼續沿用而不需作任何修正。

危害度分析沿用現有之衰減律公式，分析結果繪出 475 年迴歸期之 PGA
等震度圖如圖 3.2 所示。基於此等震度圖，並考量潮州斷層之存在事實，
12

台灣地區震區劃分之修訂建議如圖 3.3 所示。其中地震甲區為紅色區域，其
震區水平加速度係數為 Z=0.33g；而地震乙區則為黃色區域，其震區水平加
速度係數為 Z=0.2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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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近斷層 PGA 衰減趨勢與現有衰減律公式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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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475 年迴歸期之 PGA 等震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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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台灣地區震區劃分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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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根據台北盆地內各強震網站於此次 921 集集地震收錄的強
地動資料，計算各測站之正規化反應譜並加以平均，平均值與一個標準差
如圖 3.4 之藍色實線所示。圖 3.4 中亦以紅色虛線描繪出現有建築耐震設計
規範之正規化反應譜，兩相比較發現，台北盆地短週期反應譜係數(等加速
度平台)之規範值(C=2.0)無法達到結構耐震的需求，而在中週期部分卻可適
當反應實際結構反應。故建議將台北盆地正規化結構設計反應譜中之短週
期平台由現有之 C=2.0 提昇至 C=2.5，使至少滿足實際結構反應之平均需
求，並與其他地盤種類之短週期平台一致；而中週期部分則維持為
C=3.3/T，保有結構週期 1.65 秒時正規化反應譜係數 C=2 之現況。修正後之
台北盆地正規化反應譜如圖 3.4 之黑實線所示，其中短週期與中週期之分界
為 T=1.32 秒，而較短週期 (0.03 秒 ≤ T ≤ 0.2 秒) 之線性變化公式為
C=8.823T+0.735。
Normalized Design Spectrum (Taipe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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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台北盆地正規化反應譜需求與規範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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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近斷層設計地震力
考量近斷層對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結構的威脅性，可比照美國 UBC97
之對策，針對車籠埔斷層附近之地震甲區(Z=0.33g)，定義近斷層因子 NA 與
NV，修正第一類地盤的水平向加速度正規化設計反應譜。
首先根據 921 集集地震各測站測得之強地動資料計算結構反應譜，平
均求得結構週期在 0.3 秒附近之譜加速度平台(以 SA,0.3 表示)，並針對中週期
區段藉由 SA(T)=SA,1.0/T2/3 之譜加速度公式，平均求得 SA,1.0。接著，再根據
各測站與地表斷層破裂線的最短距離(r)，回歸求得規模為 7.3 之斷層破裂引
致之最大地表加速度與短、中週期結構譜加速度之衰減公式，滿足
PGA ( gal ) = 7.7986 − 0.9526 ln (r 2 + 6.0 2 )

0.5

S A,0.3 ( gal ) = 8.4867 − 0.8249 ln (r 2 + 6.0 2 )

0.5

(3.2)

S A,1.0 ( gal ) = 7.9617 − 0.8077 ln (r 2 + 6.0 2 )

0.5

其衰減趨勢則如圖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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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PGA 與譜加速度 SA,0.3、SA,1.0 之衰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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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現行耐震設計規範的震區係數(地震甲區：Z=0.33g)，與正規化反
應譜係數(CT=0.3=2.5、CT=1.0=1.2)，位於近斷層第一類地盤的結構耐震設計需
求應滿足
PGA ( r ) = max [PGA ( r ), Z = 0 . 33 g ]

(3.3)

S A, 0 .3 ( r ) = max [S A, 0 .3 ( r ), 2 . 5 Z ]
S A,1 .0 ( r ) = max [S A,1 .0 ( r ), 1 . 2 Z ]

如圖 3.6(a)所示。因此，可針對近斷層區域，藉由(3.3)式分別定義 PGA、短
週期與中週期譜加速度的近斷層因子(≥1)，滿足
N g (r ) = PGA(r ) Z

( with Z = 0.33 g )

N a (r ) = S A, 0.3 (r ) 2.5Z

(3.4)

N v (r ) = S A,1.0 (r ) 1.2 Z

如圖 3.6(b)所示。由圖 3.6(b)發現，在距斷層 6 公里內，耐震設計規範不足
以提供極短週期與短週期結構之耐震需求，必須分別藉由 Ng(r)與 Na(r)兩近
斷層因子予以提昇；而在距斷層 10 公里內，耐震設計規範不足以提供中週
期結構之耐震需求，必須藉由近斷層因子 Nv(r)予以提昇。同時，藉由 Nv(r)
與 Na(r)之影響範圍與提昇倍率，可驗證近斷層地震對中週期結構之衝擊遠
大於短週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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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a)近斷層結構耐震需求與 (b)近斷層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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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藉由耐震設計規範(地震甲區 Z=0.33、第一類地盤)與近斷層因
子，距斷層不同距離之結構譜加速度需求可表示為
極短週期： T ≤ 0.03 秒

SA(r,T)=ZNg(r)

較短週期： 0.03 秒 ≤ T ≤ 0.15 秒

線性變化

短週期：

0.15 秒 ≤ T ≤ T1

SA(r,T)=2.5ZNa(r)

中週期：

T1 ≤ T ≤ 1.3145 秒

SA(r,T)=1.2ZNv(r)/T2/3

長週期：

1.3145 秒 ≤ T

SA(r,T)=ZNv(r)

(3.5)

其中，短週期與中週期的分界 T1 滿足
T1 = [1.2 N v (r ) 2.5 N a (r )]

3/ 2

(3.6)

藉由(3.5)、(3.6)兩式定義之近斷層結構譜加速度需求如圖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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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近斷層結構譜加速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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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便於規範定義與工程師查閱，特將圖 3.6(b)之近斷層因子每隔 2 公里
予以定量，並將具有相同提昇倍率的 Ng(r)與 Na(r)兩近斷層因子合併考量(圖
3.8)，使距斷層不同距離的近斷層因子建議值如表 3.1 所示。UBC97 針對 A
類斷層定義之近斷層因子列於表 3.2，與表 3.1 比對發現，本報告之建議值
與影響範圍均略小於 UBC97 之規範，故應可被台灣之工程師所接受。
表 3.1：近斷層因子建議值(線性內插求值)
距離(km)
NA

r≤2
1.34

r=4
1.16

距離(km)
NV

r≥6
1.0

r≤2
1.70

r=6
1.30

r≥10
1.0

表 3.2：UBC97 (A 類斷層)之近斷層因子(線性內插求值)
距離(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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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1.5

r=5
1.2

距離(km)
NV

r≥10
1.0

r≤2
2.0

r=5
1.6

r=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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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近斷層因子建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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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5
1.0

因此，藉由表 3.1 之近斷層因子建議值，距斷層每 2 公里之近斷層正規
化設計反應譜可定義為
極短週期： T ≤ 0.03 秒

C(r,T)=NA(r)

較短週期： 0.03 秒 ≤ T ≤ 0.15 秒

C(r,T)=NA(12.5T+ 0.625)

短週期：

0.15 秒 ≤ T ≤ T1

C(r,T)=2.5NA(r)

中週期：

T1 ≤ T ≤ 1.3145 秒

C(r,T)=1.2NV(r)/T2/3

長週期：

1.3145 秒 ≤ T

C(r,T)=NV(r)

(3.7)

其中，短週期與中週期的分界 T1 滿足
T1 = [1.2 N V (r ) 2.5 N A (r )]

3/ 2

(3.8)

藉由表 3.1 與 (3.7)、(3.8)兩式定義，距斷層每 2 公里之近斷層正規化設計
反應譜如圖 3.9 所式，當斷層距大於 10 公里時，則回復至現行規範標準，
不再需要考量近斷層因素。
Normalized Near-Fault Design Spectrum (Si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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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距斷層每 2 公里之近斷層正規化設計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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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考量基底剪力係數 C/Fu (Fu 為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與系統
韌性容量 R、結構週期 T 與地盤種類有關)。根據現行耐震設計規範，基底
C
設定為為 1.0。因此，假設地震力折減係數 Fu 為結
剪力係數之上限值 Fu

( )m

構固有特性而與斷層無關，則可在考慮近斷層效應時針對短週期結構，在
距斷層 6 公里的範圍內，藉由近斷層因子 NA 提昇基底剪力係數上限為
⎛C
⎜⎜
⎝ Fu

⎞
⎟⎟ ≤ N A
⎠m

(3.9)

針對地震甲區(Z=0.33g)內之近斷層第一類地盤，可藉由表 3.1 與(3.7)、
(3.8)兩式計算近斷層正規化設計反應譜係數 C(r,T)，再依據現行規範計算第
一類地盤之地震力折減係數 Fu(R,T)，求得近斷層基底剪力係數，並依(3-9)
式考慮其上限，計算結果如圖 3.10 所示。圖中，實線為考慮上限之設計基
底剪力係數，而虛線則未考慮其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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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近斷層基底剪力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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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討論與建議
1. 沿用台灣現有之 PGA 衰減公式

(

PGA( g ) = 0.02968 × e1.20 M R + 0.1464 × e 0.6981M

)

−1.7348

2. 地震震度分級建議
目前中央氣象局依據強地動網站量測所得之 PGA 值，以等對數間距予
以區分為六級，其中 PGA 值大於 250 gal 以上之地表搖晃程度全部歸屬
於震度六級，然如此次集集地震般之大規模地震，其引致之地表加速度
有許多地區已達 500 - 600 gal，甚至有高達 1g 以上者。因此，將 PGA
值大於 250 gal 以上之地表搖晃程度全部歸屬於震度六級，似乎過於粗
略，也無法反應對建築結構的不同影響層級。因此，建議以 PGA 達 500
gal 為界線，增加震度七級，如下表所示。值得一提的是，此震度分級
完全採用強震儀量測得之最大地表加速度為分級標準，至於結構物之破
壞程度除了 PGA 值外還有其他因素必須考量，兩者間並無直接對應之
關係。
現有震度分級
PGA (gal)
震度
0
≤ 0.8
1
0.8 – 2.5
2
2.5 – 8.0
3
8.0 – 25.0
4
25.0 – 80.0
5
80.0 – 250.0
6
≥250.0

⇒

建議震度分級
PGA (gal)
震度
0
≤ 0.8
1
0.8 – 2.5
2
2.5 – 8.0
3
8.0 – 25.0
4
25.0 – 80.0
5
80.0 – 250.0
6
250.0 – 400.0
7
≥400.0

3. 加速進行中央氣象局強地動網站之土壤波傳性質量測計劃
由於中央氣象局自由場觀測站所處場址地盤之軟弱程度不一，致使震波
在傳至基盤(或露頭)後，被深淺、軟弱不同之表土層放大，並改變其頻
率內涵，再傳遞至地表被強震儀接收。若能正確扣除各測站之場址效
應，則等震度線必能忠實反映出震源效應與路徑效應所應有之輻射圖案
(radiation pattern)，以及測站與震源間之方位(directivity)效應。此不僅對
正確推估該地震之震央、斷層機制、應力降與地震力矩等地震學上之相
關課題有所助益外，亦有助於統計分析耐震工程上所需之硬地盤衰減律
公式。藉由場址效應可判定地盤週期並提供為地盤分類之標準，同時，
對境況模擬與震災損失評估亦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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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地區震區劃分建議
≺ 如 圖 3.3 所 示 ， 將 震 區 劃 分 為 地 震 甲 區 (Z=0.33g) 與 地 震 乙 區
(Z=0.23g)
≺ 台北盆地之最大震譜係數(等加速度平台)由 2.0 提升至 2.5，而中週
期部分則維持為 C=3.3/T，短週期與中週期之分界為 T=1.32 秒。
5. 針對車籠埔斷層附近(地震甲區，Z=0.33g)之第一類地盤實施近斷層設計
地震力
≺ 定義近斷層正規化設計反應譜
極短週期： T ≤ 0.03 秒

短週期：

0.15 秒 ≤ T ≤ T1

C=NA
C=NA(12.5T+
0.625)
C=2.5NA

中週期：

T1 ≤ T ≤ 1.3145 秒

C=1.2NV/T2/3

較短週期： 0.03 秒 ≤ T ≤ 0.15 秒

長週期：
1.3145 秒 ≤ T
T1=[1.2NV / 2.5NA]3/2

C= NV

其中近斷層因子依距斷層距離定義為
距離(km) r≤2 r=4 r≥6 距離(km) r≤2 r=6 r≥10

NA
1.34 1.16 1.0
線性內插求值

NV

1.70 1.30 1.0

⎛C
⎝ Fu

≺

設定近斷層基底剪力係數上限： ⎜⎜

≺

結構動力分析檢核韌性容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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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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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地工程震害調查

4.1 前言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為進行九二一地震全面性勘災調查，邀集各相
關系所師生及單位人員參與勘災調查工作，其中大地工程震災調查組依照
地震引致災害之不同類別分為土壤液化與地層下陷、基礎破壞以及坡地破
壞等三個分項分別進行調查，詳細調查報告請參考文獻[4.1]。但由於結構
物之基礎均埋在地下，再加上許多毀損建築物之基礎均是埋在瓦礫當中，
無法目測檢視，故有關基礎破壞之部分尤其是隱蔽部分之基礎破壞情形已
於第一階段調查結束後，進行第二階段之補充調查，因此於本檢討報告暫
不討論基礎破壞之震害調查。

4.2 震害概述
以下分別就此次地震引致大地工程中之土壤液化與地層下陷以及坡地
破壞震害分別進行震害概述。
4.2.1 土壤液化與地層下陷震害概述

921 集集大地震各地之震度甚大(意即地表 PGA 值甚大)而且延時亦長
(大於 30 秒)故引起多處土壤液化現象，尤其是靠近水系沖積之砂質土壤其
液化現象更是顯著。土壤液化不但因水壓力增加而造成噴砂而且使土壤失
去承載強度造成側向流動致地層下陷，許多建築物及各種工程設施因而受
損。土壤液化引致之震害現象有(1) 房屋倒塌、傾斜、下陷、地板開裂隆起、
側移等損害。(2) 橋墩傾斜、位移及橋面破壞。(3) 堤防、檔土牆的崩塌與
傾覆。(4) 道路與農田之開裂、塌陷及平移等。本次土壤液化與地層下陷震
害調查結果發生前述破壞之震害區域包括台中縣太平、霧峰、大肚；彰化
縣伸港、大村、員林、社頭、彰濱近期回填區；南投縣草屯、南投市、埔
里以及雲林縣斗六、古坑、斗南等地。若將這些震害地點位置套繪於地形
圖上，如圖 4.1 所示，並將東西向之地表 PGA 值套繪結果如圖 4.2 所示。
由圖 4.1 與圖 4.2 之套繪結果可看出液化震害位置均發生在水系沖積之砂質
土壤且地表 PGA 值達到某一種程度後才會發生土壤液化，西部沿海之土層
較斷層附近之土層較易液化，其 PGA 值不需要很大即可達到液化之條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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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附近之土層則需較大之 PGA 值才能達到液化發生之條件。
4.2.2 坡地破壞震害概述

921 大地震之坡地破壞經調查統計整理其發生坡地破壞位置之分佈如
圖 4.3 所示，坡地破壞之分佈範圍由苗栗向南直到嘉義，若同時將本次之車
籠埔斷層及東西向地震 PGA 值套繪如圖 4.4 所示，由圖 4.3 及圖 4.4 可看出
發生坡地破壞處皆發生於山脈經水流切割地形上坡度較陡且地表 PGA 值較
高之地方。但因調查對象主要是沿山區道路進行調查，基本上即是沿著水
系進行調查，故有關發生坡地破壞之處指的是業已經過詳細調查的部分，
並非意味著所有發生坡地破壞的震災點只有這些而已。

4.3 震害原因探討
以下分別就此次地震引致大地工程中土壤液化與地層下陷以及坡地破
壞原因分別進行探討。
4.3.1 土壤液化與地層下陷震害探討
一般而言某一場址之液化發生之可能性以其對發生液化之感受度
(susceptibility)來進行評估。藉由場址內之土壤型態與地質條件，液化感受
度(susceptibility)可典型地區分為五級：非常高、高、中度、低、非常低。
Youd 與 Perkins[4.2]曾藉由場址之沈積過程與其地質年代，提供了一種液化
感受度之評估法則。藉由 Liao，Veneziano 與 Whiteman[4.3]等人之研究工
作，與 National Institute of Building Sciences(NIBS)[4.4]之修正，ATC-40[4.5]
針對各液化感受度區域，建議了導致液化現象的地表搖晃水準，如表 4.1 所
示，並以等效加速度峰值(EPA)表示(EPA 值係 5%阻尼彈性反應譜於等加速
度段之平均譜值除以 2.5 所得之值)其中。可能(possible)液化的 EPA 值表示
當地表運動等效加速度值達該水準時，有 15%或更高的液化發生機率，而
近似 (likely)液化的 EPA 值表示當地表運動等效加速度值達該水準時，有
50%或更高的液化發生機率。因此，若該場址的不同迴歸期之設計地表振動
水準(地震危害度)超過此 EPA 值，則於工程設計時必須考量防範地震引致
之液化現象。
反過來說，利用這次液化震害之實例以及各場址上之 PGA 值，我們可以將
各場址之液化感受度進行分類，例如：西部沿海地區其液化感受度必然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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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此不需要很高之地表 PGA 值即可達到液化，反觀斷層附近之土壤則
需較高之 PGA 值方能達到液化，故其液化感受度較低，若能將上述液化點
進行土壤鑽探，則往後碰到類似之土壤條件即可判定其液化感受度之高
低，若進一步配合地震危害度之分析即可評估其發生液化之風險，若風險
相當高則於設計時必須考量防範液化所引致之結構破壞。前述之液化感受
度亦與土壤沉積年代有關，故本檢討報告將地質圖套繪如圖 4.5 所示。
表 4.1

導致液化現象之地表搖晃標準(參考文獻[4.5])

液化感受度

EPA (g)
可能 (15%)

近似 (50%)

非常高

必然發生

0.15

高

0.15

0.2

中度

0.2

0.3

低

0.4

不必考慮

非常低

不必考慮

不必考慮

4.3.2 坡地破壞震害探討
事實上當斜坡上之滑塊質量因地震作用與重力作用而超過坡度穩定性
時，將引致坡地破壞而導致地基失效，並使結構基礎破壞。開始引發坡度
不穩定的最低地表加速度稱之為臨界加速度，取決於場址之坡度以及土壤
與地質條件。
藉由 Wilson 與 Keefer[4.6] 之研究工作，以及 National Institute of
Building Sciences(NIBS)[4.4]之修正，ATC-40[3.5]針對各坡度與土壤地質條
件，建議了可能(25%或更高的發生機率)引致坡地破壞的 EPA 值如表 3.2 所
示，若該場址的不同迴歸期之設計地表振動(地震危害度)超過此 EPA 值，
則必須考量防範地震引致之坡地破壞現象。
若能利用這次坡地破壞實例之坡度條件以及各場址上之 PGA 值，則可
統計出某種坡度條件下要發生坡地破壞之臨界加速度值，若進一步配合地
震危害度之分析及場址坡度及地質條件即可評估其發生坡地破壞之風險，
若風險相當高則於設計時必須考量防範坡地滑落所引致之結構破壞。前述
之坡地破壞與地質條件有關，故本檢討報告亦將地質圖套繪如圖 4.6 所示。
表 4.2

導致坡地破壞之地表搖晃標準(參考文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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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 (g) at slope angles (25%)
Geological Group

0°-5°

5°-10°

10°-15° 15°-25° 25°-35° 35°-45°

>45°

Dry conditions (Groundwater below level of slope)
Strongly cemented rock
(Crystalline rock and
well-cemented sandstone)

Weakly cemented rock and
soil (sandy soils and poorly

None None None

0.7

0.5

0.3

Any

None None

0.5

0.4

0.2

0.1

Any

None

0.2

0.1

Any

Any

Any

cemented sandstone)

Argillaceous rock (shale,
clayey soil, existing landslides,
poorly compacted fills)

0.3

Wet conditions (Groundwater level at ground surface)
Strongly cemented rock
(Crystalline rock and
well-cemented sandstone)

Weakly cemented rock and
soil (sandy soils and poorly

None None

0.5

0.4

0.2

0.1

Any

None

0.3

0.2

0.1

Any

Any

Any

None

0.1

Any

Any

Any

Any

Any

cemented sandstone)

Argillaceous rock (shale,
clayey soil, existing landslides,
poorly compacted fills)

