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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地震發生於 2018 年 2 月 6 日 23 時 50 分 42.6 秒，震央位於北緯

24.1 度、東經 121.73 度，芮氏地震規模(ML)為 6.26，震源深度為 6.31 公里，

花蓮市、宜蘭縣南澳測得本次地震最大震度為 7 級。國震中心主任與副主

任及多位同仁均在半夜迅速回到工作崗位進行相關應變作業，並且在早上

六點多派遣第一組勘災同仁趕赴災區，進行勘災作業。 

此次震災，災損點幾乎均沿米崙斷層兩側分布，並且分析鄰近測站所量

到的地表加速度歷時，顯示的確具有近斷層地震特性的速度脈衝。故在此次

地震中，於地表與建築物中所收集的各種反應歷時記錄與勘災作業所彙整

的災損情形，都將成為未來研究近斷層效應的最佳資料。此次震災的主要災

損為四棟建築物倒塌(雲門翠堤大樓、統帥大飯店大樓、國盛六街的住宅社

區大樓「白金雙星」及「吾居吾宿」) 及一棟建築物嚴重毀損(舊遠東百貨大

樓)，共計 17 人罹難，其中 14 人於雲門翠堤大樓遇難、1 人於統帥大飯店

大樓遇難、兩人於民宅中遇難。在橋梁方面，七星潭大橋與花蓮大橋有路面

隆起與伸縮縫損傷的情形，並且由扭曲的橋面交通標線顯示上部結構已經

產生錯動。非結構物的災損主要為三間醫院(慈濟醫院、花蓮醫院與國軍 805

醫院)與學校的設備及物品的掉落與損毀。地工部分，主要為花蓮港碼頭地

面開裂，及部分河濱沙地有液化砂土之噴砂現象。由於花蓮地區公立學校之

耐震評估或補強率已達 97%以上，學校建築無明顯的結構性損壞，災損相

當輕微。 

由於四棟建築物倒塌，再次喚起社會大眾心中的惶恐與不安，也因此加

速推動危險老舊建築的耐震評估與補強工作益形迫切。回顧每次造成重大

災情與人員死傷的地震事件，皆是由於整棟建築物倒下，因此如何針對具有

軟弱底層的立面不規則建築進行耐震補強，優先排除易釀成重大人員傷亡

的建築破壞模式，為未來研究的重要課題。面對全國數以百萬棟的私有建築，

建議以分級、分區、分時的觀念與做法，有系統地進行私有建築物的耐震評

估與補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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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地震勘災、0206 花蓮地震、米崙斷層、建築倒塌、橋梁、非結構

物、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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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nnouncement of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his earthquake event 
happened on February 6, 2018 at 23:50 local time. The Richter magnitude scale ML was 
6.26. The epicenter was at 24.1∘N, 121.73∘E offshore of the Hualien City. The depth of 
the hypocenter was 6.31 km. The maximum observed 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was larger 
than 0.4 g, i.e., reaching the maximum intensity level 7. The director, the deputy director, 
and many other colleagues of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NCREE) rapidly returned to their posts at midnight to proceed emergency operations. 
Around 6:00 am on Feb. 7, the NCREE’s first reconnaissance team was bound for Hualien 
City to collect and examine the states of seismic damages. 

The seismic damages resulting from this ground shaking almost all located along the 
two sides of the Milun Fault. By analyzing the ground acceleration records of nearby 
strong motion stations, it shows that some ground motion records indeed posse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ar-fault ground motions, i.e., high velocity pulses.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he information of seismic damages of structures, the collected records of 
ground motions as well as the records of accelerometers installed in building structures 
will aid the study of near-fault ground motion and its effects on structures/non-structural 
components. Besides a severe damaged building (i.e., the old building of Far-East 
department store), the main seismic damages were the collapse of four buildings, 
including Yunmen-Cuiti complex building, Marshal Hotel, Baijin-Shuangxing apartment, 
and Wuju-Wusu apartment. There were 17 fatalities, among which 14 people died in 
Yunmen-Cuiti complex building, one people died in Marshal Hotel, and the other two 
people died in the apartments. In the aspect of bridges, the upheaval of bridge decks and 
damaged expansion joints were observed at Cisingtan Bridge and Hualien Bridge. In 
addition, in light of the distorted pavement markings, the superstructures of the two 
bridges have been dislocated. The main damages of non-structural components were the 
fallen equipments and objects in school buildings and three hospitals, which were Hualien 
Tzu Chi Hospital, Hualien Hospital, and Hualien Armed Forces General Hospital. In the 
aspect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the main damages were the significant cracks at the 
joint between the caissons and the backline in Hualien Port. In addition, liquefaction holes 
underneath some road pavements were observed. Because 97% of the public school 
buildings in Hualien area had been seismic evaluated and/or retrofitted, the seismic 
damages of school buildings were very slight, i.e., no obvious structural damages. 