4.4 檢討與建議
1. 配合 Haz-Taiwan 軟體與工址之土壤地質、坡度條件資料庫，以及本次震
害實例，我們可以獲得本土化之脆弱曲線參數，進而可更準確的進行液
化及坡地破壞之風險評估與損失估計，同時可作為防救災策略之依據。
2. 有關大地工程之設計規範，雖然目前已由大地工程學會訂定新的設計規
範，提供工程界在進行有關大地工程設計時之依據，但新規範並未包含
耐震設計。於此建議宜藉由本次震害事例適度重新檢討該規範，使得未
來在降低基礎受震破壞與土壤液化之影響方面，對於不同震區之結構
物，其結構-土壤互制與基礎抗液化之耐震設計能有所加強。
3. 政府有責任讓民眾瞭解其所處場址之液化及坡地破壞之風險性，故有關
液化潛勢及坡地破壞潛勢圖之研究與繪製宜加速進行推動。
4. 因坡地破壞立即影響交通或威脅居民生命財產損失，因此若發生坡地破
壞應儘速清除路面及邊坡上之堆積土石，同時加強擋土設施及邊坡穩動
的工作，並做好水土保持的工作，避免裸坡受雨水等侵蝕而再次崩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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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量之土石崩落，應考量對邊坡加強保護，可先將危岩剝除並以噴
漿處理，或採取削坡、型框植生等處理方法。堆積於溪中之土石宜儘速
清理，以防豪雨後造成之河川土砂災害，道路路基毀損者，需注意路基
承載力因地震力後土石極為鬆動，需確實夯實補強。至於邊坡或道路修
復困難或將來極有可能產生重大坍方危及居民安全處，則建議居民搬遷
或將道路改道。此外，深山中之大量土石崩落，並無直接災害，但應考
量大量之土石是否可能造成二次災害，如土石流，或礫石堆積河道而影
響下游輸砂平衡。針對坡地災害之重建對策，分別依短、中、長程提出
下列初步建議。
短期初步建議：

(1) 多數破壞之坡地，目前地表裸露、土石鬆散，即易受豪雨沖刷或餘
震再度引起土石坍滑，故對於裸露之邊坡，應儘速以植生或其他簡
易工法加以保護。
(2) 落石破壞在本次邊坡破壞中，佔相當大之比例，且多處落石坡對於
道路交通與安全造成重大影響。對於此類落石波，建議對於邊坡存
留之危岩，儘速加以剝除，較小規模之落石坡則可考慮以掛網噴漿
方式加以保護。
(3) 目前坡地多處仍持續崩落，公路養護單位亦持續清理路面中，惟目
前已有大量崩落土石堆積於道路下邊坡，未加已處理。由於崩落土
石相當鬆散，仍可能由下邊坡再度向下崩落而造成災害，故對於堆
積之崩落土石宜儘速加以清運。
中期初步建議：

(1) 較大規模落石坡道路可以明隧道，落石棚方式加以保護。
(2) 對道路造成重大影響之邊坡，應考慮加以修坡或以其他工程方法加
以保護，以使其穩定。
(3) 部分山區邊坡目前雖無立即危險，但中程仍宜加以檢討，並加強水
土保持工作。
長期初步建議：

(1) 對於可能長期造成災害及不易維護之道路邊坡應考慮局部改線已
徹底改善道路邊坡狀況。
(2) 山區邊坡對於居民造成影響而難以改善者，應考慮加以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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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因土壤液化與地層下陷而導致受損建物的處置應依各建物受損狀況
由專業技師負責進行修復補強工作。一般如果結構受嚴重破壞，則必須
拆除，如果主要結構沒有損傷，可將傾斜下陷之建物以灌漿、托底及基
地土壤改良等方法加以扶正、抬高及補強。如修復費用太高，則可考慮
拆除重建。將來應經由地質鑽探、調查及分析，劃定可能液化地區並經
由 921 地震液化案例所得數據，訂定土壤液化評估準則，以修訂規範。
對可能發生液化地區之新建工程，對土壤液化及其災害之防治，在設計
及施工時應有充足的考量與對策，如基地土壤之改良或使用深基礎等。
921 集集大地震在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和雲林縣等地，共有十三個
鄉鎮傳出土壤液化的災情，而針對上述地區液化復發潛能，國科會正在
評估當中。對液化復發潛能高之危險地區建議以土壤改良的方式，降低
液化復發之潛能，使該地區能回復『適合再居住區』
。由於樁基礎在抵抗
土壤液化之表現相當良好，故可考慮在結構物基礎打設基樁或進行土壤
改良工作。土壤改良之幾種可行性較高之施工方法有：
(1) 灌漿固化工法
為避免地下水位下砂土在地震時，產生液化現象，可藉由土壤灌漿
方式，將土壤的孔隙，局部或全部以固態之灌漿材料填充，如此始
可減低或是消除砂土液化之可能性。
(2) 以排水樁消散孔隙水措施
打設礫石樁或是排水管道液化潛能高之土壤中，以提供地震激發之
孔隙水壓力之排除，將能減少砂土液化之可能性。
(3) 基礎托底
土壤液化後，土壤瞬時失去承載力，造成建築物之沈陷和傾斜情形，
也可直接以基礎托底的方式來處理，利用小口徑基樁撐住建物基礎
可提供上部結構支承力，避免建築物傾斜或是沈陷。
6. 由於基礎之破壞多以局部個案為主，因此有關基礎受損部分之修補工
作，宜以復健方式進行。由本次震災調查所歸納出之基礎震災類型，可
對爾後復健和重建之設計和施工方法的選用，提出以下原則性之建議。
(1) 復健(修復、補強)之安全基準應加以研選
a. 基礎復健之耐震安全標準與上部結構一致性之檢討
b. 基礎復健之耐震安全標準與符合新訂耐震規定之可行性
評析
(2) 復健之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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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復健方法及施工過程應不得使結構物損害程度加劇
b. 全面檢討所採復健方式之經濟性、可靠性、耐久性及施
工可行性
(3) 復健之施工方法
a. 基礎結構損害與基礎地層破壞(液化、滑動、錯動後沈陷)
之處置對策應明確釐清，以利研訂施工重點及方向
b. 依基礎損害原因、破壞型態研選施工方法
c. 基礎結構修補及基礎地層強化可相互為用
(4) 重建之設計方針
a. 審慎考量斷層錯動帶之地層錯動效應對基礎安全之影響
b. 依新訂之耐震設計規範設計基礎結構及強化基礎地層耐
震強度

7. 本次震災中擋土牆之倒塌與當時用來設計分析之地震力係數不夠有關。
另外，有些擋土牆之傾倒破壞係因牆後土壤液化而將擋土牆推倒。未來
重建時，應考量提高震災區之擋土牆的設計地震力。但在提高設計地震
力後，所需配合執行之擋土牆措施加強和安全監測系統之設置等，亦是
待解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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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土壤液化災害分布與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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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土壤液化災害分布與東西向最大地表加速度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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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坡地破壞分布與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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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坡地破壞分布與東西向最大地表加速度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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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土壤液化災害分布與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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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坡地破壞分布與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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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築物震害

5.1 前言
這次烈震導致數以萬計的建築物、道路、橋樑和民生管線設施等遭到
破壞，成千上萬的民眾受困災區等待外界的救援。二千多條寶貴的生命被
奪走了，其中大多數是因房屋毀損倒塌而罹難。經由此次慘痛的教訓，希
望能喚醒國人對建築物耐震設計、施工與管理維護的重視，避免違法違建、
壏墾壏建的情況發生，才能徹底根絕危險建築物的存在。
由於本次烈震主要為車籠埔斷層與雙冬斷層錯動所引發之淺層地震。
車籠埔斷層在竹山至豐原間為逆衝斷層，東邊的上盤逆衝至西邊的下盤上
方，平均垂直位移約兩公尺，且愈往北垂直位移愈大。過了豐原轉向石岡
方向，斷層錯動的機制變為左移斷層，錯動的幅度更擴大至左移十公尺，
垂直位移四公尺。因屬逆衝斷層，在斷層東側地區的地層由於厚度薄，較
西側地區容易破碎。當地層變位引致建築物基礎毀壞時，上部結構將倒塌
或傾斜。除震央附近的南投縣及台中縣市等地區有嚴重的災情外，連位於
百餘公里遠的台北縣市亦無法倖免於難。數十棟住宅或商業大樓在這次烈
震中倒塌毀損，造成嚴重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依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死
亡人數總計達二千餘人，同時有八千餘人受傷，全倒與半倒房屋多達一萬
餘棟。許多民眾被迫逃離住所，另擇空曠處搭建帳篷或臨時棚架避難。

5.2 震害概述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受行政院指派，統籌協調震災調查工作，共分
九大組。建築物震害調查部份，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協調國內地震工程的
專家學者，配合上百位博、碩士班的研究生，共同參與建築物震害調查。
主要目的是希望經由普查方式，瞭解此次烈震所造成的建築物損壞情形、
原因、特性、數量及地理位置分佈概況等，供行政院災後重建委員會擬定
政策時的參考。調查結果除可作為日後建築物耐震、防震措施與相關法規
制訂的研究與探討外；對於正在推動執行的 Haz-Taiwan 計畫也有助於提供
相關的建築物損害評估參數。
本項普查作業依行政區及建築物毀損之初步統計數量，以鄉鎮市為單
位，將調查區域劃分為 18 個分區，邀集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華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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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興大學、台北科技大學、台灣大學、台灣科技大學、成功大學、交
通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逢甲大學、雲林科技大學及朝陽科技大學(依
筆劃順序)等國內 13 所大專院校，土木工程相關科系的師生共同參與調查工
作[4.1]。主要調查內容分為基本資料、損害狀況及軟弱層破壞描述等三部
份。為方便調查工作的進行，受調查之建築物以「棟」為單位，因此獨棟、
連棟或集合住宅之公寓大廈等，如屬同期建造、同一建築結構型態，皆只
列為一筆調查紀錄。其次，為使調查人員對建築物損壞程度之判斷一致，
因此訂定建築物受損程度判別基準表，將調查重點界定在受輕度破壞以上
之建築物。
作業方式為一張調查表填列一筆調查資料，並配合拍攝三至四張相片
解說，同時於地圖上標示建築物所在位置。各校於民國 88 年 9 月底展開現
地調查工作，總計動員師生千餘人次，完成蒐集之受損建築物共計 8773 棟
(筆)。所蒐集之資料除以資料庫格式儲存外，為瞭解震災中建築物的地理位
置分佈情況，將受損建築物的位置標示於 1/5000 比例尺的電子地圖上，使
調查結果可作各種統計與查詢等應用。
在資料庫建置完成後，建研所即分別依照行政區域別、樓層別、構造
別、建造年代別、用途別、平面形狀別及立面形狀別等，進行建築物震害
單項統計分析與交叉分析。並於電子地圖上，依照損毀建築物之構造別及
損壞程度等，瞭解其分佈情形及其與斷層帶之關係。然而在調查過程中，
由於建造年代及平面尺寸大多無法精確獲得，致使部份調查表內的欄位沒
有填寫，因此，供做各項統計分析的有效樣本數會有差異存在。
依樓層及構造別之統計結果顯示，三層樓以下之建築物受損情況嚴
重，約佔總調查筆數的 80 %。扣除土造、木造及磚造等老式建築物後，其
比重仍有約 40 %。以建造年代別之統計結果發現，民國 63 年以前完工之建
築物，在本次烈震中損毀者佔有效樣本數之 42 %；民國 64 至 71 年間完工
之建築物佔 24 %，民國 72 至 86 年間佔 28 %，民國 86 年以後占 6 %。從
建築物震害分佈圖觀察發現，大部分受損建築物分佈在車籠埔及雙冬斷層
兩側各約六公里範圍內。依用途別，住宅與住商混合佔 80 %以上，而南投
縣與台中縣的醫院、學校和政府機關，可能由於斷層經過，受損情形相對
的較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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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震害原因探討
本次烈震造成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可歸納為(1)建築物鄰近斷層或土
壤發生液化現象，導致基礎開裂或不均勻沉陷；(2)老舊建築物未經耐震設
計或設計不良，耐震能力較差；(3)鄰近建築物因樓層高度不一，樓板與鄰
屋之樑柱系統互相碰撞；(4)底層挑高、開放空間設計、隔間牆被不當敲除
等因素，形成軟弱層；(5)設計不良、施工品質不佳；(6)使用與管理不當等
因素。部份可歸咎於天災，但人為因素實在是引起重大傷亡的主要媒介。
以下依調查結果探討建築物損害的原因。
5.3.1

建築物鄰近斷層或土壤發生液化現象，導致基礎開裂或不均勻沉陷

本次烈震中有重大災情的南投縣竹山鄉、名間鄉、南投市、草屯鎮，
台中縣霧峰鄉、太平鄉、潭子鄉、豐原市及台中市大坑鄉等地均位於車籠
埔斷層帶附近。南投縣集集鄉、鹿谷鄉、中寮鄉及台中縣東勢鎮、新社鄉
等則位於雙冬斷層附近。依據調查分佈圖顯示，在車籠埔斷層兩側六公里
地區的建築物受損嚴重，約佔總調查筆數的六成。
推究其原因，除斷層錯動引致斷層線明顯之垂直向位移外，斷層東側
地層因處於西側岩盤上方，受地殼擠壓較容易破碎，造成建築物基礎開裂
或不均勻沉陷。在斷層附近雖有許多建築物嚴重毀損或倒塌，但也有許多
的房屋雖受到相同震度的搖撼，但仍然毫髮無傷。其區別除建築物本身的
耐震能力外，應歸因於建築基地所在地層是否穩定，以及建築物所採用的
基礎型式。如果建築基地所在地層沒有變位，或有些微變位但基礎型式可
以承受因地層變位所引致的內應力，則該建築物大致都可以安然無恙。
當烈震發生時，各地都會感受到地殼的劇烈震動，建築物在作耐震設
計時多已考慮所需的韌性容量，因此即便部份結構構件損害，也因應力重
新分配，整體結構系統不致於倒塌。可是地層破壞所造成的永久位移如果
過大，卻非人力所能抵抗的，譬如石岡壩，雖然設計建造時的安全係數高
達 7 以上，仍然無法抵抗大自然的力量即為最佳例證。
一般民宅之基礎型式，尤其是鄉村地區的加強磚造房屋，多屬獨立基
腳的型式，當地層有垂直或水平錯動時，各基腳分別位移即容易因結構系
統變形而損壞。反觀採用筏式基礎且妥善設計施工的獨棟住宅，即使位於
斷層正上方，因斷層錯動而嚴重傾斜(圖 5.1)，上部結構仍無明顯損害。即
使財物有所損失，相信不會有重大傷亡情況。基於這項觀察，在斷層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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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築物雖然需要適度提高其設計地震力，但更重要的是選擇適合的基礎
型式，如筏式基礎，確保基礎不會在斷層錯動時毀壞，則依現行規範設計
施工的上部結構應可承受烈震的搖晃。其次，由石岡壩的損害可知當連棟
建築物過長時，不但斷層經過的機率加大，一旦真的有不均勻沉陷或隆起
時，連棟建築物的基礎必有某一處會毀壞，將影響建築物內人員的安全。
因此應合理限制連棟建築物單向的總長度。同時為避免建築物嚴重傾斜時
翻倒，應合理限制建築物的高寬比。
此外，地層劇烈搖晃常導致建築基地所在之土壤液化，承載力隨之消
減，使建築物整體下陷或傾斜。本次烈震中員林鎮百果山麓、大里市區內
即有大批建築物因土壤液化而損壞。工程地質探勘與土壤動態特性試驗是
早期預知土壤液化潛能分級的不二法門。

圖 5.1 台中縣一江橋旁的民宅，因位於斷層附近，雖已嚴重傾斜但上部結
構與基礎仍無明顯損害
5.3.2

老舊建築物未經耐震設計或設計不良，耐震能力較差

根據建築物震害調查結果，民國 71 年以前建造者約佔 60 %。早期由於
缺乏建築物耐震設計的知識與技術，相關的設計施工規範遠不及目前的技
術水準，造成烈震時大部分的土造、木造與磚造等老舊建築物，因缺乏韌
性又無足夠的耐震強度而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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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磚造為台灣地區特殊的建築結構型態，在鄉村地區極為普遍，如
果經過妥善設計施工也可以抵抗烈震的搖晃。但由於加強磚造本身的鋼筋
混凝土構架不具韌性，無法承受側向變形，脆性的磚牆須充當結構構件的
一部份。其次為配置供水、排水與電力管線，扁平的鋼筋混凝土柱內常佈
滿許多塑膠管，減小混凝土柱的承載力。當它作為商業店鋪使用時，一樓
沿道路方向的牆壁也可能被拆除或忽略，形成軟弱底層。在災區常有整條
街的一樓全部塌陷，但二樓以上卻安然無恙，即是軟弱底層造成的。
圖 5.2

5.3.3

不同時期興建，但互相
搭接且共用一面磚牆的
加強磚造型式建築物，
在地震時，不具韌性的
樑柱系統無法承受額外
的荷重倒塌，鄰房也因
此受到牽連。

不同時期建造的建築物所引致的問題

相鄰的建築物為減少柱子所佔空間以增加店鋪寬度，常共用一面磚牆
和樑柱系統，且因不同時期興建，後期建造的房子直接依附前期建造的房
子(圖 5.2)，但鋼筋搭接位置與長度大都不合規定。尤有甚者，在原本為兩
層樓的建築物，可能加蓋到四、五樓以上，或增設其它附置物，更增加建
築物潛在的危險性。
相鄰建築物因基本振動週期不同，在地震時可能互相拉扯、擠壓、碰
撞而損害或倒塌，此種現象在老市區尤其嚴重。建築結構的基本振動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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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材料、重量、高度有關。在老市區因建造年代差距久遠，樓層高度參差
不齊，相鄰建築物又缺乏適當的安全間距，因此較易發生鄰屋碰撞現象。
最常發生的損害狀況是一側建築物的樓板撞擊另一側建築物的柱子 ( 圖
5.3)，由於樓板的勁度通常較大，導致相對脆弱的柱子因受撞擊而毀壞。如
果其它柱子無法承受額外的軸力與彎矩，將發生連鎖反應而使整層建築物
倒塌。
一般中、小學校舍或教室由於經費編列的限制和隨班級數目的擴增，
常有不同時期興建的教室緊鄰隔壁，由於交界面處理不當常有碰撞、漏水、
不均勻沉陷或樓板龜裂等問題。

圖 5.3
5.3.4

因鄰屋碰撞而倒塌的實例

底層挑高、開放空間設計、隔間牆被不當敲除等因素，形成軟弱層

理論上，開放空間的設計符合建築美學的原則，也可提高社區的生活
機能或商業大樓的雄偉氣勢，如經適當結構耐震設計，應可兼顧美觀與安
全的要求。但在實際的案例中顯示：開放空間的結構設計較一般規則性建
築物的結構設計複雜，如無專業結構技師的設計，並配合完善的審查程序，
常因設計上的疏忽與施工不良發生災難。
具平面與立面規則性建築物，在地震時能將地震輸入的能量均勻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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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柱、樑、牆、版等抗橫力結構系統，由結構整體的變形消散地震輸入的
能量，因此具規則性建築物通常較為耐震。反觀開放空間設計的主要問題
是：當有某一層樓的牆壁因美觀或功能的需求被完全捨棄，或為配合開放
空間的要求而挑高時，部份樓層的強度與勁度明顯低於其上下樓層，稱為
軟弱層。地震時，軟弱層因輸入的地震力無法有效傳遞至上部樓層，因而
發生應力集中的現象，產生巨大變形而破壞(圖 5.4)。
其次，具開放空間設計的大樓常有短柱和短樑的現象，譬如開放空間
之樓層的電梯間或樓梯間周圍的樑柱與牆壁，相對於該樓層的其它樑柱具
較大的勁度，因此於烈震時須承受較大的地震力而先剪力破壞。
其它因樑柱系統或隔間牆被不當拆除，以作為商業賣場、辦公處所，
為增設地下室的停車空間或休閒設施，將最重要的剪力牆拆除或開孔，都
可能造成軟弱層，降低建築物的耐震能力。

圖 5.4
5.3.5

一樓開放空間設計的大樓在地震時倒塌的實例

設計不良、施工品質不佳
其它建築結構設計不良或施工品質不佳，概可歸類如下：

(1) 柱斷面過小導致鋼筋排列過密，除不利混凝土的澆置施工外，鋼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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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之握裹力也無法發揮。尤其加強磚造的建築物，通常僅有一個
磚頭的寬度，造成建築物的抗震能力不足。尤其是大量的管線置於混
凝土柱中，導致混凝土的有效斷面積減小。施工時，塑膠管擺放位置
通常偏向一側，致使軸力與彎矩強度同時降低。地震時混凝土柱在反
復運動中，混凝土塊將破裂後一一剝離掉落(圖 5.5)。

圖 5.5 因埋置大量管線且主鋼筋錯位都會造成強度減弱、混凝土破裂剝離

(2) 台灣地區由於酷熱多雨，街道附設騎樓是本地建築的特色之一。
在這次烈震時有許多具騎樓的建築物倒塌，推究其原因是與道路
平行的牆壁量不足，致使該方向的耐震能力遠低於另一方向。解
決之道是加強與道路平行方向的勁度與強度，而非禁止騎樓的設
置。
(3) 進行結構分析時，忽略非結構牆的存在，造成實際行為與分析結
果有所差距。其次，理論上非結構牆並不承擔剪力，但實際上非
結構牆仍能增加該樓層的勁度，同時也增加重量。如果不當拆除
隔間牆有可能造成上下樓層的勁度差距過大，形成軟弱層。
(4) 學校教室因短柱效應而破壞的現象極為普遍。通常的原因是勁度頗大
的窗台緊鄰混凝土柱，使混凝土柱的有效長度變短而勁度變大，地震
時將被迫承受過大的剪力而破壞。尤其依台灣地區的施工習慣，主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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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搭接位置正好是窗台的高度，在該處極容易因受集中荷重而斷裂(圖
5.6)。設計時窗台與混凝土柱宜預留空隙，使同一層樓的混凝土柱具
有相同的強度與韌性。