The collapse of the four buildings recalls the populace’s anxiety to face the uncertain 
earthquake threat. Therefore, ramping up the fulfillment of the seismic evalu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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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fit of existing buildings becomes significantly urgent. In light of the past seismic 
events resulting in huge seismic losses and fatalities, the disastrous type of seismic 
damage was the collapse of buildings. Therefore, how to retrofit the buildings with 
soft/weak bottom stories so that at least the occurrence of building collapse is avoided 
will be the essential research topic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ere are millions of existing 
private buildings around the country, the approach of conducting the seismic evaluation 
and retrofit of these buildings should be systematical and step-by-step. This vast task 
would become more feasible and manageable if the whole building stocks are prioritized 
and partitioned according to the levels of seismic risk and building locations, respectively. 
That is to say, this task may start at few selected areas and then gradually prevails over 
the whole country. In additi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buildings is allowed to be completed 
through several stages. For example, the first stage only aims to retrofit soft/weak bottom 
stories, which are most likely to cause devastation. 

     
Key words: Seismic reconnaissance, 0206 Hualien Earthquake, Milun Fault, Building 
collapse, Bridges, Non-structural components, Lique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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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前言 

繼 2016 年 2 月 6 日的高雄美濃地震，整整兩年後的同一天發生了此

次花蓮地震。前者有維冠大樓倒塌，造成 115 人遇難，後者有雲門翠堤大

樓倒塌，造成 14 人遇難。前者的災情尚仍歷歷在目，後者的災情旋即接

踵而至。在此次地震事件後，行政院長賴清德於 2/26 日舉行「全國建築

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記者會。賴揆宣布，今年政府將以 4 年投入

60 億的預算，推動五大策略，包括：「建物快篩」、「耐震評估」、「重建補

強」、「階段性補強」、「金融協助」等，以及相關補助以及協助措施。這正

足以顯示在 2016 年高雄美濃地震與此次花蓮地震二者的加成效應，已經

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顯著的衝擊與影響。 

國震中心雖然不是救災單位，但在不影響救災工作的前提下，中心同

仁於災後第一時間趕赴災區勘災，以了解與蒐集第一手震災資訊，其目的

是在震災現場未被破壞前，了解結構物損傷情況，探究原因，或有新發現、

或可作為後續修訂相關規範與研究工作重點的參考。此次地震事件的特

點有三：一是前震與餘震不斷、二是主要災損點均沿斷層線兩側分布、三

是嚴重災損的建築皆為軟弱底層塌陷。因此了解此次地動特性與探究建

築物倒塌破壞的原因，是本次勘災的重點。而勘災的範圍也主要為沿米崙

斷層與嶺頂斷層沿線的地工、建築、橋梁與非結構物為主要對象。 

此次勘災作業，共計有二十多位國震中心同仁與數位成功大學的師

生共同參與，合力完成。勘災報告彙整了所有的量測資料、勘災照片、文

字記錄與心得整理。希望藉由這本勘災報告對此次地震事件有一個完整

的紀錄，並且整理於報告中的所有資訊可以做為後續深入分析與研究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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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花蓮地震地動特性 

根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CWB）地震測報中心[1]所公布之地震速報

震源參數資料顯示，民國 107 年 2 月 6 日 23 時 50 分 42.6 秒（世界時間

15 時 50 分 42.6 秒）於花蓮縣近海發生芮氏地震規模 ML6.0 之強烈地震。

震央座標為北緯 24.14 度、東經 121.69 度（圖 2.1），位在花蓮縣政府東

偏北方 18.3 公里處，震源深度為 10 公里。 

2.1. 震源與斷層特性 

氣象局後續重新進行地震定位和規模修正後，將震央位置修正為北

緯 24.1 度、東經 121.73 度，震源深度改為 6.31 公里，地震規模則修訂為

ML6.26。而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所公布的震央位置為北緯 24.136 度、

東經 121.658 度，震源深度為 17 公里，地震矩規模 MW則為 6.4，由於台

灣本地測站之密度較高，定位精度也較佳，且後續經專門人員修正，本報

告後續皆以氣象局重新定位後之震源參數為主要參考依據。至截稿為止，

氣象局尚未在網頁上公佈修改後之震源參數。 

根據氣象局地震速報之等震度與最大地表加速度（PGA）分布圖（圖

2.2），台灣全島皆為震度有感地區，根據其即時強地動波形圖顯示，震度

最大之即時站為南澳（ENA）、太魯閣（ETL）、花蓮市（HWA），觀測到

7 級震度，其南北向 PGA 皆超過 400 gal；震度 6 級之測站為銅門（ETM）

和鹽寮（EYL），屬花蓮地區；震度 5 級包括：南投；震度 4 級包括：台

中和雲林；震度 3 級包括：桃園、新竹、台北、新北、台東、嘉義、彰化

和台南等地區；震度 2 級則包括基隆和屏東等地區。 

地震震源的破裂型態可用震源機制解來表示，可協助了解震源位置

破裂時的大地應力方向。本報告收集了包括中央氣象局、中研院地球科學

研究所的 Auto BATS 和 RMT[2]解、美國地質調查所[3]、以及全球 CMT

（GCMT）[4]等震源機制參數，並彙整於表 2.1，其震源機制解圖形則繪

於圖 2.3。雖然各單位所用的測站資料及計算方法皆有不同，但結果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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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本報告以中央氣象局之地震矩張量（CMT）解為準，其第一組斷層

面解為走向（Strike）216 度、傾角（Dip）56 度、滑移角（Slip）26 度，

是東北-西南走向，向西傾之破裂面；第二組斷層面解為走向 111 度、傾

角 69 度、滑移角 144 度，是一接近東西走向，高角度向南傾之破裂面。 

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初步調查報告[5]，此地震在花蓮市區造成之

嚴重災情主要皆位於米崙斷層沿線，且在米崙斷層地質敏感區內（斷層沿

線寬度約 300 公尺），沿線並觀察到地表有顯著破裂與位移，所以判定米

崙斷層在本次地震中確實有錯動，因此以第一組斷層面解（216/56/26）較

接近實際狀況，然而根據地質調查結果，米崙斷層應為向東傾之左移斷層

兼具逆衝分量，屬第一類活動斷層[6]，與震源機制解的向西傾有明顯不

同，此差異仍有待後續更多研究分析來釐清。 

 

表 2.1 南投仁愛地震震源機制解彙整 

解算單位及方法 走向（Strike） 傾角（Dip） 滑移角（Slip） 
CWB 

Centroid Moment Tensor 
216 56 26 
111 69 144 

Auto BATS 
Centroid Moment Tensor 

208 68 17 
112 74 157 

RMT 
Centroid Moment Tensor 

111 60 154 
214 67 32 

USGS 
W-Phase Moment Tensor 

209 73 22 
112 69 161 

GCMT 
Centroid Moment Tensor 

208 53 21 
105 7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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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中央氣象局花蓮地震報告（取自中央氣象局網站[1]） 

 
圖 2.2 花蓮地震之震度與 PGA 分布圖（取自中央氣象局網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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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國內外各單位對花蓮地震之震源機制解算結果 