圖 5.6

學校教室因不當的窗台設計與施工細節，常造成短柱效應而破壞

(5) 高寬比小的大樓，為增加側向勁度，常設置剪力牆以抵抗地震力。欲
發揮剪力牆的功能，剪力牆必須由下而上連續，且避免開孔，以便地
震時上部結構的側向力能經由剪力牆傳遞至基礎。為承受所有上部結
構的側向力，在剪力牆連結基礎的地方須特別設計以承受側向力造成
的巨大彎矩。如果為方便地下室停車位的增設或車輛的通行，任意敲
除必要的剪力牆或開孔，將嚴重影響結構安全。
(6) 部份倒塌的建築物採用懸臂式走廊設計，卻未特別考慮垂直地震力的
動態放大效應、或考慮整體結構物在振動時的穩定性，致使地震時因
邊柱斷裂而倒塌或傾斜。高寬比大的建築物應避免採用懸臂式騎樓。
一般中、小學的教室如採懸臂式走廊設計，則在垂直於走廊方向的靜
不定度減少，且通常建築物的高寬比過大，容易因一、二根柱子損害
斷裂即造成坍塌傾斜。
(7) 未按圖施工，鋼筋搭接長度不足，搭接位置不當或同位搭接；鋼筋間
距不足，混凝土保護層不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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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箍筋間距太大，未採用 135°彎鉤，造成圍束力與抗剪力不足。
(9) 鋼筋量及混凝土強度不足，為縮短工期而使混凝土養護時間不夠，鋼
筋不在正確位置致影響其抗彎矩強度。
(10) 監工之專業知識或經驗不足，或營造廠向技師借牌，專任技師不負責
任，未參與營造廠之施工技術指導，致施工品質不良。
5.3.6

使用與管理不當

建築物於完工後屋主常任意變更其隔間或用途，致使結構系統無意中
遭到破壞或與原先設計不符，可能形成軟弱層而易發生災難。頂樓違法加
蓋、增設廣告招牌或水塔等，也容易因載重增加或不均勻載重而損害。

5.4 檢討與建議
5.4.1

儘速檢討震區劃分、近斷層設計地震力與場址效應

由這次震災經驗，吾人注意到原本歸為弱震區的南投縣、台中縣等地
區，在這次地震中仍有大部份的建築物能倖免於難，可見現行耐震設計規
範與技術已與世界其它先進國家同一水準，但吾人也應體會到地震的不確
定性與破壞力的可怕。由於以往缺乏長時期的歷史性地震紀錄，對活動斷
層的確切位置與相關屬性也模糊不清，在擬定震區劃分時確有困難之處。
這次地震著實超出專家的意料之外，暴露出吾人對自己生存環境的陌生。
除應勘查其餘可能發生錯動斷層的位置與屬性資料外，也應即時檢討現行
有關震區劃分的方式、近斷層之設計地震力、與場址效應等相關課題。
在震區劃分方式上，由於種種不確定因素，太多的分級並無實際意義，
但不分級或固定極少數的震區也無法明確告訴一般百姓那裡是強震區，那
裡是中震區，那裡則介乎其中(或許台灣已無弱震區)。建議在震區劃分上，
應明確指明強震區與中震區(各有固定的震力係數)外，中間的模糊地帶以內
差方式明訂各鄉鎮市的震力係數。如此可避免僅一街之隔，卻有差距過大
的設計地震力。其次，有了明確的強震區與斷層線位置後，近斷層設計地
震力才有明確的適用區域。
雖然在震區劃分上不必太細，但場址效應卻須各地區仔細研究調查。
以台北盆地為例，雖可列為同一震區，但實測地震紀錄與理論分析都指出：
台北盆地各地區的反應譜形狀與場址效應差異極大。建議妥善利用中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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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局強地動觀測計畫所收錄的資料，配合地質探勘資料，研擬適當的場址
效應與土壤類別。
5.4.2

限制近斷層建築物的基礎型式、連棟建築物的單向總長度和高寬比

由於斷層附近的地層可能因錯動而有垂直向不均勻落差，尤其是逆衝
斷層的上盤，因此斷層附近的建築物所採用之基礎型式必須受到限制，確
保在斷層錯動時仍能承受上部結構的荷重而不毀壞斷裂。為避免斷層錯動
時因槓桿原理引致過大的彎矩應力，須限制斷層附近連棟建築物的單向總
長度不得超過某一限度，譬如三十公尺。其次，為防止建築物嚴重傾斜時
翻倒，應合理限制建築物的高寬比。上述各項限制宜與斷層距離相關，兼
顧百姓的權益與安全。
5.4.3

建立工程地質探勘資料庫

理論上，地質鑽探資料為建築物設計與施工時的基本資料，但實際上
除低層建築物未作地質鑽探外，高層建築物雖按規定提供地質鑽探報告，
但卻可能流於形式。應落實建築基地之地質鑽探作業流程，並以整合地理
資訊系統，建立工程地質探勘資料庫。由於地質鑽探並作土壤動態試驗需
一筆不小的經費，建議由公共工程做起，舉凡道路、橋樑、隧道、各種管
線與設施的設計、發包、施工等階段所作的地質鑽探及試驗，必須將所得
結果彙整事權單位並建立資料庫。除達資源共享的目的外，可提供應用與
學術研究寶貴的資料，譬如建立切合實際的土壤液化潛能圖。
5.4.4

應嚴格限制建築物互相搭接；總高度或樓板不在同一高度時，相鄰
兩建築物應有安全間距

為避免新舊建築物因搭接不良，韌性容量不夠引致樓板坍塌，應嚴格
限制後期興建的建築物搭接既有的建築物。緊鄰的兩建築物須妥善處理界
面，避免地震時互相影響。兩建築物總高度差距過大或樓板不在同一高度
時，應預留足夠的安全間距，避免地震時互相碰撞。
5.4.5

推動公有及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的耐震評估與補強

由這次烈震時有許多學校和公有建築物倒塌的事實，很慶幸烈震是發
生在深夜，否則有更多的學生和百姓將處於危險的建築物裡。痛定思痛之
餘，應儘速推動公有及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的耐震評估與補強，確保學校、
醫院與防救災體系能在地震後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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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結構設計分析時應考慮 5.3 節對震災原因的探討，避免重蹈覆轍

5.3 節所述為一般建築結構設計、施工和管理維護時常犯錯誤的原因與
探討，吾人應汲取本次烈震之慘痛教訓，探討地震時建築物損害的原因與
改善的策略。
5.4.7

學校建築應注意事項
除一般建築物應注意事項須遵守外，學校建築須注意下列各項：

(1) 不同時期建造的教室應有適當安全間隔，避免地震時直接碰撞。以天
橋相連的地方須注意伸縮縫的設計，除避免落橋外，應防止地震時因
卡住而影響兩側建築物的結構系統。
(2) 增加垂直於教室走廊方向的靜不定度，除走廊外柱不要省略外，可以
考慮雙走廊設計或在教室隔間牆的中央增加柱子。
(3) 沿教室走廊方向的窗台與鄰柱、其它非結構牆與樑柱相接處等，應以
軟性填充物隔開，避免短柱、短樑效應。在長向的兩端增加剪力牆或
其它抗橫力系統以提高長向的勁度。
(4) 在斷層附近的教室應考慮特殊的基礎型式(如筏式基礎)，同一層樓避
免四間(含)以上教室連在一起，並限制總高度。
(5) 台灣地區潮濕多雨，屋頂防水工程須特別設計，避免日後需加蓋鐵皮
屋以防止漏水。排水系統由於管線較多最好採用明管，給水與電力系
統則最好經由管線間，不要埋置於鋼筋混凝土柱內。
5.4.8

加強專業技師證照核發制度，加重設計與施工者的責任，並落實雙
方之監督機制

雖然受損嚴重的建築物有部份可歸疚於天災，非人力所能抵抗的，譬
如建築物的基礎位於斷層附近的破碎帶，因隆起或走山而引起的毀損。但
無可諱言的，有些原本應安全無虞的建築物，卻在無預警的情況下迅速倒
塌，致使住戶無法及時逃難，如台北縣的博士之家、台北市的東星大樓等。
如何制定訂法規，加強專業技師證照核發制度，加重設計與施工者的責任，
並落實雙方之監督機制，實為當務之極。
5.4.9

推動一般建築物的震災保險制度，以全民的力量落實保險的精神
台灣位於地震活動頻繁的地區，地震為無可避免的天然災害之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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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地震的不確定性與可怕的摧毀力量，如果單靠政府編列特別預算在災後
發放救濟金，終非長久之計。有必要推動建築物的震災保險制度，以全民
的力量落實保險的精神。
5.4.10 推動「地震災害損失評估與境況模擬方法—Haz-Taiwan」計畫
目前正在推動執行的「地震災害損失評估、境況模擬方法與架構—
Haz-Taiwan」計畫，應整合相關領域的學者專家和實務界的精英，共同研商
如何整合並落實地震工程研究的成果，不要再以學術掛帥忽略應用研究的
可貴。其次，建築物震害調查的統計數值，如能配合各地區各類建築結構
型態的總數量，可提供各類建築物易損性曲線研究。
5.4.11 杜絕非法、減少災難由教育民眾著手
違章建築與山坡地的壏墾壏建，起因於一般民眾缺乏防震與水土保持
的正確觀念。如何加強一般民眾，尤其是鄉村地區，對建築物之正確建造
方式、使用與維護的知識，才能杜絕非法建商不當的推銷手法。同時應教
育民眾如何防震、如何選擇優良建築物等。
5.4.12 檢討審查作業方式與須審查的對象
在這次烈震中有許多十層樓左右的大樓倒塌，其中大多數可能都與地
下室的設計施工不當有關。由於建築法規並未要求五十公尺以下的規則建
築物須通過結構審查，使這些大樓成為漏網之魚。如何改善高層建築結構
的審查作業方式與須審查的對象，以減少不肖建商投機取巧的機會，也是
日後相關權責機構應重視的問題。

參考文獻
[5.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999，「921 集集大地震
建築物震害調查初步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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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橋梁、道路及交通設施震災

6.1 前言
於九二一地震後，由本中心結合台灣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北科技
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淡江大學、逢甲大學、
營建研究院、中華顧問工程司、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等數十位學者與專家，
針對中部五縣市（台中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與雲林縣）之道路與
橋梁進行災後普查。並完成了一詳細報告「921 集集大地震橋梁及道路設施
勘災」[6.1]。本文主要摘錄其部分重要調查結果，並針對橋梁嚴重損害原
因加以探討，及提出相關建議。

6.2 震害概述
調查結果顯示，在近千座橋梁中，大部分橋梁並未受損，但有將近 20%
之橋梁受到不同程度之損傷（如圖 6.1 所示）
，其中有 20 餘座因主要結構桿
件嚴重受損或落橋，而被列為嚴重損壞。不同損壞模式之分布情形如圖 6.2
所示，其中以橋梁附屬設施（如護欄或路燈等）
、橋台及橋面板損壞之比例
最高。嚴重損傷橋梁之名單如表 6.1 所列，其橋齡從不到一年至三十多年不
等，除貓羅溪橋及尚未完工之集鹿大橋外，結構系統大多為簡支梁。由圖

6.3 可看出，大部分嚴重損壞橋梁完工日期為民國 76 年以前（我國之「公
路橋梁工程設計規範」於民國 76 年，方把耐震理論之觀念納入）
，達 68%。
若將嚴重損壞橋梁依其地理位置，分佈情形如圖 6.4 所示；可發現大部分之
嚴重損壞橋梁均很接近於車籠埔斷層或甚至跨過該斷層。
此次集集大地震總計受損的公路路線數為 55 條；其中由公路局負責養
護的共有 43 條路線，受損地點共有 711 處；其中造成交通阻斷的公路則共
有 33 條。因此，在主要災區所包含的南投縣全境及台中縣部分鄉鎮之對外
聯絡道路全部中斷，如圖 6.5 所示。除了橋樑斷落之外，其餘大多由於地層
在斷層處隴起，造成公路斷裂；或因為在此區有許多為山區公路，皆有邊
坡及落石問題；因此，遭到落石坍方阻斷或路基塌陷流失以致交通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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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嚴重損壞橋樑列表

橋名

位置

完工年份

橋型

石圍橋

台3線

1994

PCI

25

75

落橋

長庚大橋

石岡鄉

1987

PCI

25

300

落橋

東豐大橋

台 3 線 1962/1988

PCI

26

572

主梁/橋柱

碑豐橋

石岡鄉

1991

PCI

25

300

落橋

一江橋

縣 129 線

1972

RC

11

264

落橋

PCI

34.7

624

落橋/橋柱

烏溪橋

台 3 線 1981/1983

跨距(m) 總長(m) 主要破壞模式

貓羅溪橋

台3線

1999

名竹大橋

台3線

1990

PCI

25

700

落橋

集鹿大橋

集集鎮

1999

Cable

150

300

橋塔/支承

桶頭橋

縣 149 線

1980

PCI

40

160

落橋

光龍橋

中市

1986

PCI

28

56

橋面/橋台

廣德橋

中市

1977

PCI

20

60

落橋/橋柱

北坑橋

縣 129 線

1959

RC

5.7

5.7

橋面/橋台

龍安橋

縣 129 線

1986

PCI

35

280

橋柱

乾峰橋

縣 136 線

1986

PCI

25.6

184

橋柱/橋台

炎峰橋

台 14 線

1984

PCI

35

455

橋面/橋柱接頭

普濟橋

台 16 甲

1979

PCI

35

105

帽梁

新溪南橋

縣 127 線

1994

PCB

50

500

橋柱/支承

延平橋

台3線

1986

RC

13

78

橋台

信義橋

台 21 線

1981

RC

29

180

橋柱

龍門大橋

投 53

1982

PCI

40

480

落橋

鯉魚大橋

投 53

1988

PCI

39

546

支承

磨坑一號橋 台 16 線

1996

PCI

14.6

14.6

橋台

磨坑二號橋 台 16 線

1996

PCI

40

40

橋台

1992

PCI

橋面

RC

液化/橋柱

大峰橋

中 105

萬崙橋

員林鎮

Steel/RC 8 跨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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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柱接頭

損傷橋樑百分比
輕微與中度
受損
1 7 .0 8 %

嚴重受損
2 .5 6 %

無受損
8 0 .3 7 %

圖 6.1

損傷橋梁百分比(摘錄自[6.1])

60

54

52
47

50

數量

40
30
20

20
10

16
12

9

16

15

19

10

1. 落 橋 4.6%
2. 橋 面 24.2%
3. 主 梁 6.2%
4. 支 承 8.2%
5. 帽 梁 5.2%
6. 橋 柱 10.3%
7. 基 礎 7.7%
8. 橋 台 26.8%
9. 進 橋 版 8.2%
10. 地 層 錯 位 9.8%
11. 附 屬 設 施 27.8%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破壞種類

圖 6.2

破壞種類比例圖(摘錄自[6.1])

嚴重損傷橋樑與完工年份關係
1995年 以 後
16%
1987~1995
16%

圖 6.3

1987年 之 前
68%

嚴重損傷橋梁與完工年份關係圖(摘錄自[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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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九二一大地震受損嚴重橋梁分佈圖

57

圖 6.5

921 集集大地震交通阻斷路線圖(摘錄自[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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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震害原因探討
造成橋梁受損嚴重之原因，不外乎以下兩個原因：外力太大與結構系
統耐震能力不足。從圖 4 所示，可知此次地震所造成之最大地表加速度可
達 1G，而斷層附近之最大地表加速度大部份均超過 300gal，此已超過規範
之要求(230gal)。另外，由於斷層之錯位量非常大，造成許多跨過斷層破裂
面橋梁之落橋（如石圍橋、長庚大橋、碑豐大橋、一江橋、烏溪橋、名竹
大橋、桶頭橋），或造成橋台破壞（如延平橋、北坑橋）；這是依目前規範
設計所無法抗拒之破壞。
而就結構系統而言，由下部結構往上部結構之順序探討。液化造成基
礎受損（如萬崙橋、新溪南橋、廣德橋等）
。由於箍筋不足（符合當時之設
計規範，但不滿足最新規範要求）
，造成橋柱剪力破壞（如烏溪橋、桶頭橋、
東豐大橋、信義橋等）
。橋柱與上部結構接頭設計不夠保守，而造成接頭處
損壞（如炎峰橋、貓羅溪橋等）
。由於無防落設置，而造成落橋（如龍門大
橋）
。由於止震塊嚴重受損，而造成主梁移位及橋面開裂（如東豐大橋、普
濟橋等）
。因橋梁結構未完工，橋梁系統不完整而受損（如集鹿大橋、中二
高部分高架橋）。

6.4 檢討與建議
雖然九二一大地震對台灣中部地區之交通設施造成了重大損失，但由
於台灣西部之主要幹線，如中山高速公路、台一線、台十七線等均位於車
籠埔斷層以西且距離較遠，因此並未造成台灣全島交通之癱瘓。災區內之
損害橋梁及道路；由於交通部公路局之努力，在災後 3 小時內派出勘查受
災狀況之勘災人員，並迅速回報受災狀況；由受災狀況來判定搶修工作，
並直接派遣工程隊及僱用當地之工程包商，馬上進行搶修工作。搶修目標
在於達成可供小汽車通行為主。若無法在短期間內達成搶通之目標，則研
擬替代路線。因此，於災後三星期內，33 條交通阻斷之公路已有 32 條搶通
完成，只剩台 8 線中橫公路。
然從救災角度而言，由於缺乏整合，除了公路局之道路搶修，有其原

59

本完整之通報系統外，其餘救災指揮單位及災民或救援車輛，則是一邊靠
問路，一邊靠叩應電台反應，或者問出來的人那邊的狀況，來了解路況。
若能比照國外工作法先以直昇機繞過所有的道路，有系統的在第一時間播
放全區路況及由電視播放地圖的話，可以較全面讓民眾及救災單位知道所
有的道路及災區聯外交通之狀況。
未來應建立地震救災交通管理系統，作為主要的交通應變措施，其應
包括下列功能[6.1]：

(1) 建立「救災緊急交通行動體系」，將之納入全國防災體系之中。包含勘
災及緊急搶修制度。並由地方層級之交通行動小組實際作業。且與救災
指揮體系相互分工合作，成立「救災交通指揮中心」。
(2) 建立「救災道路通行狀況資訊蒐集系統」，其應有一平時經過演習訓練
之巡查小組人員編制，各巡查小組之編制人員應包括路工及交通管理專
才，以便當場決定修護原則及交通管理措施。並且其應具備獨立之無線
電通訊系統。
(3) 應有完整之交通管理系統，針對救援路線之確認，將之就不同之需求分
類提供行駛路線方式進行管制，針對救命、救火及維生與探災活動分別
提供資訊，以免災民與交通管制人員衝突。
(4) 應進行各地區之救災交通路線及起迄配送計畫，包含事前規劃，事中應
變，事後調整之機制。並且包括緊急措施，臨時應急措施及長期措施分
類進行。
(5) 交通資訊之通報與發佈建立系統性及完整性統一發佈與通報制度，以免
資訊不完整引起誤解及混亂。且此一資訊應區分災區內與災區聯外，及
災區自救與外來救援方式加以系統化分類。
(6) 建立以鄉鎮區為單位之防災道路體系，除了提高防災道路及橋樑之耐震
外，應考慮各起迄點之間的路網替代方式。
(7) 以救災交通管理觀念取代交通維持觀念，建立救災交通管理系統及編製
救災交通管理作業手冊。
(8) 公路與橋樑之勘災與搶修，應配置交通工程與管理專業人才，以便適時
將交通系統功能納入搶修救援之中。
(9) 應將貨運物流業在救災期間之主動義務或被動聘用方式，結合救災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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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廢棄物之集中與配送制度，善用原有之良好的物流體系。也有利於彙
集經驗及管理運送過程及確保績效。

(10) 對於地方客運應設置對口單位，統一聯絡窗口，將之納入救災體系之
中，以協助災民運送，救援物資及人員運送，中小學生上下學接送，對
於交通管制路線給予特許通行或優先通行。協助其購置中小型車輛，針
對災區緊急救援及特殊服務路線使用。並且可以直接與公路搶修單位及
軍警管制單位協調以確保營運路線之可行及安全。
從此次橋梁震災受損模式與原因中，暴露了國內目前斷層資料不足以及
耐震設計規範不盡周詳之事實，同時亦對國內既有橋梁之耐震能力提出了
警訊。為提高國內橋梁耐震能力，以下工作建議立即進行：