2.2. 震度與強地動分布 

氣象局在全台布設許多自由場強震站[7]，本次地震中鄰近米崙斷層

的花蓮氣象站在觀測到強烈的剪力波後即由於網路斷線而造成加速度歷

時資料中斷，然而在該測站仍有 7 級震度，震後氣象局迅速派人前往花

蓮市及附近地區，將強震資料收回，目前已於氣象局地球物理資料管理系

統（GDMS）[8]上公布 28 個測站的資料，本報告彙整震度 6 級以上測站

（17 個）的座標、Vs30、PGA、PGV 等資訊於表 2.2。國震中心地震監

測網在花蓮地震中也有一測站（A210）觀測到 6 級以上震度，一併納入

表 2.2 中。這些測站的 Vs30 係根據郭俊翔等人[9]之結果而來，除 HWA010

位於第二類地盤和 A210 花蓮國福缺少 Vs30 資料外，其餘皆為第一類地

盤。表 2.2 中的 HWA028、HWA014、HWA012、HWA050、HWA011、

HWA013、HWA009等 7個測站的垂直向 PGA高於另外兩個水平向 PGA，

且這幾個測站的 PGV 相當高，都在 60 cm/s 以上，其餘有較高 PGV 的測

站，其垂直向 PGA 雖未超過水平向，但也多相當接近，推測極可能是因

為土壤非線性效應造成水平向 PGA 折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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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震發生後，國震中心強地動組協同中央大學溫國樑教授團隊於 2月

10 日至 12 日間，至花蓮市區進行微地動量測，特別於主要災損點、跨越

斷層兩側之測線以及重要強震站進行現地測量，測量結果經頻譜分析後，

將單站頻譜比（HVSR）之主要放大頻率和重要災損點處的 HVSR 結果繪

於圖 2.4。由主頻分布可見地盤共振頻率在東側最低，約 0.8 Hz～1.2 Hz，

向西逐漸增加到 1.2 Hz～1.5 Hz，到達中央山脈區域時達到 1.5 Hz 以上。

主要災損點（綠色三角形）的 HVSR 頗為相似，皆於 1 Hz～2 Hz 間有兩

個放大峰值，然而雲翠大樓所在測點除了這兩個峰值外，低頻（0.3 Hz）

放大相較也更為明顯，可能因該位置相當靠近美崙溪之緣故。 

除此外，地震發生後，各測站所收到地震動歷時的延時與結構物的損

害相關，其頻率內涵一般可由加速度反應譜圖了解，初步反映出可能受損

的建物類別。將地震發生時中央氣象局地震網中的 90 個即時站、27 個分

佈於花蓮地區的強震測站與國震中心地震監測網 27 個觀測站等地震紀錄

繪出兩水平向之最大加速度值分布，如圖 2.5 所示，包括 PGA、0.3 秒譜

加速度值與 1.0 秒之譜加速度值，為現行耐震設計規範所採用設計參數。

測站位置如圖中黑點，共計 144 個測站所得的實際震度分佈。由此地震

動分佈圖中顯示，除在近震源有局部高 PGA 值分布外，另一高 PGA 值

分布則集中在米崙斷層附近，該區域亦為災損集中之位置。由 1.0 秒譜加

速度值分布來看，該區域的長週期之譜加速度值也在 0.4g 以上，故中高

樓層對地震動之反應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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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花蓮地震震度 6 級以上測站相關資訊 
測站編碼 測站名稱 經度 緯度 Vs30 PGA-E/N/Z PGV-E/N/Z 
HWA057 太魯閣 121.6230 24.1587 815 243/594/173 8/11/3 
HWA060 鹽寮 121.6017 23.9035 556 478/463/281 54/61/36 
ILA050 金洋國小 121.7490 24.4258 627 245/432/86 7/9/2 
HWA028 嘉里國小 121.6095 24.0143 405 275/253/415 35/69/18 

HWA019 
花蓮氣象

站 121.6135 23.9750 504 403/370/213 132/92/34 

HWA014 信義國小 121.6057 23.9712 280 317/219/397 152/58/23 
HWA012 明恥國小 121.6313 23.9920 410 280/281/338 66/57/25 
HWA050 北昌國小 121.5908 23.9878 343 279/198/337 56/64/27 
HWA008 花蓮商職 121.6030 23.9873 297 230/336/331 93/97/33 
HWA011 明廉國小 121.5948 23.9953 361 248/199/327 51/73/24 
HWA013 忠孝國小 121.5985 23.9755 337 316/220/324 91/55/33 
HWA009 花師附小 121.6223 23.9903 461 250/262/318 80/68/22 
HWA010 明義國小 121.6027 23.9783 250 314/197/283 116/69/33 
HWA048 國福國小 121.5805 24.0095 350 205/303/271 30/32/17 
HWA058 銅門國小 121.4928 23.9658 526 261/302/159 13/10/9 
HWA007 花蓮高中 121.6262 23.9865 379 289/244/260 75/68/26 

HWA063 
花蓮縣消

防局 121.5930 23.9935 289 216/253/253 49/79/25 

A210 花蓮國福 121.5587 24.0046 na 348/340/198 19/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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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花蓮地區微地動主頻分佈圖及主要災損點 HVSR 

 

 
圖 2.5 花蓮地區地震動分佈圖，包括 PGA、0.3 秒譜加速度值與 1.0 秒

之譜加速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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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近斷層強地動特性 

在大規模地震發生時，許多鄰近斷層區域的測站其觀測到的速度歷

時，伴隨著有單一頻率且具方向性的速度脈衝[10, 11]，該脈衝在長週期

具有相當大的譜加速度[12]，且該特殊的速度歷時亦可能會造成結構非線

性耐震需求的增加[13]，工程界將上述觀察到現象簡稱作近斷層效應

（Near Fault Effect）。為了識別各地震歷時是否含有速度脈衝，本研究採

用 Shahi 與 Baker 於 2014 年所提出的速度脈衝指標（Pulse Indicator, PI）

分析方法[10]，以花蓮地震中鄰近米崙斷層之測站其速度歷時進行分析，

計算各測站的速度脈衝指標，以判定其是否具近斷層效應，與具近斷層效

應之測站其速度脈衝之波形、峰值、方向、與脈衝週期 Tp（Pulse Period）

等相關資訊。該方法乃採用連續小波轉換進行地震速度歷時的時頻分析，

尋找時頻域中能量最大的時間點與頻率點，並計算其所占之速度峰值與

總能量的比例，而地震歷時是否含有速度脈衝則以該比例與地表運動峰

值作為判定標準，所佔之速度峰值與總能量的比例越大與地表運動峰值

越高，則代表該地震歷時含有速度脈衝具近斷層效應。初步分析的結果，

我們發現許多測站帶有近斷層速度脈衝訊號，這些測站主要分布在米崙

斷層南段兩側，而鹽寮站已位於花蓮市南方的海岸山脈上，較靠近嶺頂斷

層，仍然記錄到強烈的速度脈衝訊號，另外稻香國小測站也已位於米崙斷

層南端尾段西方，距離斷層超過 4 公里，也仍觀測到速度脈衝。 

圖 2.6 將測站的最大速度脈衝大小及方向以綠色箭頭表示，藍色曲線

為 PGV 等值線（由內至外分別為 120 cm/s、80 cm/s、40 cm/s），由圖中

可發現，所有靠近米崙斷層的測站皆判定為具有速度脈衝，且最大速度脈

衝的方向大多為垂直米崙斷層之東西向。以此地震中速度值最大的兩個

測站為例（HWA014 信義國小和 HWA019 花蓮氣象站），其速度歷時波形

如圖 2.7 所示，兩測站的水平向 PGV 皆超過 120 cm/s。與 2016 年 2 月 6

日的美濃地震相比，當時速度值最大測站為位於新化區的 CHY063 口碑

國小，同樣判定為具有速度脈衝，其東西向 PGV 為 76 cm/s，相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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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花蓮地震中花蓮市所遭受的 PGV 有多處超過美濃地震的最大值。仔