(1) 未安裝防落設置之橋梁，應儘快增設。
(2) 斷層線之調查與確認－目前台灣地區已知有 51 條斷層，為其確切位置與
活動週期有待進一步確認。
(3) 橋梁耐震設計規範之檢討：
a. 震區之重新劃分及加速度係數之調整：由於車籠埔斷層原被歸類於
第 2 級斷層（12.5 萬年內有錯移者），因此，該斷層並被納入原先
之地震危害度分析。現應修正該危害度分析，重新劃分震區及調整
水平加速度係數。
b. 近斷層橋梁地震分析之研擬：近斷層之地震力特性與目前規範所設
者有明顯差異，其垂直向最大加速度有可能超過水平向者（例如石
圍橋附近），而且由於斷層破裂機制，易造成近斷層區內地表移動
歷時在極短距離內即有明顯差異；因此，多支承運動對橋梁之分析
則愈顯重要。
c. 經過斷層橋梁設計策略之研擬：經過斷層之橋梁，在斷層錯移下，
勢必面臨非常嚴厲之考驗。以工程設計理念而言，可採讓其嚴重損
害，而於災後易於修復之設計理念；但亦可以配合隔震設施及特別
之設計，讓該橋可忍受斷層錯移。
d. 對於止震塊設計之檢討：此次地震中止震塊受損情形嚴重，甚至有
些止震塊並未完全發揮作用；究其原因，可發現止震塊之尺寸與強
度設計不足為主要原因之一，但現有規範並未對止震塊之尺寸加以
限制，實有待改善。
e. 考慮建立重要橋梁外審制度之可行性：可避免設計不當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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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提昇施工階段之耐震考量：以降低施工階段之地震災害。
g. 宜釐清耐震設計理念，不同橋梁系統結構，其構件破壞次序應為
何？例如，簡支梁橋應以防止落橋為最大設計目標，其破壞順序或
可為支承墊先損壞，再於橋柱產生塑角，而防落措施應盡量避免完
全破壞。其破壞時機，宜配合未來功能設計法之需求作進一步之研
究。
(4) 加速進行既有橋梁之耐震評估及補強：政府應制定重要橋梁分級制度，
儘速建立既有橋梁耐震評估之優先順序。進行詳細橋梁耐震能力評估；
並進而進行必要補強措施[6.2]。尤其是針對民國 76 年以前設計者及橋墩
基礎因河床沖刷或盜採砂石而裸露嚴重者。
(5) 針對跨過斷層或在斷層附近之橋樑，且為災後緊急交通聯絡網之必要橋
樑，維護單位應有一套針對落橋之緊急修護計劃，如災後復舊應急橋
(Prefabricated panel bridge)之設計圖及施工計劃，以因應落橋後之緊急交
通搶通要求。
，或近(跨越)斷層
(6) 針對橋型或結構特殊者（於規範規定須做動力分析者）
者，建議安裝地震反應監測系統及落橋預警系統，監測其耐震行為，以
回饋設計分析，並反應於規範之修訂。

(7) 宜推廣設置隔震及消能元件之設計理念[6.3]，並參考美、日之隔震消能
設計規範建立我國之相關規範，以利工程師於設計時，對問題有更多之
解決方案。

參考文獻
[6.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1999，
「921 集集大地震橋梁及道路設施勘災
報告」。
[6.2]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1998，
「橋樑耐震補強準則」
。
[6.3]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1997，「公路橋樑耐震設計規範之補
充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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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維生線系統震害

7.1 前言
本章震害調查項目包括上下水道、天然氣、電力、電信、輸油管線等
維生系統。這次地震規模極大，對於維生系統之衝擊，主要集中於沿台三
線公路之市鎮，以及台中都會區、埔里鎮等。損壞形式許多為伴隨樓房、
道路破壞而造成之管線、接頭損壞（上下水道、天然氣幹管）
，部份為耐震
性不良造成之直接損壞（淨水廠、污水處理廠、油槽、加油站）
，以及部份
因斷電而失去機能（市內電話、行動電話）者。維生線系統受災情形雖然
嚴重，但尚屬可忍受範圍內；唯一的例外是電力系統，台電 345KV 超高壓
線路受損 28 條，以及中寮開閉所的嚴重破壞，造成台灣地區歷年來最大規
模之斷電事件，除台電本身之直接損失極為慘重外，全國間接之經濟損失
更是難以估計。
本章之震害概述及震害原因探討，其內容主要依據施邦築教授所主持
之「921 集集大地震維生線震害調查報告」[7.1] 所綜整而成；建議事項則
參酌該報告之建議，並以災後復建之需要及地震工程之角度加以補充。

7.2 震害概述
7.2.1 上下水道系統
7.2.1.1 上水道系統（自來水）
與民生用水息息相關的自來水系統在地震中毀損嚴重，造成大台中地
區全面停水的狀態。自來水公司於災區約有 114 萬用戶，以台中縣市停水
用戶數佔最多，斷層線附近之管線系統毀損狀況極為嚴重。表 7.1 及表 7.2
分別為上下水道設施損害統計及自來水停水供水率。本節震害調查主要含
淨水廠及管線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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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上下水道系統設施損害統計表
項目
淨水廠
污水廠

總數
55 座
6座

受損數 未受損數 損害率
備 註
9.1% 以台中縣市、南投縣、苗
5座
50 座
50.0% 栗縣為主，已調查完成
3座
3座

表 7.2 自來水公司停水供水率統計表
區處別 供水地區

用戶數

9 月 28 日 10 月 4 日 10 月 15 日 10 月 28 日
供水率
供水率
供水率
供水率
60.8%
97.8%
98.5%
99.8%
四區 台中縣市 約 74 萬戶
54.6%
61.8%
85.5%
99.0%
四區 南投縣 約 11 萬戶
93.1%
96.6%
100%
100%
十一區 彰化縣 約 29 萬戶
7.2.1.1.1 淨水廠
共有 5 座淨水設施在此次地震中受損，尤以豐原第一淨水廠最為嚴重。
淨水廠之毀損部份主要有：

A. 儲水池之伸縮縫損傷及壁體裂縫引起漏水、儲水池上蓋塌下；
B. 膠凝池之膠凝板完全受損；
C. 沉澱池傾斜板破壞、倒塌；
D. 快速過濾池配管破壞、慢速過濾池集水設施破損；
E. 構造物銜接配管處之接頭破損。
7.2.1.1.2 管線
給水管線為重要的輸水脈絡，早期管線因多採 PVC 管，故震害造成的
影響甚鉅。主要管線毀損有：

A. 鋼管破損折斷、PVC 管線折斷、拉長、受壓內縮；
B. 管路大部分接頭脫落，造成管體折斷、扭曲；
C. 水管橋及橋樑附掛管線因橋台移動，造成伸縮接頭扭曲；
D. 接用戶給水管破損相當普遍，尤其是止水栓及分水栓等接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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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自來水公司全力搶修，9 月底已大致恢復供水。截至 10 月 31 日止，
僅剩東勢、石岡及部份偏遠地區尚在搶修，餘已全部恢復供水。
7.2.1.2 下水道系統
災區之污水下水道並不普及，僅石岡壩水源特定區（東勢鎮、石岡鄉）
及中興新村建有下水道系統。主要受損情況為管道之破裂、移位，以及污
水處理廠內設備之損壞。破壞之情形如下：
7.2.1.2.1 污水處理廠
災區有 6 座污水處理廠，由於地震強度過大，導致其中 3 座毀壞。
7.2.1.2.2 污水下水道管道
目前資料僅止於東勢鎮之部份檢測，污水下水道管道之 RRCP（耐酸鹼
鋼筋混凝土管）幹管、VCP（瓷化黏土管）支管受損嚴重，更換率須達 70%。
相關單位正考慮放棄檢測及修復，另以新建方式配合城鎮再造進行全面更
新。
7.2.2 天然氣系統
中部天然氣公司包括：欣中、欣彰、欣雲、欣林、竹名等五家，其營
業區如表 7.3。災區之儲氣槽沒有損壞，而天然氣管線則損壞嚴重，但未引
起火災等二次災害，實乃不幸中之大幸。各天然氣公司之損壞及修復情形
列於表 7.4。
表 7.3 天然氣災損範圍表
公司名稱
欣 中
欣 彰
欣 雲
欣 林

竹 名

營

業

區

台中市
台中縣豐原市、東勢鎮、石岡鄉、新社鄉
雲林縣斗六市、斗南鎮、虎尾鎮
台中縣大里市、霧峰鄉、太平市、烏日鄉、潭子鄉
彰化縣員林鎮
南投縣草屯鎮、中興新村、南投市、埔里鎮
南投縣鹿谷鄉、竹山鎮、集集鎮、名間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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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1 欣中天然氣公司
台中市由於多處房屋倒塌、道路下陷，造成多處管線斷裂漏氣，所幸
並無任何因瓦斯漏氣造成二次災害之事件發生；除管線受損外，儲氣槽並
未受損。該公司現在有整壓站 25 座，管線計 1,228.7 km，遍佈台中市各大
街小巷。震災後總計完成本支管 4,500 餘處、共 79 km 之搶修。
調查過程中，得知欣中天然氣公司於 83 年起引進具地震自動遮斷功能
之用戶端微電腦瓦斯表，自 86 年起亦逐年進行 GIS 圖籍資料之建立工作，
這對於二次災害之免除及搶修效率之提升，均已証明有直接的增益；其工
務部門所擬定「災害防救方案即時修復、緊急供應、設備復舊計畫」
，也是
該公司得以順利動員、快速修復的原因。這些平日投資與準備的努力，值
得其他同業的效法。
7.2.2.2 欣彰天然氣公司
欣彰天然氣公司此次地震受災最為嚴重。由於豐原、東勢、石岡、新
社、彰化等地區，多處房屋倒塌與道路扭曲變形，造成天然氣管線斷裂漏
氣。總計管線受損約 181.8 km，經勘查必須更換之比率為 70%。
表 7.4 各天然氣公司損壞及修復統計表
公司別

欣
欣
欣
欣
竹

中
彰
雲
林
名

管線
管線
管線
用戶數
總長度 受損長度 受損率
（m）
（m）
1,227,763
32,510
2.7% 216,362
870,461
181,795 20.9% 68,926
173,221
11,549
6.7%
7,130
861,726
590,873 68.6% 86,979
95,422
10,800 11.3%
195

停供
戶數

15,047
23,304
4,799
60,288
57

停供率

6.7%
33.8%
67.3%
69.3%
29.2%

7.2.2.3 欣雲天然氣公司
欣雲天然氣公司在地震發生後，立即關閉斗南貯氣槽總氣源，以及各
倒塌大樓開關。因受鄰近祥瑞大樓危樓影響，公司被迫暫遷斗南中興路貯
氣槽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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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4 欣林天然氣公司
欣林天然氣公司此次地震受災亦極為嚴重。其中大里市、員林鎮等地
多為大樓傾斜倒塌、路面破損，導致輸氣主幹管漏氣、支管斷裂，以及部
份減壓設備損壞；而草屯、中興新村、霧峰、太平、埔里、南投市等地，
則因路面隆起或下陷、大樓倒塌、集中住宅沉陷或毀損，造成中油供氣幹
管斷裂、欣林公司輸氣主幹管斷裂。
7.2.2.5 竹名天然氣公司
竹名天然氣公司由於所在地竹山鎮電訊及電力中斷，乃遷移至名間鄉
赤水倉庫之臨時救災中心。地震造成名竹大橋斷裂，致附掛之 6 吋輸氣鋼
管斷裂；此管線為供應竹山、鹿谷、集集之主幹管，斷裂後造成該三鄉鎮
斷氣。
7.2.3 輸油系統
中油的受損狀況比其他單位算是輕微，僅有儲油槽頂板與加油站損壞
較為嚴重。
7.2.3.1 輸油設施

(1) 鐵砧山礦廠： T-4 凝結油油槽變形；
(2) 新竹油庫：S-6 油槽外浮頂扭曲變形、S-16 油槽頂板與壁板焊縫開裂；
(3) 台中油庫： TC-08 柴油槽頂板受震凹凸嚴重、TT-102 汽油槽槽內浮板
下沈至油料中。
7.2.3.2 輸油、氣管線
台中西屯至草屯 4 吋與 8 吋天然氣管，受地震擠壓斷裂於烏溪橋南側。
7.2.3.3 加油站
中油在災區所有加油站計 597 站，嚴重受損者有 12 處加油站，損壞形
式多為雨棚之柱裂或倒塌。
7.2.4 電力系統
台電沿中部山區震央向外輻射之各電廠、變電所、輸電塔線、配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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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等多處嚴重毀損、倒塌或傾斜，損害相當廣泛。其中 345KV 超高壓線路
受損 28 條，以及中寮開閉所的完全損壞，致使輸電系統中之嘉民、龍崎等
超高壓變電所與中北部斷聯，是造成中電及南電北送發生癱瘓的直接原
因，全台彰化以北地區完全斷電，其結果為台灣地區歷年來最大規模之斷
電事件，全國直接及間接經濟損失難以估計。圖 7.1 所示為台電 345KV 超
高壓系統與損壞線路示意圖。
7.2.4.1 發電部份
7.2.4.1.1 水力發電部分

A. 日月潭之水社壩出現數條縱向裂痕，頭社壩之培厚區下陷；日月潭之進
水口武界壩，通往 6 至 11 號排洪門之隧道崩塌，另開關場邊坡崩塌，
配電線路嚴重損壞；

B. 德基水壩左岸鞍部有龜裂現象，壩底廊道滲水嚴重；
C. 大觀電廠 345KV 開關場，中寮一、二路套管及比壓器受損嚴重；
D. 大甲溪流域之青山、谷關、天輪及馬鞍等分廠 161KV 開關場設備損壞
嚴重；天輪超高壓 345KV 斷路器及二組主變壓器受損；

E. 萬大電廠之 161KV 開關場受損嚴重；
F. 明潭電廠平壓塔邊坡崩塌嚴重，另鉅工分廠平壓塔及隧道龜裂。
7.2.4.1.2 火力發電部分

A. 台中火力發電廠：各機組均有主汽輪機或飼水泵驅動汽輪機之安全膜片
破裂、爐管破裂、管排及煙道拉裂、背樑變形等不一之損壞；

B. 深澳火力發電廠：3 號機之主汽輪機安全膜片破裂；
C. 協和火力發電廠：2 號機之主汽輪機安全膜片破裂。
7.2.4.2 輸變電部份
7.2.4.2.1 345KV 超高壓變電所

A. 中寮：開閉所所有設備均嚴重損壞，不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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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天輪：整所變電設備嚴重受損。

圖 7.1 台電 345KV 超高壓系統與損壞線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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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2.2 161KV 變電所

A. 埔里：第二主變壓器電抗器掉落、第三主變壓器漏油、69KV 油斷路器
5 台噴油、11KV 油斷路器 4 台噴油；
B. 中市：第四主變壓器套管位移、第五主變壓器套管斷裂。
7.2.4.3 輸電線路部份
輸電鐵塔與線路受創嚴重，造成南電無法北送，其損害統計如表 7.5 所
示。
表 7.5 輸電鐵塔與線路震災受損一覽表
輸 電 鐵 塔
線 路 鐵塔
鐵塔
構材 地盤龜裂 塔基
其他
合計 受損線路
倒塌
傾斜
變形 或下陷 位移
原因
345KV
1座
9 座 55 座
271 座 19 座
0 座 355 座 28 條
161KV
9座
4座
9座
157 座
4 座 14 座 197 座 30 條
69KV
3 座 16 座
3座
60 座
2座
0 座 84 座 21 條
7.2.4.4 配電設備部份

(1) 電桿折斷 668 根、全倒 723 根、傾斜 2,313 根；
(2) 高壓開關損壞 161 具、地下配電開關類損毀 79 具；
(3) 電線斷線 4,168 條、接戶線斷線 6,935 對、高壓電纜損毀 16,954 m；
(4) 桿變損壞 1,022 具、亭置式變壓器毀損 79 具、計費電表損壞 38,183 具、
地下配電室浸水 7 處。
7.2.4.5 辦公房舍部份

(1) 台中供電區營運處：辦公大樓牆壁龜裂、4 楝宿舍傾斜；轄下控制室、
廳舍，多處有倒塌或大小不等之損壞；

(2) 新桃供電區營運處：轄下控制室、廳舍，多處有牆壁龜裂之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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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投區處：轄下控制室、廳舍，多處有倒塌或大小不等之損壞；
(4) 雲林區處古坑服務所及嘉義區處大埔服務所：梁柱結構嚴重受損。
7.2.4.6 其他
南投區處班員死亡 2 人。
7.2.5 電信系統
7.2.5.1 中華電信公司

(1) 市內電話網路中有 51 個中繼站受損，用戶迴路受損計 198,715 戶，公
共電話 3,881 部故障；

(2) 行動電話基地台總數 3,316 台，99 座受損，受影響用戶數 5.88 萬戶；
(3) 受損房舍、鐵塔須重建者計 5 棟。
7.2.5.2 遠傳電信公司
行動電話基地台總數 2,258 台，124 座受損，受影響用戶數 5.44 萬戶；
7.2.5.3 台灣大哥大電信公司
行動電話基地台總數 2,708 台，59 座受損，受影響用戶數 2.9 萬戶；
7.2.5.4 和信電信公司
行動電話基地台總數 917 台，151 座受損，受影響用戶數 12.76 萬戶；
7.2.5.5 東信電信公司
行動電話基地台總數 404 台，17 座受損，受影響用戶數 0.97 萬戶；
7.2.5.6 東榮電信公司
行動電話基地台總數 741 台，38 座受損，受影響用戶數 0.5 萬戶；
7.2.5.7 泛亞電信公司
行動電話基地台總數 545 台，0 座受損，受影響用戶數 0 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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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震害原因探討
7.3.1 上下水道系統
7.3.1.1 上水道系統（自來水）
由於儲水池、膠凝池、沉澱池、配水池等淨水設施沒有充分的耐震性，
故而此次地震中發生伸縮縫損傷、牆壁龜裂等的結構損壞；早期自來水管
線多採 PVC 管，其韌性較差，管線容易破損折斷；此外，管線接頭無法充
分吸收地震力，使得大部分接頭脫落、扭曲變形。
7.3.1.2 下水道系統
下水道管道常因地層錯動、地表隆起或下陷，使得埋於地表下方之污
水下水道管道破裂、貫穿或突出，造成污水收集及輸送受阻；管道因地盤
之不均勻沉陷而導致管道坡度發生異狀，也極易造成管道毀壞；此外，污
水處理廠內設備之耐震能力普遍不良。
7.3.2

天然氣系統

天然氣儲氣槽及高壓管線幾乎沒有什麼損害，大部分是中壓、低壓管
線損壞；而 80 年代開始使用的 PE 管由於耐震性佳，故比起傳統的鑄鐵管
損壞較少。地震造成天然氣管線破壞之原因如下：

(1) 地盤之不均勻沈陷或位移，導致中低壓管線挫屈；
(2) 建物倒塌或下陷，導致用戶端支管斷裂漏氣與商用天然氣錶鐵殼變形；
(3) 橋樑塌陷，造成附掛管線扭曲斷裂；
(4) 老式螺紋接頭管與管完全固定接合，無法吸收地盤的變位，耐震性較焊
接管差很多，容易造成接頭破壞。
7.3.3

輸油系統

輸油系統在這一次地震中損壞輕微，烏溪橋南端引道之中油所屬天然
氣 8 吋及 4 吋埋管因斷層通過造成彎折斷裂；儲油槽頂板耐震性差而變形；
加油站損害部份多為雨棚柱子破壞而整個塌落，顯見其柱子的耐震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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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電力系統

7.3.4.1 發電廠
發電廠係以較高之耐震標準設計，因此重要的設備並無損毀，只有汽
輪機稍微損傷；
7.3.4.2 變電所
由於地盤強烈振動將固定於基礎之錨碇螺栓剪斷，造成變壓器、斷路
器等之損毀。中寮開閉所則由於地盤強烈振動與填土區土壤液化現象同時
發生，引起基礎移位、下陷，以及設備嚴重損害；
7.3.4.3 輸電鐵塔
輸電鐵塔之設計以風荷重控制為主，因而承受地震荷重之檢討常被忽
略。本次地震由於山區地盤滑動、地坪龜裂，造成 345KV 超高壓輸電鐵塔
大規模損壞。
7.3.5

電信系統

幹線電纜均以管道或大口徑管線埋置於地下，故管道結構常有部份損
傷，而內部電纜則無。造成停話之原因，除基地台或中繼站結構物耐震能
力不足之外，尚有斷電之因素，引致一般家庭電話或行動電話通訊故障。
至於架空配線部份，電線桿常因房屋倒塌、地盤錯動而傾斜、倒塌。

7.4 檢討與建議
7.4.1 整體建議
7.4.1.1 維生線設施之調查

(1) 重要維生線設施土地破壞潛勢之緊急調查
立即根據台灣地區已知活動斷層分佈，以及高土壤液化、山崩潛勢之
區域，調查全國各維生線設施中工址臨近，或是管線、線路穿過這類土地
破壞潛勢較高區域之資料。同時擬定短期對策（一~三年），就是否立即遷
建、改善設計、或替換管線材質等加以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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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維生線普查及其數化資料、圖籍之建立
擬定中期（三~五年）之維生線普查工作，建立全國維生線數化資料庫、
管線線路 GPS 圖籍資料、以及地理資訊系統（GIS）圖層資料等。這些數
化資料、圖籍，將有助於提升事業單位之管理品質與效率；亦將有助於學
術單位研究維生線之社會經濟評估、地震或其他天然災害風險評估、危害
度分析等，以及政府施政及災害應變之決策依據。
7.4.1.2 維生線事業單位防災計劃之研擬
維生線在大規模地震或其他災變下，首要任務為緊急搶修恢復以及避
免二次災害（特別指天然氣與電力）的發生。事業單位應擬具應變準則並
作無預警演習，亦應建立維生線（尤其是天然氣與電力）恢復作業的安全
程序。
7.4.1.3 維生線系統妥善度之加強
利用即時地震測報設備、自動監測技術、自動遮斷系統，可以有效提
升維生線系統之安全性，保護重要設施（如發電廠或儲氣槽）免於損壞。
備用零組件之安全存量、備轉能力（尤其是備用電源）之長時化及可替性、
維生線網路之多重化設計，可以有效降低局部損壞時對系統的衝擊，提升
維生線網路之協調互補特性。
7.4.1.4 共同管道、幹管之推動
根據日本阪神地震震災調查結果得知，共同管道確實較能避免地震之
損害，未來基層建設宜積極推動：