細觀察HWA019花蓮氣象站的速度波形，其東西向波形為雙向振動波形，

而南北向為單向振動（向北）之三角波，此為一典型平移斷層所形成的速

度脈衝波形案例，東西向波形為垂直斷層走向（Fault-Normal）的 S 波所

造成，而南北向波形為平行斷層走向（Fault-Parallel）帶有滑移分量的波

形，由此三角波指向北方的特性也可判斷此測站應具有向北之永久位移，

與美崙斷層的左移特性相符合。 

綜合評估這些具有速度脈衝特性的測站空間分布，初步判定斷層兩

側 4.2 公里內都受到近斷層脈衝的影響，而鹽寮站雖距米崙斷層已遠，但

仍具有速度脈衝，因此本報告認為也可將 PGV 分布等值線作為輔助速度

脈衝影響範圍之判斷依據，由圖 2.6 可推估 PGV 等於 40 cm/s 之等值線

大約為近斷層速度脈衝的影響範圍。 

2.4. 近斷層之設計地震 

1999 年 921 集集地震的發生，台灣中部地區的結構物破壞多集中於

車籠埔斷層兩側約五公里的斷層帶內，其中斷層經過的幾個人口密集的

城市，如南投、霧峰、大里、太平、豐原及石崗等地區均傳出重大災情。

集集地震發生時之強地動分佈情形與損壞建物之位置，顯示破壞多集中

於斷層沿線，且上盤效應明顯。斷層引致特殊之強地動特徵與較高的地震

潛勢對於結構物的破壞性，於 2005 年版耐震設計規範之第 2.5 節中開始

被以近斷層調整因子 NA及 NV作特別考量。 

耐震設計規範[14]考量斷層活動引致的特殊強地動效應與較高的地

震潛勢，對鄰近活動斷層的鄉、鎮、市區除提高其震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外，再依工址與斷層線之距離，以近斷層調整因子 NA 及 NV 反映其近斷

層效應，為近斷層區域之設計地震需求。設計地震(50 年內 10%超越機率，

475 年回歸期)與最大考量地震(50 年內 2%超越機率，2500 年回歸期)下

之近斷層調整因子 NA及 NV，其隨工址與斷層距離增加而衰減。至一定距

離後，近斷層效應將不控制，回復一般震區考量。現行規範[14]依據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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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 2000 年公告之第一類活動斷層位置，共七個斷層系

統分別設定其近斷層調整因子，其中包括了米崙斷層。米崙斷層之近斷層

效應影響範圍包含上、下盤各 14 公里範圍，如圖 2.8 所示。鄰近米崙斷

層工址，在考量近斷層調整因子與地盤放大效應後，其對應不同距離下之

設計地震需求如圖 2.9 所列。 

將本次地震引致最大地表加速度值在 300gal 以上測站之譜加速度反

應譜繪出，並與測站所在鄉鎮地區在現行耐震設計規範要求之設計反應

譜進行比較，如圖 2.10 所示。依據耐震設計規範的考量，若不考慮超額

設計及其他安全因子的話，設計反應譜代表著建築物受震時，控制建築物

在嚴重受損程度(韌性用掉一半)以下的地震需求。圖中最大地表加速度值

在 400gal 以上測站包括鄰近震央約 7 公里之太魯閣(HWA057/ETL)、震央

距 32 公里的鹽寮(HWA060/EYL)、震央距為 20 公里的花蓮市(HWA019)

與北部的南澳(ILA050/ENA)等測站。圖中的比較發現，在遠離斷層之測

站，如南澳、太魯閣、A210(NCREE)與銅門(HWA058/ETM)等測站之水平

向反應譜值，在結構週期 0.1 秒及 0.3 秒附近均大於或接近設計反應譜，

這意味著中低層樓的房子可能會受到輕微或中度損害。而鄰近斷層的花

蓮市(HWA019)與鹽寮(HWA060/EYL)測站，其地表距斷層最短距離分別

為 0.5 公里與 6.8 公里，其反應譜則在長週期的部分如 1.0 秒與 2.5 秒有

較高之譜加速度值，並高於設計需求。由於兩測站之地盤分類均屬於第一

類地盤，故其影響應來自於震源特性，如斷層錯動所引致之近斷層效應。 

為測試現行耐震規範的設計反應譜在此花蓮地震近斷層速度脈衝下

的表現，本報告將所有具速度脈衝測站的三分量加速度反應譜和花蓮地

區設計反應譜重疊比較，結果如圖 2.11。圖中所用的設計反應譜採用花蓮

縣的 475 年和 2500 年回歸期的設計地震（𝑆𝑆𝑆𝑆𝐷𝐷、𝑆𝑆1𝐷𝐷）和最大考量地震（𝑆𝑆𝑆𝑆𝑀𝑀、

𝑆𝑆1𝑀𝑀）的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並考量距離花東地區斷層 2 公里內的近斷層

放大因子，同時也考慮最大的場址放大因子（第三類地盤），以作為保守

估計（雖然依據鑽探所得之 Vs30（表 2.2），多數測站皆為第一類地盤），

然而由比較結果可明顯發現，水平向的加速度反應譜（尤其是東西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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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為藍線）由於速度脈衝造成在 1.5 秒～2.5 秒的峰值，即使該圖中已將