(1) 電線共同溝（Cable Container Box）
有關電線類之供給系統，可於各市鎮之中心街道、震災復建地區、新
開發地區之主要道路等，以及連接緊急防災據點之幹道作重點設置，規劃
電線共同溝以進行電線類地下化。

(2) 維生線管道（Life Line Box）
天然氣管線、自來水管線在震災中，一般而言需要較長之復舊時間。
為提升其供給的安全性，避免修復期所造成道路機能降低，若規劃以維生
線管道將其共同收容，未來將可降低地震災害並迅速恢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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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庫縣提案的維生線管道，基本上係掀蓋式箱型構造與電線共同
溝一併設置在人行道的下方，其具有避免管線重複挖掘回填、道路空間充
分利用、維護容易、構造堅固、價格便宜、工期縮短等優點。
7.4.1.5 新建維生管線設施工址、路線之審慎擇定
台灣地區活動斷層遍佈，維生管線設施工址、路線之擇定必須有更嚴
格之地質評估及審查程序。
7.4.1.6 維生線設施耐震設計、耐震評估準則之建立
國內建築、橋樑之耐震設計及評估準則已陸續完成，政府主管單位宜
繼續就維生線設施，著手推動其耐震設計準則、耐震評估準則之訂定及法
規化工作，未來並定期檢討修訂。
7.4.1.7 維生管線震後快速檢測、補強與修復工法之建立
維生管線是維繫現代文明生活不可一刻或缺之關鍵性機制，地震發生
後必須立即恢復正常運作。故事業單位應建立其震後快速檢測、補強與修
復（包含技術、器具與作業程序）之能力。
7.4.1.8 維生管線設施之地震工程研究

(1) 維生管線設施耐震錨定設計之檢討及隔減震技術之應用
部份維生管線設施，藉由檢討其錨定設計之適當性，即可有效防止地
震可能造成之移位或傾倒。此外，隔減震技術目前已達成熟階段，國外的
應用已極為普遍，事業單位應針對重要機組（如儲氣槽、供電變壓器、通
訊交換機等）
，根據其動力特性選擇可行之隔減震技術加以應用，提高重要
機組之耐震性。

(2) 維生線系統之地震危害度分析
國內維生線設施事業單位普遍缺乏對地震危害度分析（seismic fragility
analysis）之認識，所衍生的系統不穩定、贅餘度不足等問題普遍存在。機
組故障或例行檢修所造成的短期停水、停電、斷話時常發生，大型天然災
害發生時，維生線網路應發揮之協調支援特性亦表現較差。藉由維生線設
施破壞模式之探討，以及潛在地震之境況模擬，可以有系統地評估各種規
模地震的侵襲下可能發生的損壞並事先研擬對策，同時針對其耐震性較為
75

脆弱之環結作必要之增益，以有效降低地震對維生線系統的潛在威脅。
7.4.2 上下水道系統

(1) 上下水道設施若含有毒性化學物質加藥單元，應建立緊急遮斷系統，當
事故發生時即封閉藥品以防毒性化學物質外洩；

(2) 南投上下水道設施多處位於偏僻山區，事業單位應建立自動監測設備，
以提供正確情報系統供應變參考；

(3) 地層錯動已造成自來水取水口的水質、水量及地質改變。建議重新調查
斷層帶附近受損取水口及南投取水深井的現狀，確保飲用水水質。
7.4.3

天然氣系統

(1) 天然氣管線之震害多為接頭鬆脫與扭曲變形，應更換為耐震性高的材料
及柔性接頭，或增加伸縮縫之設計；其中 PE 管的耐震性比鑄鐵管佳，
建議管線逐年編列預算更換；

(2) 建立自動監測及自動遮斷系統，日後若有災害發生時可立即斷氣，防止
爆炸事件發生；

(3) 高危險設備（儲氣槽、加壓站、整壓站等）應全面檢討其耐震及錨定設
計，並於必要時施以可行之隔減震措施以提高安全性。
7.4.4

輸油系統

(1) 對於老舊的輸油氣管線，應選擇更換耐震性高的材料及柔性接頭，或增
加伸縮縫之設計；

(2) 建議位於斷層帶上之設施（加油站、儲油槽、輸油槽等）應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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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電力系統

(1) 短期而言，345KV 超高壓第一與第二迴路位於山區之輸電鐵塔，應立
即加強基礎穩固、防止倒塌；位於斷層帶上之超高壓變電所（如中寮開
閉所），亦應謹慎評估其危險性，決定是否易地重建；

(2) 長期而言，應致力於發電區域化與分散化，避免對超高壓輸變電系統及
長距離輸電線路之依賴；

(3) 電力系統應提高其整體與區域網路之贅餘度，以期災害發生時能迅速恢
復供電、降低衝擊；

(4) 防止大區域停電、提升電力供應之穩定性，為必須立即解決之難題。電
力據點分散化，設置都市型發電所及基載發電所，設備及線路定期更
新，以及鼓勵大用戶自設電力來源，加速電力自由化、民營化等，均為
可行方式。
7.4.6

電信系統

(1) 規劃建立大容量數位微波線路；
(2) 推動光纖電纜化、網路化及通信中心分散化等計畫；
(3) 引入活動型通訊車、可替換電源之交換機，以利迅速恢復通訊。

參考文獻
[7.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1999，「921 集集大地震維生線震害調查報
告」
，調查組召集人：施邦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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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水利設施震害

8.1 前言
台灣中部地區在集集大地震的侵襲之下，除了造成結構物的毀滅性破
壞之外、也引起大規模的山崩與範圍相當廣大的土壤液化，更奪走兩千多
人的性命與造成八千餘人的受傷。其中位於苗栗縣、台中縣、台中市、南
投縣、彰化縣以及雲林縣等地區的水利設施也都遭受到相當嚴重的損壞。
這包括了河堤、海堤、水庫、水壩、攔河堰以及農田水利設施等。另外，
還有多處地點因山崩而發生河道被阻塞的現象，有的甚至於形成新的堰塞
湖。
水利設施的毀損將直接影響到民生用水、工業用水以及農業灌溉用水
的供應，因而勢必會造成生活品質的降低、工業生產的停頓以及農產品的
歉收。而水庫、水壩以及攔河堰的破壞則不但無法達成原來蓄水防洪的功
能，還將嚴重威脅到下游居民生命與財產的安全。至於山崩阻塞河道以及
形成新的堰塞湖則將阻斷原有河道而使水流無法暢通，如一旦潰決更會給
下游地區帶來更為嚴重的二度災害。因此水利設施的復建工作仍是非常重
要的一環，尤其是給水系統的恢復以及下游地區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保障
更是刻不容緩。

8.2 震害概述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奉行政院命令負責統籌協調集集大地震的災害
調查工作，針對地震災害的特性而分為九個調查小組。並隨即於十月一日
召開「水利設施震害調查小組」的第一次工作會議，與會的單位計有台灣
大學、台北科技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中興大學、逢甲大學、成功
大學、屏東科技大學、中興顧問社以及中華民國水利技師公會等。在眾多
專長為土木水利工程的學者與專家的熱心參與下順利組成「水利設施震害
調查小組」
，並公推許銘熙教授擔任小組召集人，負責統籌協調本小組的調
查工作。除了依據專長與地緣的關係完成任務編組外，並進一步研擬水利
設施的相關調查項目為水庫、水壩、攔河堰、堤防、防洪牆、護岸、橫堤、
丁壩、閘門、渠水工（含進水口）
、抽水站、給水路及引水渠（導水路、排
水路、雨水下水道等）等。在搜集及整合相關的調查資料[8.1~8.12]後於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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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完成【921 集集大地震水利設施震害調查報告】[8.13]。
為了便於描述集集大地震對水利設施所造成的震害，特別將水利設施
的受損情形歸納為以下四大類：
【1】水庫、水壩及攔河堰，
【2】農田水利設施，
【3】河堤及海堤，
【4】崩山阻塞河道。
以下將就這四大類來依序概述其受損情形。
8.2.1

水庫、水壩及攔河堰

集集大地震對於水庫、水壩及攔河堰所造成的損壞，除了大甲溪流域
的石岡壩遭到嚴重的破壞外，其餘的受損狀況則尚屬輕微。石岡壩的詳細
受損情形如圖 8.1 所示。

圖 8.1

由上游面檢視石岡壩的破壞情形

大甲溪流域的石岡壩係一鋼筋混凝土重力壩，由於車籠埔斷層由西南
往東北的方向穿過壩址，於是壩體因地層的隆起不均而導致非常嚴重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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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體破壞，如將整個壩體視為是由相同的 21 個小單元所組成，可以發現其
中第 1 個到第 19 個單元分別隆起約 9.8 公尺，而第 20 個和第 21 個單元則
只隆起約 2.1 公尺，因此在第 19 個單元和第 20 個單元之間產生高達約 7.7
公尺的高程差。此一不均勻的隆起遂造成壩體的斷裂，閘門的嚴重受損以
及操作系統的破壞。另外，位於大甲溪上游的德基水庫與谷關壩都是鋼筋
混凝土拱壩，其壩體並未受損，也未發現任何異常的變位、裂縫或滲漏，
而倒是有一些土石崩坍滑落的現象。其中在德基水庫大壩下游落水池的右
岸邊坡以及副壩下游的右岸邊坡發生岩楔滑落；而谷關壩之大壩左岸邊坡
從上游靠近進水口處到大壩的下游段也有大量的土石滑落，除了阻斷中橫
公路外，也幾乎將落水池尾端完全掩埋。事實上，落水池尾端遭土石掩埋
的部份幾達池寬的 2/3。
至於位在濁水溪流域的集集攔河堰則在沉砂池的邊牆部份發生輕微龜
裂而引起滲漏的現象。同樣隸屬於濁水溪流域的日月潭水社壩、頭社壩與
萬大水庫之武界霸則分別發生壩頂龜裂、壩體部份沉陷與壩體輕微受損的
現象。而大安溪流域的鯉魚潭水庫及其附屬結構物也有輕微的損壞。
8.2.2

農田水利設施

為便於敘述農田水利設施的震害，在此將依各個水利會所管轄的地區
來分區說明震害的詳細情形。調查結果顯示此次集集大地震對於苗栗、台
中、南投、彰化以及雲林等五個水利會所管轄的農田水利設施造成全面性
的損壞。主要的破壞有渠道因地層隆起、塌陷或位移而引起的破裂，以致
於造成漏水的現象，而與灌溉及排水系統的相關水工構造物也因地震的影
響而造成結構的損傷。事實上，各水利會光是所有渠道受損的總長數合計
即高達約五萬公尺，而其他水工構造物的損壞如檔土牆、制水門、抽水機
房、護岸、箱涵、渡槽……等等也為數不少。
另外，此次大地震也對部份的給水系統帶來相當嚴重的破壞，主要有
輸水幹管的嚴重扭曲變形或水路的嚴重龜裂，例如南投縣的水里、中寮、
太平頂、霧社、日月潭、德化等地區，在地震後的 10 天間皆因輸水幹管的
無法正常供水，而必須以水罐車來提供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另外，台中
縣豐原淨水廠的清水幹管也發生嚴重扭曲變形，而苗栗永和山淨水廠的水
路也發現龜裂受損的現象。
為了易於明瞭農田水利設施在此次大地震的所受到的損壞情形，特別
完成以下的震害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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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農田水利設施震害統計表
水利會
苗栗

台中

南投

彰化

雲林

設施名稱
擋土牆(公尺)

14

護坡工(公尺)

232

460

內面工(公尺)

551

31,379

制水門(座)

3

5

抽水機房(座)

3

箱涵(公尺)

5

300

1,266

護岸(公尺)

80

渡槽(公尺，座)

1,980
3座

1,572
182 公尺、3 座

隧道(公尺)

7,750

2,820

虹吸工(座)

2

2

攔河堰(座)

1

1

渠道(公尺)

15,687

10,440

23,777

2,200
2

1
80
3座

10,501

13,237

（資料來源：[8.13]）

8.2.3

河堤及海堤

在集集大地震的侵襲之下，有相當多用來保障居民及農作物安全的堤
防發生受損的現象。不管是河堤或海堤皆可發現其主要的破壞模式有堤防
的表面龜裂、堤防的位移以及堤防本身的斷裂等。經過調查發現在濁水溪
流域、大甲溪流域、烏溪流域、貓羅溪流域以及大安溪流域上的多處堤防
以及水門受到損壞；而在彰化縣的沿海部分則發現有海堤及防潮閘門受損
的情形，這也是唯一發現海堤受損的地區。
8.2.4

崩山阻塞河道

在集集大地震的強烈作用之下，有些河道上游兩岸的邊坡因穩定性的
不足而引發大規模的山崩，於是將大量的土石堆積於河道中，進而阻礙水
流的暢通。有的甚至於因滑落的土石實在太過龐大，宛如一天然的土石壩
完全阻塞河道而形成一堰塞湖。此時由於河川上游的入水量因無法適度的
渲洩而被完全蓄積於堰塞湖中，如此一來，堰塞湖的水位勢必因入水量的
持續累積而逐漸升高，極可能造成滑落土石的再一次潰決而造成下游地區
的嚴重災害。目前濁水溪流域的支流清水溪在草嶺附近的山崩阻礙河道的
情形非常嚴重，事實上，清水溪的草嶺段上游已行成一堰塞湖。而在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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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流域的支流旱溪，可以發現從觀音橋到南陽橋之間也因地震而引發山
崩，進而造成河道阻塞的現象。
為了易於清楚看出此次大地震在各災區所引起的山崩阻塞河道的情
形，特別完成以下的統計表。
表 8.2 山崩阻塞河道統計表
崩塌處

初 步 調 查 結 果

1. 山崩所造成的崩坍面積廣達 400 公頃。
2. 崩坍土方約為 1 億立方公尺。
3. 因山崩而形成的天然土石壩其壩高上游為 50 公尺，下游 250 公尺，最
清 水 溪 草 嶺 大寬度為 637 公尺，而總長度則高達 5 公里。
堰塞湖
4. 集水面積為 162 平方公里。
5. 山崩最小高程為 540 公尺。
6. 粗略估計其最大可蓄水容量為 4,300 萬立方公尺。
7. 平均的入流量小於 10cms。
國 姓 鄉 九 份 1.估算其涵蓋範圍廣達 180 公頃。
二 山 韭 菜 湖 2.形成兩個堰塞湖，兩處蓄水容量各為 80 萬與 130 萬立方公尺。
溪 及 澀 子 坑 3.目前水位高程約為 568 公尺與 551 公尺，溢流高程為 580 公尺。
溪堰塞湖
4.現每天以 10 公分的速度上升。
大 甲 溪 支 流 1.初步估算為山崩土石所掩蓋之範圍，其長約為 600 公尺，最高處約 6 公
尺，寬約 30 公尺。
旱溪崩塌處
2.總計土石方約 18 萬立方公尺，
烏 溪 頭 汴 坑 1. 初步估計為山崩土石所掩蓋之範圍，計約長 250 公尺，最高處約 50 公
尺，寬約 150 公尺。
溪崩塌處
2. 總計土石方約 187 萬立方公尺。
此處之崩塌土石完全阻礙大甲溪主河道水流，因此第三河川局緊急派挖土
大 甲 溪 七 星 機開挖出一新河道，以疏通水流，然新河道通水斷面積尚小，因此水流流
況不穩定，但目前無立即性的危險。倘若遇大雨時，可能會沖刷崩塌土石，
山崩塌處
對下游縱貫鐵路山線之樑柱可能有影響，因此對崩塌土石應儘速處理。
（資料來源：[8.13]）

8.3 震害原因探討
集集大地震形成一長和寬分別約為 105 公里與 40 公里的長方形地震破
裂帶，在板塊的錯動與擠壓的過程中，斷層帶地區有些因斷層的逆衝而引
起地盤的隆起，有些則是因土壤的液化而造成地盤的沉陷，是以斷層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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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的地區，幾乎所有的結構物都遭受到毀滅性的破壞。至於不在斷層帶
附近的地區，也會因地震波的傳播而引起地盤強烈的震動，而使得結構物
受到損壞。為了得知此次大地震所引起之各地區之最大地表加速度的分佈
情形，特別將中央氣象局所提供之水平向最大地表加速度的等震線示於圖
8.2 中。

貓羅溪河堤受損

陳有蘭溪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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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50

彰化斷層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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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份二山崩壞處

萬大斷層
霧社斷層
曲冰斷層

烏溪流域

環山斷層

大甲溪流域

水裡坑斷層

大(茅埔 雙)冬斷層

10 km

梨山斷層

大安溪流域

車籠埔斷層

5

屯子腳斷層

0

彰化斷層

旱溪崩壞處

200
150
100

頭汴坑溪崩壞處
5

石岡壩損壞

圖

例

斷層
流域邊界

450
濁水溪流域
400

PGA(E)值(gal)

350

崩山阻塞河道

河海堤
水庫及攔河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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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集集大地震水平最大地表加速度之等震線分佈圖

從圖 8.2 中可以明顯發現沿著車籠埔斷層帶有許多水利設施發生嚴重的損
壞，諸如農田水利設施的受損、河堤表面的龜裂或堤身的斷裂以及多處的
山崩阻塞河道等，而以石岡壩的受損最為嚴重。
8.3.1 水庫、水壩及攔河堰
位於大甲溪流域的石岡壩主要用來蓄水、防洪與提供大台中居民的日
常生活用水，其壩體為鋼筋混凝土重力壩，設計的基本理念係以壩體本身
的重量來抵抗因蓄水而產生的強大水壓力。在此次大地震中由於車籠埔斷
層的經過，在壩址產生高達 7.7 公尺的不均勻地盤隆起，石岡壩因無法承受
如此巨大的變形而在地盤不均勻隆起的交接處發生嚴重的斷裂。事實上，
任何的土木工程結構物都不可能承受這麼大的變形。雖然石岡壩的破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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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直接造成下游地區居民生命的損失，但水壩的毀損其所潛藏的最大危
機即是嚴重威脅到下游地區人民生命與財產的安全。斷層帶所經過的地區
幾乎無堅不摧，因而石岡壩的破壞也突顯出重要的土木工程結構物應遠離
斷層帶的重要性。
8.3.2 農田水利設施
農田水利設施雖然主要以灌排渠道為主，但與其相關的設施則包括有
灌排渠道的內外面工、隧道、進水口、虹吸工、渡槽、護坡、箱涵、抽水
機房與制水閘門等等。其破壞的原因主要來自於因地盤的隆起或地層的下
陷而破裂、土石的崩落而壓毀以及地震波的強烈震動而引起過大的位移等。
8.3.3 河堤與海堤
具有保護河岸與海岸作用的河堤與海堤也有相當多的損傷，較為輕微
的破壞僅在表面造成龜裂，而嚴重的則是發生堤防本身的斷裂。不管是地
盤因逆衝斷層而隆起或因土壤液化而下陷以及地震波的劇烈震動都會直接
造成河堤與海堤的龜裂甚至於斷裂。在加上河堤與海堤一般而言都會綿延
相當長的一段距離，故在長向上相對而言是一較為脆弱的構造物，當然也
就較為容易受損。例如位在濁水溪流域中的漢寶海堤、海埔海堤之水防道
路、潮洋厝堤防、下溪墘堤防、杉坑堤防、下海墘堤防、清水溪鯉魚橋上
游護岸、陳有蘭溪愛國橋上游護坡以及柬埔蚋延平橋下游護岸都是因地盤
下陷而引起的破壞；而大甲溪流域的豐勢橋護岸、長庚大橋護岸、石水嵙
溪護岸、沙連溪中游興隆橋護岸以及沙連溪下游石圍橋附近之護岸則是因
地盤的隆起而造成堤防的斷裂、扭曲或位移。
8.3.4 山崩阻塞河道
從土壤力學的基本理論中可知山崩的主要原因乃在於邊坡的穩定與
否，而邊坡的穩定與否則與土壤本身的凝聚力、抗剪角、含水量以及其幾
何坡度有著相當密切的關係。從表 8.2 的統計表中，可以發現山崩阻塞河道
所發生的地區幾乎都在這次地震中斷層錯動的附近，很顯然劇烈的斷層錯
動破壞了原本穩定的邊坡而造成了大規模的山崩。例如集集大地震使得濁
水溪流域上的支流清水溪，在其上游地區發生嚴重的山崩，崩塌的土石堆
積於楓子崙與草嶺之間。事實上，楓子崙也是草嶺地區以往幾次發生山崩
的主要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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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檢討與建議
這一次的大地震對於水利設施所造成的損壞，主要集中在苗栗縣、台
中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以及雲林縣等地區，而相關受損的水利設
施則涵蓋有水庫、水壩、攔河堰、農田水利設施、河堤、海堤以及山崩阻
塞河道等。造成水利設施受損的主要原因則是逆衝斷層的錯動而引起地盤
的隆起，也同時激發出強烈的地震波，而在地震波的強烈震動下則可能引
起土壤的液化，以致於發生地層下陷的現象。在另一方面，不管是地盤的
隆起或是地層的下陷都足以摧毀水利設施，事實上，水利設施在地震波的
強烈震動下也可能發生毀滅性的破壞。
經由此次的大規模調查對於水利設施的受損情形大致可以得到一個完
整的輪廓，以下將針對調查的結果逐項提出檢討與建議：

(1) 對於水利設施的設計而言，到現今為止國內並沒有特別為此而訂定的
設計規範可供遵循，而是由負責設計的顧問工程公司自行擬定做為設
計的依據。至於水庫的安全評估方面，經濟部則分別於民國七十七年
及七十九年先後頒布【蓄水庫安全檢查與評估辦法】[8.14]及【蓄水庫
安全評估要點】[8.15]供水庫管理單位遵行。從水利設施在這次大地震
中的受損情形以及冀望以後能有效降低地震所造成的災害，實有必要
研定合適的設計規範以供遵循。另外，上述經濟部所頒布的水庫安全
評估辦法或要點，目前正由有關的主管單位重新檢討修正中，俾能使
水庫的安檢工作更臻完善。至於，水庫的安全評估工作則應確實的執
行以確保安全。
(2) 雖然此次大地震對於水庫、水壩及攔河堰所造成的損傷，除了石岡壩
以外，嚴格來講並不嚴重，然而仍有相當多的措施仍可繼續加強。由
於水庫、水壩及攔河堰的潰決對於下游地區的生命與財產將會造成嚴
重的威脅，因此地震後的結構安全評估工作就顯得十分重要。尤其是
對於蓄水量龐大而對於下游具潛在嚴重威脅的水庫、水壩或攔河堰建
議增設強震儀確實監測地震力的大小，並做為震後結構安全評估的一
個重要依據。
(3) 因石岡壩的基礎上升將近 10 公尺，故實際的蓄水區必須重新估算以確
定可蓄水的高度及容量。經初步評估其壩體仍可修復，但因係一鋼筋
混凝土重力壩且錯動斷層經過壩址，因此基礎是否受擾動以及壩體底
部與基礎的接觸面是否遭到破壞將直接關係到壩體的安全性。如果壩
體底部與基礎的接觸面受到損壞則可利用回填灌漿或固結灌漿來加以
補強，並檢驗處理後的凝聚力、抗剪角以及承載力以確認壩體的抗剪、
抗滑安全特性，如仍不夠可考慮其他鎖固方式如預力鋼腱等。
(4) 因斷層的經過而造成石岡壩的毀損突顯出斷層帶是否可以興建大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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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工程的問題，如果無法避免而必須在斷層帶興建則其先決條件應如
何規範以及其設計地震力應如何考量都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先決條件
的考量應是一旦斷層錯動而造成結構物的破壞，其對生命財產的威脅
有多大。就石岡壩的復建工作而言，基本上應另外選擇遠離斷層帶的
地點來進行復建，但因並沒有其他無斷層帶經過且合適的地點，因此
只能選擇在原地進行復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若原地復建後的壩一旦
潰決會對下游造成毀滅性的災害，此時就必須考慮放棄此壩的復建。

(5) 農田水利設施是農業生產的重要命脈，因此一旦遭受地震破壞時，應
即時根據其破壞的程度以及灌溉的需求來決定是否必須立即搶修或稍
後再進行復建，例如正在生長期間的水稻，一旦發生水源中斷則農民
先前的辛勤付出可能將功虧一潰。因此，農田水利設施的管理單位應
根據水利設施的實際破壞程度以及其所影響的範圍來判斷那些水利設
施必須立即搶修或應採取其它的緊急應變措施以降低農產品的損失進
而確保農民辛勤勞動的成果。
(6) 地震造成邊坡的土石崩落而阻塞或壓毀灌溉排水渠道，因此在修復渠
道時，山坡地的水土保持應一起考慮。至於斷層帶的農田水利設施可
考慮以柔性工法來取代，例如渠道以軟管連接。地表的高程可能因地
震造而改變，因而灌溉區所需的灌溉水量以及灌排系統的取水能力與
輸水能力也會跟著改變。故應重新評估受損灌排系統的取水能力與輸
水能力以及所能提供的灌溉水量，以免無法達成復建的目的。
(7) 對於河堤及海堤如果初步調查僅發現堤防表面龜裂則需進一步檢測堤
體的破壞程度，諸如土堤核心與堤防基礎是否受損等等，而來加以研
判表面龜裂的堤防應應拆除重建或是僅修補堤面即可。另外，當堤防
發生斷裂或位移時，則應考慮重建，但應避免在斷層帶重建堤防，倘
若無法避免，則應徹底進行地質鑽探並選擇較佳之工法以及材料來進
行復建。同時，因河床的坡度以及河川的地文極可能因受地震的影響
而改變，因此應進行河川的洪水演算以求得設計流量的洪水位，才能
確保防洪的功能。
(8) 集集大地震在多處河川的上游造成大量山崩，因而阻塞河道影響河道
的通水能力，有的甚至於形成一天然的堰塞湖，然因崩落的土石並不
穩定，一旦無法承受阻絕水量所產生的水壓力時，就會造成再一次的
土石潰決，而嚴重威脅下游地區生命與財產的安全。
(9) 小規模的山崩阻塞河道，因崩落的土石相當鬆軟，對下游有立即潰決
的危險，應立即挖掘排水道以暢通水流。疏浚工作應於雨季來臨之前
完成，以免造成下游河床的淤積與相關水利設施的破壞。倘若無法在
雨季來臨之前完成疏浚，則應對下游的水利設施或橋樑加強保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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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一旦土石潰決極可能形成大洪水，故應對下游低窪地區的土地利
用善加管制以及設置淹水預警系統。對於已形成堰塞湖的大規模山崩
阻塞河道，因崩落的土石量實在太過龐大，勢必無法採用疏浚的方式
來處理。此時應進行堆積土石的邊坡穩定分析，並探討崩塌土石潰決
的可能狀況以及對下游的衝擊。以往草嶺堰塞湖的潰決都是因洪水的
溢堤而產生，因此應開闢緊急疏洪道以降低上游之水位而避免溢堤的
發生。雖然目前的大規模山崩阻塞河道對下游並無立即的危險，但仍
應對渠道進行監測，並且應在下游建立預警系統。另外，可在崩塌土
石的下方放置拋石，以提共額外的支撐力以及減少因沖刷而引起潰壩
的潛在危機；並在下游構築連續攔阻砂土的設施，以防止下游河床因
淤積而減少疏洪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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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醫療與工業設施震害
9.1 概述
本章所稱之醫療與工業設施包括醫院設施、台中港區港灣設施、儲槽、
電廠設施及高科技產業。根據林其璋等人的「工業設施 921 震害報告」
，以下將對各設施分別概述其地震災害、探討其災害原因，並提出檢
【9.1】
討與建議。

9.2 醫院設施
9.2.1 震害概述
醫院設施之地震災害狀況可分成三類：（1）建築結構物無大損害，只
（3）
有少量非抗力結構物受損，
（2）結構物部份受損，大量非結構物受損，
結構物嚴重受損。第一類受損醫院不須撤離病患，並可執行震後醫療救災
工作。第二類受損醫院須要整理院內設施，然後才能執行震後醫療救災工
作，但因非結構物損壞，甚至損及醫療設備及器具，使醫院暫時喪失功能，
以致在地震後最需要醫療救災的 48 小時，南投縣損失了將近 1000 床的醫
療能力。第三類受損醫院必須撤離病患至鄰近空曠地點，無法勝任震後醫
療救災工作。
9.2.2 震害原因探討
除了部份醫院因承受地震力超過設計地震力，而使醫院結構體嚴重受
損外，此次地震造成大部份醫院喪失震後緊急醫療救災功能的主因是非結
構物的受損，例如醫療設備自桌面掉落或其輪式腳座滑動而發生撞擊，也
有因為醫療設備被掉落的天花板或破裂掉落的磚牆擊中而損壞。綜合各種
非結構物破壞的勘查資料，發現造成醫院設施破壞的主因有以下幾項：
（1）在台灣的法規中對於非結構物的耐震要求不夠明確，以致於設計
及施工單位大都不會或不願意針對各項重要裝修材及設備加裝抗震裝置。
醫院中設備大多只依原售廠商規定安裝，並無防震考量，根據調查結果發
現醫療設備若有錨定及加裝橡膠防振器，則能抵抗地震力而不損壞，例如
台中縣大里市菩提醫院地下室的緊急發電機及屋頂的冷卻水塔。
（2）一般人對於結構物受地震力作用的振動行為不瞭解，以致於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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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設施選擇適當地點，並採取適當的抗震措施，例如人們不瞭解：
（a）樓層愈高處振動愈大。
（b）重量大的設備在平時確是比較穩定不易傾倒，但在地震時，反
而由於慣性力大，更易發生滑動或傾倒。
（3）由於結構耐震觀念不正確，經常導致設計或施工上的錯誤。例如
埔里榮民醫院將發電機房設置在動力中心的二樓樓版上，而又沒有做好適
當的抗震措施，以致在地震中因設備破壞，使院內失去電力供應。
（4）許多非結構物的耐震設計方法仍未有系統化的研究成果，以致於
不能提供足夠的耐震設計參考資料，如電梯、不鏽鋼水塔、輕鋼架天花板
等等。
（5）許多昂貴的醫療設備在安置時，未能考慮地震作用下，建築物內
各項非結構物可能對其產生的破壞，以致損失慘重，致使醫院無法發揮震
後緊急醫療功能。
（6）非結構物間的互制關係很複雜，而國內本土性的研究工作尚在萌
芽階段。本次調查發現的主要問題計有：
（a）空調送風機的漏水問題會造成醫療人員、病患及家屬行動上的
障礙。
（b）冷卻水塔之水管破裂會造成水冷式緊急發電機過熱而無法發電。
（c）磚牆的破損會對醫療設備產生嚴重的損害，傷害院內人員，並
使他們心裡產生極大的恐懼感。
9.2.3 檢討與建議
以下依據此次醫院受災狀況，提出檢討與建議如下：
（1）醫院內除了有大量的住院病人在地震中需要照顧及保護，也要在
災後擔負緊急救災醫療工作，因此其結構安全必須特別考量，設計時應瞭
解醫院各設施的功能，藉以適當規劃其結構系統。
（2）針對醫院內各項非結構物及設備支撐的設計及施工，應該要訂定
耐震設計規範。此規範除了要規定醫療設備的減震及錨定裝置，天花板及
磚牆要有適當的設計以防止物件掉落外，更應從整體醫院內醫療系統的觀
點出發，考慮如何避免因某單項非結構物的破壞，而減損醫院的功能，而
非只單獨考慮某一項非結構物的耐震支撐裝置而已。
（3）震後各受損醫院皆積極從事重建工作，主管機關應儘速組成醫院
重建顧問團，以控制重建品質。對於新建醫院應建立結構外審制度，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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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結構與非結構的安全。

9.3 台中港區港灣設施
9.3.1 震害概述
台中港位於台灣中部的砂質海岸，建港工程始於 1971 年 7 月，並於 1976
年 10 月開始營運，其港埠設施包括港口及航道、迴船池、營運碼頭、外廓
堤防、淺水碼頭及漁業專業區等。目前共有 35 座營運碼頭，有重力式沉箱
碼頭及棧橋式碼頭兩種。港埠設施此次的震災，集中在北碼頭區的 1 號至
4A 號五座沉箱式碼頭，主要災害型式包括沉箱外移、沉箱沈陷傾斜、背填
土漏失塌陷，以及碼頭後線部分機具設施損壞等。1 號至 4A 號碼頭共有 45
座沉箱，地震致使每座沉箱發生不均量的外移，碼頭法線尚能保持。沉箱
向海側的最大位移發生於 3 號碼頭末端，約達 1.68 公尺，1 號碼頭末端的
沉箱則約外移 1.47 公尺。而碼頭沉箱沈陷則以 1 號至 3 號碼頭較為嚴重，
最大沈陷量位於 3 號碼頭，約 1 公尺，1、2 號碼頭的沉箱最大沈陷量則約
50 公分，而 4 及 4A 碼頭則約 35 公分。除 3 號碼頭之傾斜率較大外，平均
約 3/1000。碼頭沉箱的位移及沈陷，推測應與碼頭後線背填土區土壤液化
及塌陷有關。1 號至 4A 號碼頭後線為背填土區，係以水力回填方式完成背
填土，大地震發生後，背填土區出現許多的坑洞及砂土流失等土壤液化的
表徵，回填土層本身塌陷達數 80 公分，背填土區瀝青及混凝土面均發生嚴
重的龜裂現象。由於回填土區的塌陷，位於 1 號碼頭的遠東倉儲公司倉庫
發生嚴重的沈陷、崗亭及繫船柱坍陷、後送輸送帶的支架下陷傾斜，而且
鐵路運輸軌道發生凹凸的扭曲現象。3 號碼頭背填土區上的災損與 1 號碼頭
類似，但平行於碼頭的輸送帶全面下陷達 80 公分。2 號、4 號及 4A 號碼頭
背填土區亦同樣的發生漏失、下陷，鐵軌下陷扭曲及繫船柱坍陷等災損。
而 4 號碼頭第二後線台灣糖蜜公司則發生 11 座儲槽扭曲受損，致糖蜜嚴重
外洩。
9.3.2 震害原因探討
由於港區地質屬於河川沖積層，為一深厚沈泥質砂土(SM)與不良級配
砂土(SP)相間的沈積土層，再加上臨海而地下水位高，先天上屬於土壤液化
高危險區，此次地震即造成多處土壤液化，使得重力式沉箱碼頭外移，碼
頭背填土區下陷，進而造成其地面設施因基礎土壤流失而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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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檢討與建議
台中港區的主要震害在於土壤液化，其主因是地下水位高及砂土地
質。由於臨海，要降低地下水位甚為不易，因而斧底抽薪之計是改良地質，
例如採夯實砂樁。另外大量的重力式沉箱的外移亦造成港區地面下陷，地
面設施損壞，因此有必要提高沉箱的穩定性，例如增大重力式沉箱的底面
積。

9.4 儲槽
9.4.1 震害概述
依儲槽型式之不同，可分為中油公司之儲油與儲氣槽、瓦斯公司之儲
氣槽、工業區內工廠之原料儲槽與儲水槽、水泥廠之水泥儲槽、農會及碾
米廠之榖倉及預拌混凝土廠之水泥與砂石儲槽。不同型式之儲槽在大地震
後呈現不同類型之受損狀況，茲簡單歸類說明如下：
（1）大型儲槽：包括中油公司之儲油槽及臺中港區味丹公司之原料儲
槽，其浮頂及槽體頂部均發生明顯凹陷與外凸變形。
（2）瓦斯儲槽：未發生損害。
（3）工業區內工廠之鋼製儲水槽：滿載者因未固定在支承架上而翻覆
損毀，存量較少者則未發生損害。
（4）鋼筋混凝土製水泥儲槽：未發生損害。
（5）鋼筋混凝土製穀倉：未發生損害。
（6）鋼製穀倉：倉儲量超過六成者均發生倒塌損毀，倉儲量較少者除
部份因鄰近滿載穀倉倒塌而連帶倒塌損毀外，其餘則多未發生損害。
（7）鋼製水泥及砂石儲槽：與鋼製穀倉類似，倉儲量超過六成者均發
生倒塌損毀，倉儲量較少者則未發生損害。
（8）鋼筋混凝土製水泥及砂石儲槽：未發生損害。
9.4.2 震害原因探討
綜合震災調查結果，可發現直接設置於地面之鋼筋混凝土儲槽均未發
生損害，其原因是儲槽的重心低，地震引致的傾倒力矩小於儲槽的穩定力
矩。而高架於支承結構之鋼製水泥儲槽與穀倉，如倉儲量超過六成者多發
生倒塌損毀，裝載量低於六成者則多未發生損害，其原因為倉儲量超過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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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儲槽與穀倉具有較大的質量，其引致之地震力造成過大之剪力與彎
矩，使得支承結構損毀，進而導致整個儲槽與穀倉倒塌損毀。而大型儲槽
之浮頂及槽體頂部發生明顯凹陷與外凸變形，其原因為地震力使儲槽結構
與儲存液體產生互制，對浮頂及槽體造成過大之撞擊而變形。
9.4.3 檢討與建議
由此次儲槽的震害，可發現儲槽的穩定性關係其抗震能力。儲槽內容
物較輕者，如液化瓦斯槽、倉儲量未超過六成之儲槽與穀倉，多無損壞。
儲槽較重及基礎穩固者，如直接放置在地面的鋼筋混凝土製儲槽，亦無損
壞。另外內容物為半滿的液體之儲槽也由於地震力引致之激盪造成損壞。
因此對於儲槽的抗震，第一步是增加儲槽的穩定性，降低儲槽的重心，將
儲槽直接放置在地面為原則，若有必要高架，則其支撐結構必須進行耐震
設計，另外對於液體儲槽必須考慮液體與結構互制產生動態水壓之作用。
目前國內儲槽多無設計圖及計算書，更不必說耐震設計，因此中部地區有
大量的儲槽毀於此次地震，未來應將儲槽納入「建築技術規則」管理，並
要求耐震設計。

9.5 電廠及其設施
9.5.1 震害概述
本次地震損壞調查包括大甲溪河系之德基、青山、谷關、天輪及馬鞍
水力電廠，濁水溪河系之明湖、明潭電廠及大安溪河系鯉魚潭士林水力電
廠，火力電廠則有台中火力電廠及通霄火力電廠。各電廠損害情形如下：
（一）水力電廠

1.大甲溪河系
（1）德基、青山、谷關等電廠屬地下鋼筋混凝土廠房，均無損壞發生。
（2）天輪電廠，屬半地下式廠房，為鋼骨鋼筋混凝土造(SRC)，電廠
本体無損壞，部份牆、梁有小裂縫。其他週邊設施部份：渡槽龜裂，主變
壓器碍子掉落， 161KV 開關場地坪下陷三至四公分，碍子嚴重損壞，
345KV 開關場地坪下陷三至四公分，排氣管歪斜，碍子掉落。另導水渠道
渠壁龜裂，有滲水情形；堤頂及護坡崩損，沉砂池及溢流道損壞。
（3）馬鞍電廠，屬半地下式廠房，為鋼骨鋼筋混凝土造(SRC)，電廠
本体未損壞，惟發電廠房每個機組單元間廠房之伸縮縫破壞，垂直伸縮縫
移位 2 公分，#1 及#2 機組間 SRC 柱相對位移 0.5 公分，但不影響結構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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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另輕鋼架天花板變形。廠外壓力鋼管移位，地坪下陷 8 至 10 公分。設
施損壞部份：發電機組設備之一號與二號壓力鋼管與水輪機間之伸縮接頭
分別被拉開 2 公分及 1.6 公分；二號壓力鋼管與廠房外牆交接處包裹材料脫
落，有地下水滲漏，另因廠房每個機組單元間伸縮縫拉開，導致裝機平台
吊車軌道輕度變形；二號變壓器固定螺栓損壞，二次側出口端開裂漏油，
下池接近閘道處之道路崩塌 70 至 80 公分。

2.濁水溪河系
明湖、明潭、鉅工等電廠均屬地下鋼筋混凝土電廠。明潭辦公大樓混
凝土牆出現剪力裂縫，輕鋼架天花版損毀、掉落。發電廠房部份：廠房機
組單元間伸縮縫有部份拉開。設施損壞部份：頭水隧道過河段鋼管支承受
損。明湖、鉅工等電廠未見有損壞情況。