設計反應譜進行保守估計，但仍然超過長週期的設計值和最大考量值，可

能對 15 層以上的高樓造成嚴重的損傷。而前一小節中所述，花蓮市區測

站的垂直向 PGA 超過或幾乎等於水平向 PGA，也明顯超過現行規範條文

中，在近斷層區域將垂直地震力考慮為 2/3 水平地震力的規定。 

據記載，米崙斷層前一次活動為 1951 年 10 月 22 日的花蓮地震序列

[6]，當時同一天內連續兩起地震的芮式規模皆超過七，若依此估算此斷

層之回歸期僅有約 67 年，則目前以 50 年內超越機率 10%作為設計地震

和 50 年內超越機率 2%的最大考量地震之標準，皆應重新檢討評估水平

譜加速度係數與近斷層修正因子，尤其是在長週期（1 秒）的部份，應審

慎評估如何能確保建物能承受近斷層速度脈衝，或在近斷層區域內限制

建物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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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花蓮地區測站水平向速度脈衝之大小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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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HWA014 信義國小和 HWA019 花蓮氣象站的速度波形。由上至

下分別為東西向、南北向、垂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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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現行規範中，米崙斷層近斷層之影響範圍 

 

 
圖 2.9 現行規範對鄰近米崙斷層工址之設計地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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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測站實際反應譜與現行規範設計地震之比較 

米崙斷層

嶺頂斷層

ETL 太魯閣
PGA=587gal

ETM 銅門
PGA=305gal EYL 鹽寮

PGA=479gal

HWA花蓮市
PGA=403gal

A210 NCREE
PGA=347gal

ENA 南澳
PGA=421gal

R=7.08km

R=19.9km

R=19.7km

R=32.3km

R=27.9km

R=27.9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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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所有具速度脈衝測站的加速度反應譜與花蓮地區最保守估計之

設計反應譜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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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物災損調查 

3.1. 住宅損害調查 

2018 年 2 月 6 日花蓮地震發生於午夜 23 時 50 分，芮氏規模為 6.0

之地震，震源深度為 10 公里，花蓮市經由中央氣象局地震測站之紀錄顯

示，震度為七級之強震。地震發生後隔天清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

稱：國震中心)即刻派員至現場勘察。本次花蓮地震共造成 4 棟建築倒塌

及 1 棟建築物嚴重毀損，倒塌之建築物共有白金雙星大樓、吾居吾宿大

樓、雲門翠堤大樓及統帥大飯店；嚴重毀損之建物則為舊遠東百貨大樓。

由圖 3.1.1 之倒塌建築分佈圖顯示，建築倒塌之位置皆位於米倫斷層附近。

並且，此次地震倒塌建築，其樓高皆在 6 層樓以上，引起倒塌現象之共通

點為軟弱底層。以下將針對各建築作出相關報告與細節敘述。 

 
圖 3.1.1 倒塌建物沿米倫斷層之分佈圖 

3.1.1. 雲門翠堤大樓 

雲門翠堤大樓為此次死傷最為慘重之大樓，該棟大樓為 12 層樓高之

建築。圖 3.1.2(a)~(c)顯示因該棟建築之一樓至三樓為商業用途，常為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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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且傾斜倒塌處為正面出入口，故其牆量較少，因而使低矮樓層柱承受

過大之軸力，產生軸力破壞，導致柱發生倒塌，使該棟建築朝正面(南面，

圖 3.1.3)傾斜倒塌。圖 3.1.2(d)~(e)顯示該棟建築物正面處之柱皆有軸力破

壞之現象，可證實於低矮樓層(軟弱底層)牆量過少將引致軸承受軸力過大

進而發生軸力破壞倒塌。圖 3.1.2(f)~(h)則為建築背面之柱破壞照片，由照

片中可得知柱主筋有同位搭接之施工缺陷，亦有搭接長度不足之疑慮。除

此之外，可由建築平面圖(圖 3.1.3)得知，該棟結構有平面不規則之特性，

故是否引起扭轉效應，進而導致建築倒塌，則待後續研究調查，作深入之

瞭解。 

  
(a)倒塌正面 (b)倒塌背面 

  
(c)建築倒塌傾斜 (d)角柱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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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邊柱破壞 (f)內柱破壞 