3.大安溪河系
鯉魚潭士林發電廠，屬地下鋼筋混凝土廠房，整体移位 3 公分，吊車
軌道變形，但未見損壞。
（二）火力電廠

1.台中火力電廠
（1）整個廠區下陷 1-2cm，約為 1-2 年之沈陷量，但由於還算平均，
沒有影響。
（2）汽機房、主控大樓、鍋爐房均為鋼構造，未見結構体損壞，但#7
鍋爐機本身汽牆管中度破壞，#1、#3 ~ #6 鍋爐汽牆管亦輕度破壞，#8 鍋爐
因壓力過大造成些微膨脹，並導致鍋爐外鋼梁彎曲。
（3）四號煙囪約在一半高度處有六根拉力桿件（連接煙道與煙囪 RC
外壁）斷裂：此乃由於煙道懸吊於 RC 外壁，因此約在一半高度處相對位移
最大。
（4）電解室、GIS 房、FGD 控制大樓、脫水機房、運煤系統、生水泵
房、飛灰儲倉等均為鋼筋混凝土構造，除 GIS 房伸縮縫附近輕微開裂，餘
皆無損壞。
（5）抽水機房、排灰泵房、石灰儲存房等均為鋼骨構造，亦未損害。
（6）#1 ~ #8 循環水渠道多處開裂，特別是在渠道彎道處，嚴重破壞並
影響發電。
（7）出水導流堤沉陷 1.1 ~ 3.8cm，二渠道間因土壤遭淘空導致路面下
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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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霄火力電廠
未見因本次地震引致之損害。
9.5.2 震害原因探討
（1）所有水力地下電廠及半地下電廠建於堅實岩盤上以及火力電廠結
構体建於基樁上，均未損害。
（2）大部份屋外設備損害均因烈震引致伸縮縫及屋外地坪沉陷，地盤
移位所致。
（3）天輪電廠 161KV 及 345KV 開關場因烈震引致碍子搖晃厲害互相
碰撞破壞。
（4）馬鞍與明潭電廠均屬非結構性破壞及移位。
（5）台中火力電廠鍋爐汽牆管因烈震晃動厲害導致破裂，循環水暗渠
彎道處因應力集中在該處而致破壞，出水導流堤亦因基底海砂部份被淘空
而沉陷。
9.5.3 檢討與建議
（1）本次地震震度超出設計地震力，且地(岩)盤錯動，但由於所有水
力地下電廠及半地下電廠建於堅實岩盤上以及火力電廠結構体建於基樁
上，以致電廠結構体均未受損，但其相關附屬設備卻損壞致無法發(供)電。
（2）宜加強各相關附屬設備之耐震、減震、隔震考慮及其零組件備品
儲存，如鍋爐支撐及 345KV 碍子之減震設計及增加備品等。
（3）有關循環水路之設計，於彎道部份儘可能採伸縮縫分段設計。
（4）各水庫管理局及電廠應建立安全評估辦法（含地震事件），於事
件發生後可立即應用此辦法進行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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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高科技產業
9.6.1 震害概述
由地理位置與產業特性，高科技產業分為兩大類，即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及位於中部斷層沿線附近之高科技工業區。損害情形如下：
（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此次災變後，在國科會政策主導下，園區管理局與園區科學工業同業
公會立即共同成立災變危機處理小組，由科管局負責指揮救災與復建工
作，而公會負責水電油氣之供需協調，使大部份廠商皆能儘速復機、復工。
早在 9 月 25 日已全面恢復園區供電 50 萬千瓦。初步估計，產業受損主要
在於晶圓廠，約新台幣 118 億元，而其餘資訊電子產業則只有輕微停工損
失。建物之損害主要在於非結構性的破壞—牆面開裂，僅少數有梁柱裂縫。
損壞之種類與模式包括天花板掉落、大理石牆面剝落、RC 牆開裂、隔間牆
裂縫、梁接頭剪力裂縫、梁與樓板交接處開裂及建築物間伸縮縫開裂。儀
器機台之損害包括石英內管破裂、石英外管破裂、加熱器損壞、加熱器內
管彎曲變形、石英座破損及爐管外管開裂等。
（二）中部斷層沿線附近之高科技工業區
與車籠埔斷層之距離，台中加工出口區(位於潭子)約為西方 2~2.5 公
里、大里工業區約為西方 1 公里(包含太平工業區緊鄰斷層)及南崗工業區(位
於南投市)約為西方 2 公里。整體而言，潭子加工出口區之震害損失輕微，
造成廠商較大損失之因素並非地震直接造成之廠房、設備損失，而是地震
間接引起的停電導致產量損失及因延遲交貨之合約罰款和國外訂單減少。
反之，大里及南崗工業區之震害損失程度及範圍則較大。以工業區內所有
廠房所受震害來看，大里及南崗工業區內皆有廠房之結構體遭受嚴重破壞
甚至局部倒塌者，尤其部份大里工業區內廠房與住家合併，導致部分出現
軟層破壞者皆需拆除重建，但亦有鋼結構及新建 RC 結構廠房無明顯結構損
壞。
9.6.2 震害原因探討
新竹科學園區的高科技廠房此次震害主要在於非結構物件的破壞，例
如易脆的石英管、管線因過度振動而損壞，但園區高科技廠之致命打擊應
仍在於停電。長期的電力缺乏與無法自力供電常會導致高精密與無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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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遭受破壞，這種損害則不是短期內可恢復的。另外建築物間之伸縮縫開
裂亦多見於園區，其原因為高科技廠常依製程來分建不同建築結構，而各
製程間又須聯絡，因此，常以短距離之伸縮縫連結各結構。而各結構物間
又常具有不同高度，或不同勁度之幾何配置，使得地震來襲時，會因結構
物不同振動周期而互撞，輕則伸縮縫開裂，重則鄰接牆面之加勁鋼柱因撞
擊效應而彎曲。至於其他工業區的震災，除了停電、停水問題外，就是不
良的結構設置遭受嚴重破壞或局部倒塌。
9.6.3 檢討與建議
（1）科學園區高科技廠房常具有多棟連結之特性。有時，相連結之各
廠房間之伸縮縫不夠大，或結構勁度與幾何配置差異大，此時，須考慮“互
撞＂效應。建議在設計之初應加重考量結構勁度與幾何配置上之合諧性或
一致性，或可加重剪力牆之份量，以減少振動振幅。
（2）斷電問題是高科技產業的致命傷，科學園區及各大工業區應具備
自行供電的能力，以免廠商不只被迫減產或停產，還必須面臨違約罰鍰與
訂單流失之損失。
（3）非結構破壞如牆壁傾倒、天花板掉落等所造成之設備損失，可以
透過適當之隔間設計與廠房設備配置減至最低。
（4）高科技廠房的易脆元件應有適當的減振措施，以降低破壞的機率。
（5）一般工業區的廠房常與住家合併，導致部分出現軟弱層破壞，因
此廠房設計要注意結構系統。

9.7 建議事項
（1）調整震區劃分，提高中部地區結構物的設計地震力。
（2）建立非結構物的設計規範。
（3）工業區廠房設計要注意其結構系統，避免軟弱層出現及相鄰建物
在地震中碰撞。
（4）建立醫院建築及設備結構設計的外審制度。
（5）台中港應改善地質，以降低液化潛能，重力式沉箱應增加穩定性。
（6）儲槽的設計應納入「建築技術規則」管理。
（7）工業設施的重要元件應有適當的減震措施及錨定裝置，也要增加
備用品存量。
（8）改善台電公司電力輸送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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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各大工業區應建立自己的供電能力。

參考文獻
[9.1]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工業設施 921 震害報告”，召集人：林其璋，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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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社會經濟損失調查

10.1 前言
「社會經濟震災調查組」之工作團隊，是由環境設計與空間規劃相關
系所之專業師生，以及自願參與災後調查之民間團體所組成，工作團隊分
別在各自的責任區進行調查。調查的主要目的如下：

1. 瞭解災民家庭及安置狀況，以為未來安置作業的參考。
2. 瞭解居民災後之生活經驗，掌握未來空間規劃與防災設施之需求。
3. 瞭解災區生活機能(公共設施)的損毀狀況，掌握未來重建時之空間
需求。
4. 瞭解居民災後返回社區重建的意願、能力與相關的意見，掌握未來
集體重建的可能性、規模與方式，以及相關的議題。
5. 掌握地方產業所受的影響，俾指出近、中期必要措施及未來地方再
發展的可能方向與模式。
災後調查對象以涵蓋此次地震受害最重的地區為原則，共包含台中、
南投、彰化、雲林四縣所轄的 20 個鄉、鎮、市。各工作團隊的責任地區如
表 10.1 所示。
表 10.1 工作團隊與責任地區分配
勘查責任地區
工作團隊
台中縣 大里市
逢甲大學都市計劃系
石岡鄉
無殼蝸牛聯盟
東勢鎮
華梵大學建築系
新社鄉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豐原市
中興大學都市計劃研究所
霧峰鄉
南亞工商專科學校建築科
南投縣 中寮鄉
中原大學建築系
仁愛鄉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竹山鎮
成功大學都市計劃系
名間鄉
成功大學都市計劃系
南投市
逢甲大學都市計劃系
埔里鎮
淡江大學建築系、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發展基金會
草屯鎮
政治大學地政系
鹿谷鄉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國姓鄉
台北科技大學建築系
魚池鄉
逢甲大學都市計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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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集鎮
彰化縣 員林鎮
雲林縣 斗六市
古坑鄉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
高苑技術學院建築系
雲林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崑山工專空間設計科

10.2 調查工作內容概述
10.2.1 調查工作進度
本次災情勘查工作的時程極為緊湊，自十月初展開調查規劃起至初步
報告撰寫完成，共僅歷時大約一個月。其間之主要工作內容與進度如表
10.2 所示。
表 10.2 工作進度與主要內容
日
期
工作內容
十月五日

y

十月六至八日

y

十月九日

十月十日
十月十一日至十七日

y
y
y
y
y
y

十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y

十月二十一日

y

十月二十三日
十月廿八日

y
y

十月三十一日

y

召開工作團隊協調會，完成各團隊負責鄉鎮
之分配、確定工作計畫書內容。
各團隊先遣人員進入責任區進行初期調查
及準備工作。
團隊間的初期調查成果彙整與交流。
下一步工作之討論。
各校提出工作人員名冊及經費需求。
各校調查幹部接受勤前訓練。
各團隊各自進行工作人員的勤前訓練。
各團隊在責任區進行災區調查、觀察及各種
資料之取得工作。
各團隊進行調查資料之彙整、問卷答案之鍵
入、資料分析工作，撰寫初步報告。
召開各團隊代表協調會，決定社經組組報告
的編寫方式。
各工作團隊繳交摘要報告。
各團隊代表於台大建城所開協調會，討論報
告正文內容、問卷資料的處理方式、摘要報
告的補充等事項。
社會經濟組調查初步報告彙整完成。

各工作團隊於正式開始調查前，於十月六日至八日間派先遣人員進
入責任區進行初期調查及準備工作，其主要任務包括：
1. 確定災區範圍，損毀狀況和分佈（與村里長就地圖作災情大致掌
握）
；
2. 目前災民集中避難所的分佈狀況，集中避難人口的大約數量；
3. 災區行政系統的復原狀況；
4. 災區民間團體的運作狀況、已進行的相關作業以及後續相關行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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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5. 自地方政府或其他相關機構取得二手資料，掌握各種相關災情的數
量、區位資料，供後續工作之需；
6. 初步建立與地方政府及當地重要團體的關係；
7. 進行所有問卷的試調工作；
8. 後續普查工作的預先安排（包括後續工作人員必要的工作場所、住
宿膳食的安排等）
。
各團隊實際投入問卷調查工作的時間大約都在十月十一日至十月二
十二日之間，長短不等，每團隊平均投入災區調查時間約為七至八天。各
隊深入災區行政活動中心及災民收容中心，並結合當地行政系統，配合周
圍相關組織及協力單位，提供專業知識協助進行各災區的調查了解。
10.2.2 問卷設計與調查之進行
一、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包括，社區及居民家戶調查、產業調查、社會服務調查等三
部份。

1、社區及居民家戶調查之對象包括：
a. 居民家戶家長或配偶（目的在瞭解災區居民的家庭基本狀況與目
前安置狀況、亟需協助事項、災後返回重建的意願及能力等；問
。
卷 A-1）
b. 里鄰長、社區組織負責人、社區長者（目的在瞭解受災社區的整
。
體概況以及社區組織情形、亟需協助事項；問卷 A-2）
c. 原住民、無依老人、殘障者、流浪者等弱勢者（目的在瞭解受災
。
社區弱勢者的情況與所需的協助；問卷 A-3）
2、產業調查之主要目的在瞭解此次地震對各災區的中小企業以及一級
產業所產生的影響，以及未來再發展的可能方向與模式。調查對象
包括：
a. 個別中小店家、廠商、農場、養殖場等之負責人（問卷 B-1）。
。
b. 調查地區產業公會、同業公會等組織負責人（問卷 B-2）

3、社會服務調查之主要目的為，瞭解此次地震對各災區中與居民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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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直接相關的公共設施與服務機構所造成的損害與影響，以及因
而對當地居民所造成的影響；各相關服務設施或機構對未來再發展
的看法與構想；各類參與震災救助團體基於此次經驗而可供未來重
建規劃參考的經驗與建議。因此，此部份的調查對象包括：

a. 相關公共設施與服務機構（例如學校、醫院或衛生所、警察機關、
寺廟、各種社會福利機構、大眾運輸、自來水、電力、污水處理
等）之負責人或上述機構之上級督導或輔導機關之主要業務承辦
人（問卷 C-1）。
。
b. 各類參與震災救助團體之負責人及工作人員（問卷 C-2）
二、調查策略與原則：
調查策略及抽樣原則依各災區不同的情況而有所調整，大致上的調查
策略與原則如下：

1、問卷 A-1 部分
受訪對象主要由當地行政社區組織提供的受災戶名冊及當地之「震
災後建築物第一階段危險分級及使用評估表」掌握受災戶名冊，進
行調查。抽樣比例以不小於 10％為原則。1

2、問卷 A-2 部分
除了由 A-1 中取得外，另依據當地各村里長名單逐一調查。

3、問卷 A-3 部分
以街頭抽調及當地提供之獨居老人名冊進行。

4、問卷 B-1 及 B-2 部分
基本上是以電話號碼簿之登錄為隨機抽樣對象，進行調查。

5、問卷 C-1 社會服務機構
分為公部門與私部門兩方面進行，以縣政府單位急救助單位著手，
並配合電話簿登錄的方式加以配合。
1

實際的樣本比例在各地間視母體大小與團隊的作業條件不同，而有相當的差異，最小
的約為 9％，最大的約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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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問卷 C-2 部份
因災變發生至今已一個多月，使得當日參與之義工狀況不易掌握故
以當地之義消義警及警界人士為主，配合街頭訪問的方式進行。
二十個地區調查的結果共產生問卷至少 9930 份。2 各地之問卷份數
如表 10.3 所示。
表 10.3 各地調查問卷數統計
地區編號

地區

工作團隊

問卷數

1.

埔里城區 淡江建築系

2.

埔里城郊 台大城鄉基金會

3.

竹山鎮

成功大學都計系

540

4.

名間鄉

成功大學都計系

255

5.

斗六市

雲林科大空設系
崑技空設系

496

6.

古坑鄉

雲林科大空設系
昆山空設系

212

7.

大里市

逢甲大學都市計
畫系

526

8.

草屯鎮

政大地政系

895

9.

集集鎮

中原室設系

457

10.

新社鄉

台大城鄉所

527

11.

豐原市

中興都計系

507

12.

中寮鄉

中原建築系

398

13.

世新社發所

190

14.

仁愛鄉
東勢鎮

15.

員林鎮

高苑建築工程系

16.

霧峰鄉

南亞工商專校

1261

17.

南投市

逢甲大學都市計

952

729
70 餘

華梵建築系

2

因迄最後撰寫組報告時止，如表 3 所示，仍有少數團隊未能回報確定問卷總數，而更
多的團隊也未能提供分項問卷數目，故總份數以及分項份數統計未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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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編號

地區

工作團隊

問卷數

畫系

18.

魚池鄉

逢甲大學建築及
都市計劃研究所

391

19.

鹿谷鄉

台灣科大建築系

623

20.

石岡鄉

無殼蝸牛聯盟

505

總計

9930

10.2.3 調查結果整理

1、 各地區多數災民仍然願意居住於本地。主要原因可能為：工作、子女就
學關係與親戚關係及高齡等。都市化程度高地區受原先人口流動特質影
響，移居他處比例較都市化程度低者偏高。
2、 如何重建部分由於建物及土地所有形態及區位狀況差異大而各地情形
不一，也造成居民意向並不明朗，大里地區居民以看情形佔最多數，約
為 55％；新社、埔里則以自行重建者佔多數；斗六看情形佔 23%，政
府統籌重建佔 20%自行重建佔 10%；古坑地區報告則指出受自有率及住
屋型態影響，當地房屋自有率高且多為 40 坪以下小住宅或平房，震災
型態為獨棟之平房，自行改建議願高，連棟公寓則需要彼此再協調，主
要因為受災程度不儘相同，所需重建或改建經費不一，因此參與意願也
不儘相同。
3、 在災民所需重建協助方面均以資金、貸款優惠為最多數，約佔 85％。
4、 災民初步安置所以自家附近空地為主，原因可能為建築密度低與鄰里關
係緊密影響；大里則以大型安置所佔多數。
5、 組合屋對在稍微偏遠地區或須日常農作的村民而言普遍不合乎當地特
殊生活工作模式之需求，幾無任何說服力。
6、 中小企業、產業工會組織受災方面，中小企業多數仍然繼續營業中。惟
繼續營業的營業狀況呈現衰退現象，所需援助項目以經費借貸補助為最
多數之需要項目。城郊鄉村偏遠地區資源分配相對弱勢，其維生系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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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因此對於產業道路運輸設施及灌溉系統的修復的需求非常殷
切。
；屋主部份才是
7、 承租戶領取全倒半倒的補助金（即 20 萬、10 萬部份）
真正領取三千元的租金補助，而屋主常有二戶以上住宅的情形，因此，
其領取三千元租金補償，實不可能選擇居住臨時屋。

8、 訪談中發現民眾對於租金補償之相關規定仍不甚清楚，因此常在申領補
償金過程中發生障礙，其原因有：
(1) 承辦過程的繁複，常讓地方政府之承辦人員無法實際操作。
(2) 申請手續繁複，相關機關包括稅捐機關、地政機關、戶政機關等缺乏橫
向整合之便民機制。
9、 「臨時住屋供給」與「租屋租金補助」之選擇，多數災民選擇租屋租金
補助。
10、資金貸款、購屋及優惠貸款門檻過高。對於偏遠山區土地價值相對較
低地區及弱勢者造成排除效果。災難救助資源分配不平均，造成部份真
正急需社會救助之居民仍然無法得到適當救助。
10.3 結論與建議
1. 社區的認同與重建
由上述整理出的災後主要問題中，發現重建計劃應配合災民需求，方能
有效落實。因此，應參考由災區居民組成之社區組織所提出的需求、建
議與解決方式，才有擬訂最適切的重建計畫。
重建計畫必須能夠據實反應城鄉的差異性及思考族群文化的保存與延
續，因此，社區組織應納入重建工作的決策核心，此外，應結合地方文
史工作室，參與社區文化重建規劃（如眉溪四庄平埔族、kahabu 族、客
家文化的保存與延續）
。
2. 重建災民對政府的信心

(1) 成立整合性的訊息傳遞中心
目前重建相關資訊的傳遞有以下幾種方式：行政院定期出版的重建快
報，但易讀性低；媒體報導，但未對各項名詞提出明確定義，亦造成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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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誤解；地方鄉鎮公所人員解釋，但由於地方公務員素質差異，對相關
法律條文不甚明瞭，反而增加民眾瞭解的困難；部分災區社區報，但普
及性低、相關資訊亦有疏漏。
有鑑於資訊氾濫對災民造成的困擾，政府應成立一整合性的訊息傳遞中
心，有效把握時機，傳遞政府與居民之共同意見。此訊息傳遞中心的刊
物宜採用漫畫及易懂的文字編輯，使災民易於掌握最新資訊。

(2) 提出一完整、有效的重建藍圖
台灣民眾長久以來依賴政府處理公共事務，在面對這次重大災難時，對
政府政策自然期望更高。因此，建議政府提出一發展願景藍圖及配套措
施來重拾災區民眾信心，但此藍圖必須具備地方特殊性及居民參與的空
間。
3. 地區產業的精緻化與再發展

921 震災所影響之區域，除了都市計畫區域外，大部分為農村地區。突
如其來的大地震，使得農村產業結構必須面對天然資源缺乏的問題（如
。因此，政府在重建農村產業時，除了處理道
水源中斷、土地坍方…等）
路、水源等公共建設之外，更應積極推動結合產業與文化的農村產業再
發展計畫，例如可在原有農業基礎上開發具有觀光特色的農業經濟，亦
或是發展其他經濟。
在重建地區經濟計畫的同時，必須納入社區居民的意見，因此應妥善運
用當地社區既有的人力資源組成營造團隊參與重建，此外需具體落實重
建經費的社區化，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
4. 安全生活空間之建造

(1)房屋安全部分
921 大震最令人怵目驚心的就是房屋毀損，而重建一個安全的生活空間
是災民最基本、且最迫切的需求。因此，建議在建築物重建時，應加強
耐震設計；政府對於建築物的設計與監造需嚴格把關，確保建築物的安
全品質；建議政府對於災民的購屋貸款能更優惠。
(2)公共設施安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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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地震中，電力輸送網路、道路橋樑多處重創，連帶自來水之供給
也受到影響。因此，建議公共設施應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加強結構耐震能
力，使往後重建或新建之公共設施均能提高耐震度，以免在強烈地震中
受創，而延誤救災的第一時間。

(3) 都市防災規劃
在此次震災後，深切的感受到防災系統是不可缺少的，但我國的都市計
畫目前在防災體系方面卻著墨甚少。因此，如何在都市計畫中落實一個
完善的防災體系，規劃防災空地，指定防災動線及建立一個快速又有效
率的救災指揮中心等，以建構一個有效的都市防災系統，確保民眾生命
安全，將會成為未來都市計畫的一大課題。除了增設避難場所、動線，
防災規劃也必須要加入社區自足維生系統的規劃，社區才有應變能力。
因此，建議將山泉水規劃為第二維生管道系統；開發太陽能、小型水力
發電設施等自然能源，以備不時之需。
5. 地方歷史建築的保存與再發展計畫
由於補助金發放流程中，規定紅色標籤（危險）建築物必須拆除才可領
取全倒補助金，許多未被列入保存的文化資產或古蹟遭到建管單位強制
拆除，地方的歷史建物正面臨摧毀的命運。以新社鄉改良場為例，日治
時期設置的改良場內仍存有大正時期清水磚造建築三幢，雖然被評定為
危險建物，經實際勘察外觀，除某處梁柱有明顯裂縫外，並無重大結構
性破壞，應在可修復的範圍，而改良場的歷史悠久，與新社的農業發展
史、空間變遷等均有密不可分的關係，且該建築類型在本鄉已不可見，
應予重視並保存。此外，其他鄉鎮中許多百年古厝的屋主，也都表達修
復意願，卻礙於行政程序，無法保留紀錄地方發展的建築物。因此，在
重建計畫中應協助地方歷史建築的搶救與修復，並整理地方史料及提出
再發展的回饋方案。
6. 專業團隊長期進駐災區協助災民
在建築物修繕方面，由於當初建築物判定十分快速，災民並不清楚如何
補強結構，因此需要建築專業人員重回現場，提供詳細的建築物診斷與
建議。在城鄉重建部分，民眾寄望以市地重劃、都市更新等方式進行地
區重建工作，但對於現行法令規定之權利義務關係多不了解，需要相關
專業團體長期的輔導協助，才能找出較為合適的重建方式。專業團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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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居民的立場，提供完整的知識，讓災民能進入重建工作，如此重建
工作才能真正落實於民。
7. 弱勢團體的特殊性

(1)經濟弱勢者
對於低收入戶或是經濟能力較差而無力重建的民眾，未來似乎就只能在
帳棚、臨時屋或鐵皮貨櫃屋中生活，是否會形成另一社會治安問題、都
市計畫問題以及社會福利問題等，擬訂重建計畫之相關單位實應深入探
討。

(2)原住民
原住民有其特殊的文化，亦值得被善加保留。因此，擬訂重建計畫之相
關單位，在擬訂重建時，應考量原住民原有的生活習慣以及土地使用型
態等需求，以保全原住民聚落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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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資料庫建置及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之發展
11.1 921 集集地震概述
集集大地震發生於臺灣時間 1999 年 9 月 21 日凌晨 1 點 47 分。震央在
北緯 23.85 度、東經 120.78 度、深度 7.5 公里、規模 7.3 (ML=7.3) 。主震過
後亦發生超過一萬次餘震發生，其中亦有四次餘震規模超過 6.5。此次地震
所造成的斷層地表破裂線長度達 105 公里，鄰近斷層附近之橋樑幾乎無一
幸免於毀損，而建築物的損毀更是不計其數。依據行政院 921 災後重建委
員會 11 月 29 日的統計，在這次的地震中死亡（含失蹤）有 2,403 人， 重
傷 612 人，房屋全倒 48,018 戶，房屋半倒戶 40,314，另具有爭議性的 7,000
件已完成鑑定。在房屋拆除的部分，由軍方負責拆除的四樓(含)以下危險建
築物共 28,616 棟，教室 3,892 間。而需由地方政府發包拆除者共 9,447 棟，
已發包 8,520 棟，拆除 5,913 棟。另需由工程會負責拆除五樓以上高樓共
121 棟，已發包 70 棟，拆除 21 棟[11.1]。為了因應如此重大的災情，除對
受災嚴重的中部災區頒布緊急命令之外。行政院院會也於 11/25 通過 921 震
災災後重建暫行條例草案，以作為未來重建災區的依據。同時也通過災害
防救法草案，以為未來相關災害管理四階段(減災、災前準備、緊急救援、
災後重建)的依據。

11.2 地震相關資料調查
在地震過後，行政院國科會為完整的紀錄 921 集集地震相關的詳細資料
及所造成的災害狀況，乃責成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為單一窗口，整合國
內建築、土木、營建…等相關學界、行政主管機關與工程界人員，動員大
批教授與專業人員帶領研究生，深入各災區做各項現地調查與訪談。一方
面期能略盡學界之力，將所調查的資料，提供行政院 921 集集大地震災後
重建委員會在推動災後重建的各項工作時之參考。而另一方面則希望能藉
由全面性的調查，翔實的紀錄各項基本資料與災害資訊，以提供作為未來
學界與工程界，在做地震相關研究時所需的整合性資料庫。
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詳細規劃下，此項調查共分為下列九組：
1. 地質調查組
2. 強地動調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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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大地工程災害調查組
建築物災害調查組
交通動線災害調查組
維生線災害調查組
水利設施災害調查組
工業設施災害調查組
社會經濟災害調查組

在國科會全力支持與各相關單位、學校全力配合及調查人員的努力下，
完整而且翔實的彙整了 921 集集大地震相關的基本資料，也紀錄各項災情
資料。截至 12 月初為止，除工業設施調查組及社會經濟調查組的資料尚需
進一步處理之外，總共蒐錄了約一萬五千餘筆相關調查的屬性資料，而這
些資料配合其空間點位的建置及經地理資訊系統處理後，也整合成具空間
點位屬性的資料庫，而目前的資料庫以累積約有 300 Megabyte 資料量，若
再連結現地調查所拍攝的照片或災前及災後的遙測影像資料，則將會有超
過 10 Gigabyte 的資料量。這是國內有關地震災害所做的最詳實的一次記
錄。而這些調查所得的資料，除了已透過行政體系，轉呈行政院 921 集集
大地震災後重建委員會外，目前也積極訂定相關的資料提供辦法，將開放
提供給相關單位、學界與工程界做學術研究之用。相信將有助於國內在地
震與地震工程研究水準的提升。

11.3

地震災情資訊之彙整

921 地震發生之後，政府與民間均投入大量的人力物力搶救災區，然而
因災情及救援人力物資資訊無法有效的掌握與彙整，使得救災中心的指揮
官無法掌握災情狀況，造成指揮調度系統發生混亂的現象。由國外的經驗
及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近兩年來的研究 [2,3,4,5]，透過地理資訊系統(GIS)
彙整災情資訊並予以做空間化的處理與呈現，能使決策者及前進指揮所的
指揮官即時的掌握災情的正確位置及狀況，並能有效的指揮調度。同時透
過災區基本資料的建置與應用，及即時災情的回傳，地理資訊系統能以圖
形呈現災區的人口分布、建物分布、道路狀況、救援物資、及發生災害的
正確位置…等具空間性的資訊。而決策者也能依此做出最佳的救災決策判
斷。
921 地震發生之後，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資訊研究群便配合國家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作業，動員所有人力進行下列工作：
1. 受災地區基本資料庫之彙整：針對受災較嚴重的的地區(包括台中縣市、
南投縣、苗栗縣即彰化縣)，以行政區為單位彙整包括中央地調所先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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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斷層線位置、鄉鎮區界、地名、街廓、建物分佈、道路、水系、地
形圖及部分 1/5000 及 1/25000 相片基本圖…等基本資料庫，並 ArcView
地理資訊系統軟體製作成電子地圖。

2. 初 估 最 大 地 表 加 速 度 (PGA) 分 佈 圖 ： 配 合 國 家 地 震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Haz-Taiwan 地震災害損失評估軟體」計畫中所發展的軟體，計算受災
縣市粗略的各村里最大地表加速度(PGA)分佈圖(如圖 11.1 所示)，並提
供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及消防署做災情的初判。
3. 災情地理資訊系統的建置：緊急召集地理資訊系統專家，全力建立災區
地理資訊系統，並協調逢甲大學地理資訊系統研究中心，攜帶防災辦公
室建好之電子地圖，於 9 月 24 日派出兩支地理資訊專業隊伍，支援台
中縣及南投縣救災指揮中心，並立即開始彙整災情資訊，並以地理資訊
系統所輸出的相關地圖協助，兩縣市的救災指揮人員作出最佳的救災決
策判斷。
：9 月 27 日中午，由防災國家型科
4. 籌組「921 地震空間資訊處理小組」
技計劃辦公室資訊研究群，邀請地理資訊學會的理監事，一起開會協商
如何協助政府加速建立「921 地震災情彙整與災後復原決策支援系統」。
並立即成立相關工作分組（見表 11.1），由學者專家擔任各組召集人，
並將動員具有地理資訊專業素養的研究生及大學生投入系統的建立工
作，希望能儘速的建立決策支援系統，以支援政府各部門災後復建工作
的加速進行
5. 配合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規劃地調查，規劃建置「921 集集地震震
害調查資料庫」，一方面協助各組將現地調查的結果作數位化的處理，
並彙整各組調查及數化之結果，建置相關屬性資料庫。此外配合防災應
用系統發展組所參與的業界—群琁地理資訊系統顧問公司，所發展的
「網際網路空間點位輸入系統」，所蒐集的調查點點位資料，結合屬性
資料庫，納入 921 地震地理資訊系統之中。並且透過網路地理資訊系統
在網際網路上發展出查詢介面，提供一般民眾、救災相關單位及災後重
建委員會直接上網查詢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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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921 地震空間資訊處理小組」相關工作分組
組

別

資訊整合組

任
務
責將政府及學術單位調查的地震災害資料，利用地理
資訊系統技術彙整成資料庫，供給後續災後復原應用
系統發展之用。

航照判讀組

負責將農航所於九月二十二日拍攝的航空照片，進行
像片座標糾正，以便與數值地理資料套疊，提供山崩
災情判釋之用。

二次災害分析組

負責將利用經過糾正的航空照片，分析因地震造成的
山崩，可能引發土石流二次災害的可能性。

災後重建組

負責提供災後重建所需的相關資料，供政府災後重建
規劃之用。

災情彙整組

負責將現地調查的災情資料，將其位置標示在數值地
圖之上，供災情資料彙整之用。

地圖展示組

負責繪製各類災害分佈圖，供政府及相關民眾之用。

防災應用系統發展組 負責在網際網路上開發地理資訊應用系統，讓各級政
府單位及民眾能方便地利用災情調查資料

11.4

資料分析及災情資訊管理系統的發展

為了讓學界、工程界、災後重建相關單位及一般民眾，都能共享「921
集集圐震震害調查」的調查結果，並能方便的使用相關資料作分析或災情
資訊的查詢。國科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在各組做現地調查的同時，
也積極規劃建置「921 集集大地震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期
能藉由先進的網路地理資訊系統的技術及國內發達的網際網路環境，一方
面彙整調查所得的空間性資料與災情資訊，另一方面也提供災情資訊查詢
管理的功能。而更重要的是提供線上地震資料分析的功能，以減少各相關
單位、研究學者或工程界，於使用相關調查資料時在資料處理上的負擔與
時間。
系統發展目摽
「921 集集大地震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系統發展的目標
主要有如下幾項：
1. 提供「921 集集地震震害調查」所建置的資料庫及所彙整之災情資
訊管理的機制。
此次震災調查所動員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而現地調查所得的資料
也十分的龐雜。亟需有一套資訊管理系統配合資料庫的管理，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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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所得的資料做分類管理，以方便日後的查詢與相關應用。此外，
此項調查所建置的資料庫對日後地震相關研究非常的重要，因此也
需透過資料提供辦法的擬定及相關的網路資訊及系統管理的技術
配合，做自動化的線上資料提供機制，以減低資料處理的負擔。

圖 11.1 以 Haz-Taiwan 地震災害損害模擬評估軟體所初估以村里為單位的
最大地表加速度(PGA)分布圖

2. 結合先進的資訊及網路地理資訊系統(Web GIS)的技術，透過網際網
路提供對「921 集集地震震害調查資料庫」做線上空間性分析的功
能。
「921 集集地震震害調查資料庫」乃是結合空間屬性及震害調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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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所建置完成的〝空間性資料庫〞。在其分析應用上除了能做定量
的統計分析、定性的災情查詢分析及不同調查組別資料間交叉分析
的功能外，尚可進一步做相關的空間性分佈分析(例如：標示受災點
位置、建物不同結構受損程度的空間分佈狀況…等)，及不同主題圖
之間的套疊分析。一般而言，只要能取得震害調查的屬性資料，都
能滿足在傳統的定量、定性與相關的交叉分析上所需的工作。但是
牽涉到空間性分析時，則需有相關軟體(例如：地理資訊系統軟體)
的配合。同時其資料的處理與呈現，對一般學界及工程界的使用者
而言，也是另一種額外的負擔。因此，本系統發展時便規劃結合先
進的資訊及網路地理資訊系統(Web GIS)的技術，讓相關組管機關、
學界及工程界能透過網際網路環境，對所調查的資料做線上基本的
交叉分析及統計分析。更進一步也提供空間性分析的功能。
3. 提供行政院「921 集集大地震災後重建委員會」所需的資情資料與
資訊，及一般民眾資情資訊的查詢。
此系統的發展將考慮「921 集集大地震災後重建委員會」的需求，
並提供其所需的查詢及基本分析功能，以利相關政策的制訂及決策
的執行。此外，本系統也規劃有提供一般民眾透過網際網路，利用
所發展的查詢功能做相關災情資訊的查詢。而於系統完成後，也可
透過網際網路，提供學術研究人員做研究及政府相關單位推動各項
業務時所需之資料。
4. 建立未來地震災害相關調查資料蒐集與資訊管理的機制。
由相關研究可知[11.6]，地震的發生具有週期性，且台灣的活斷層活
動頻繁，因此台灣再度發生大規模地震的可能性非常的高。國家地
震工程研究中心除將長期蒐集地震相關資料與彙整地震相關研究
的資訊與成果。並之納入所發展的系統之中外，也需未雨綢繆為下
一個大地震作準備。因此，藉由此次集集大地震寶貴的經驗為師，
建置次套整合性的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以便能於地震發
生時，立即建立災情資料蒐集與研判的機制，並建立及時提供相關
政府機關與決策單位所需的資訊的管道，以提升其緊急應變的能力
與救災的效率。
系統概念架構與發展
為達成上述所設計的相關功能，並確保系統能在網際網路之環境中順利
運作，研擬了「921 集集大地震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的系統
概念架構如圖 11.2 所示。而在系統實際發展時所使用的作業系統及相關軟
體如下列所示：
1. 網路伺服器：Pentium III 450 雙 CPU，512 MB RAM, 30 Giga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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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硬碟空間。
作業系統：Window NT Server 4.0
網路地理資訊系統軟體：MapGuide Server and Author version 4.0
資料庫軟體：Microsoft SQL Server version 7.0
介面及功能開發軟體：Java Scripts and Applet, ColdFusion version 3.0

921集集大地震
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
•線上資料分析功能
•災情查詢與資訊管理
•災情調查資料庫

Network and IT Technology

網路伺服器
作業系統
安全管理機制
網路地理資訊系統
資料庫系統
圖 11.2

Internet/Intranet

相關政府單位
學界/工程界
一般民眾
Browser

921 集集大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系統之概念架構

系統功能設計
依照上述系統發展規劃的目標，「921 集集大地震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
資訊管理系統」在系統主要功能的設計如圖 11.3 所示。其功能主要可區分
為三大類：資料分析、系統管理及資情查詢。其細項功能敘述如下：
1. 資料分析功能：此項功能的發展主要是提供學界、工程界及相關單
位透過網際網路環境作線上分析所需的功能。其中除了提供傳統的
統計表分析及不同主題間之交叉分析(例如：建築物破壞與強地動資
料及地質資料間之交叉分析)以外，也提供了利用空間性資料所作的
空間性分析及主題圖與基本圖層間的套疊分析。
2. 系統管理功能：在系統管理功能上，由於共有不同的九大資料庫整
合在此系統之中，因此，在系統管理中也需包括資料庫的管理。同
時，也需針對資料使用的權限做分類的管理。由於本系統是開發在
網路環境之中，為避免降低系統運作的效率，故在資料分析部分將
對一般民眾設限。因此發展了線上系統權限管理的功能。此外，考
慮系統功能若無法滿足特殊使用者的需求時，使用者也可透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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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資料下載的功能，下載所需的資料作進一步的分析。同時為達
資料及資訊共享的原則，相關分析結果也可藉由上傳的機制，上傳
資料。因此在此也發展了上傳下載權限的管理功能。
3. 災情查詢功能：為方便相關災情的查詢，在本系統中納入了幾個一
般常用的查詢定位方法。包括有：主題查詢、行政區查詢、交叉路
口查詢及地標查詢。讓使用者能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所查詢的資訊。

921集集大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

資料分析

災情查詢

系統管理

主題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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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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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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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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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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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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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圖層
套疊分析

行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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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使用
權限管理

上傳下載
權限管理

災害調查資料庫
地質

圖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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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集集大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系統功能分析

除了上述所提及的三大主要功能之外，本系統也納入了距離與面積的量
測、出圖及報表輸出的功能。
成果介紹
目前再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資訊小組與九福科技公司合作發展下，以
快速雛形系統發展的模式(Fast Prototyping Development)，已完成「921 集集
大地震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試用版系統的發展。且也以實
際在網路環境之下作業。所規劃的網址位置在http://gisdb.ncree.gov.tw/(如圖
11.4 所示)。
目前系統主要區分為兩個子系統：
第一部份是地震災情資訊查詢子系統，此部份處要是開放給一般民眾及
相關政府機關做災情資訊的查詢(如圖 11.5 所示)。因此，此部份並不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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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權限的設定。而使用者也僅能直接瀏覽內部所整理的資訊並配合定位
功能做空間資訊的查詢，在此部份並不具線上資料分析的功能。
第二部分則是地震調查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此部份乃就前述系統
及分析功能設計所發展出的子系統。此系統主要將依不同的調查分組的資
料庫提供基本統計分析的功能。此外也將提供各分組資料庫及不同主題圖
之間套疊分析的功能。圖 11.6 及圖 11.7 所顯示的則為目前針對此子系統所
發展之相關分析畫面。為考慮資料的使用及資料分析功能的效率，此子系
統將有嚴格的系統管理。使用者帳號的申請則將於資料庫使用辦法訂定之
後，初步先開放給參與調查之學界、工程界及與災後重建有關之政府相關
機關使用。

圖 11.4

921 集集大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首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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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

圖 11.6

921 集集大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
─地震災情資訊查詢子系統

921 集集大地震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
─ 建築物破壞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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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921 集集大地震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
─ 空間性、交叉及統計分析

11.5 結論與後續研究
綜觀此次 921 地震資料庫的建置與資訊處理及相關的系統的開發，在短
時間之內有如此的成果，誠屬可貴。雖然在資料庫建置的規劃與資訊處理
上，由於缺乏統籌的規劃並與各調查小組間無直接協調聯繫的機制，所以
資料的完整性無法掌控，而在資料的處理上也增加了不少負擔。往後應以
921 集集大地震寶貴的教訓為師，積極的規劃各地震相關資料及災情資訊的
蒐集機制，並設置地震資料研究中心。並以分散式處理架構的概念，規劃
設置區域性地震研究資訊子中心，一方面協助主要中心的相關的資料蒐集
與資訊彙整的經常性業務工作，另一方面也可在若主要中心遭受地震震害
時繼續相關業務的運作。初步規劃設置北、中、南三個地震研究子中心，
而各子中心則由該區域內選擇二所學術機關或研究大學負責主導，並組織
該區域內之相關學者（如表 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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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區域性地震資料研究子中心規劃表
地震研究資訊中心
主要中心

主導者
國科會

負責區域
全國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北部區域中心

台灣大學

台北、基隆、宜蘭、
桃園、新竹、花蓮

中央大學
中部區域中心

逢甲大學

苗栗、台中、南投、
彰化、雲林

中興大學
南部區域中心

中正大學

嘉義、台南、高雄、
屏東、台東

成功大學

而在系統發展的部分，921 集集地震提供了非常寶貴的案例資料，如何
彙整這些資料並對未來地震研究、緊急救災、災後重建等工作有所助益，
則須靠系統進一步的發展，將所需的分析模式、分析功能配合資料的蒐集，
納入未來的系統中發展「地震災情分析與決策支援系統」
。此系統的規劃主
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將充分的利用地理資訊系統與遙測影像分析系統
與技術，彙整地震災情分析數位化基本資料（例如：數位化地形圖、電子
地圖、相片基本圖、航空照片、SPOT 衛星影像、SAR 雷達影像、及未來
ROCSAT-2 所拍攝的影像）並建置完整的庫。第二部分則將利用先進的網路
技術（例如：寬頻網路、無線區域網路…等）做地震災情資訊的蒐集。並
架構地震災害資訊網路，結合中央氣象局的地震強震網即時性地震資料傳
輸，及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持續在推動的「Haz-Taiwan 地震災害損失模
擬評估軟體」的發展，在最短時間內推估出地震所可能造成的破壞，已提
供作為緊急救災及資源分配之決測依據。
目前「921 集集大地震地震資料分析與災情資訊管理系統」，在短時間
之內所發展的成果，已達成目前階段性的任務與目標。國際版本的發展並
結合下一代資訊網際網路系統 (Internet 2) 及國家實驗寬頻網路技術的應
用，將是下一階段的發展目標，以期能將相關研究成果，推向國際舞台。
此外，更先進及具前瞻性分析功能的規劃與發展，以輔助地震及地震工程
相關研究，也是需要長期性、持續性的投資與研發。國科會也將責成國家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 921 集集大地震寶貴的教訓為師，積極的規劃各地
震相關研究的推動與相關系統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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