  
(g)柱主筋同位搭接 (h)柱主筋同位搭接近照 

圖 3.1.2 雲門翠堤大樓勘查照片 

 

 
圖 3.1.3 建築平面圖與方位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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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統帥大飯店 

統帥飯店興建於 1978 年，為興建年代較為久遠之建築，由圖 3.1.4 顯

示該飯店為走廊無柱之懸臂式建築，軟弱底層特性明顯，並且該棟建築為

飯店經營之商業用途，低矮樓層為大廳開放空間之用，故牆量較其他樓層

少，低矮樓層柱承受之軸力較高，易產生軸力破壞，導致結構物倒塌。圖

3.1.5(a)~(b)可見低矮樓層已發生柱軸力破壞，以致低矮樓層被壓毀。統帥

大飯店之建築平面為 L 型，屬平面不規則結構，於地震力來臨時易發生

扭轉效應，於圖 3.1.5(c)~(e)中之外牆斜裂縫顯示，其於側面與背面皆有相

同方向之斜裂縫，因此該棟建築於花蓮地震發生時，應有產生結構扭轉之

現象，但仍待後續研究確認。由於該棟建築興建年代久遠，耐震設計概念

不足，鋼筋配置易出現缺失。圖 3.1.5(f)顯示柱圍束箍筋量不足，產生軸

力破壞。圖 3.1.5(g)則顯示梁柱接頭未配置橫向鋼筋。圖 3.1.5(h)為一樓結

構外牆倒塌，其垂直向牆筋埋入深度疑似不足。圖 3.1.5(i)則顯示梁下層

主筋之彎鉤彎折方向為向下置入柱內，非現行規範規定需向上彎折埋入

柱內，易使梁柱接頭發生破壞。圖 3.1.5(j)顯示為補強懸臂走廊垂直承載

力之鋼柱，但補強效用仍舊不足以致產生破壞。 

 
圖 3.1.4 統帥大飯店原貌(摘錄自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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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倒塌正面 (b)倒塌背面 

  
(c)建築外牆受損(側面) (d)建築外牆受損近照(側面) 

  
(e)建築外牆受損(背面) (f)角柱破壞 

  
(g)梁柱接頭破壞 (h)一樓外牆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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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倒塌外牆上方梁破壞 (j)補強鋼柱破壞 

圖 3.1.5 統帥大飯店勘查照片 

3.1.3. 白金雙星大樓(國盛六街 2 號) 

白金雙星大樓為一棟 6 層樓之建築，其平面面積較對街吾居吾宿大

樓大。白金雙星與吾居吾宿大樓皆位於國盛六街，兩棟建築皆有一樓作為

停車使用之開放空間，有顯著之軟弱底層現象，故牆量嚴重不足，一樓柱

承受較大軸力，發生軸力破壞，以致一樓全數被壓毀。圖 3.1.6(a)~(b)為整

棟建築倒塌之不同角度正面照。圖 3.1.6(c)~(d)顯示一樓壓毀之近照。圖

3.1.6(e)~(g)則可得知一樓柱軸力破壞與結構外牆之破壞照。 

  
(a)倒塌正面 (b)倒塌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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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樓倒塌近照 (d)一樓倒塌側面 

  
(e)一樓柱及外牆破壞 (f)一樓柱破壞近照 

 

 

(g)一樓柱破壞(背面)  

圖 3.1.6 白金雙星大樓勘查照片 

3.1.4. 吾居吾宿大樓(國盛六街 41 號) 

吾居吾宿大樓除上述一樓作為停車空間使用之軟弱底層特性外，於

現場勘查時，經民眾說明得知該棟建築原為 6 層樓，日前才加蓋為現行

樣貌之 9 層高[圖 3.1.7(a)~(b)]，因此一樓柱承受比原設計更大之軸力，但

是否為此次倒塌之主因，則仍待後續確認。圖 3.1.7(c)~(d)顯示一樓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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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軸力破壞倒塌外，仍有梁柱接頭破壞之現象。圖 3.1.7(e)~(h)為吾居

吳宿大樓後巷之柱破壞與結構外牆破壞照，其結構外牆受損情形較白金

雙星大樓嚴重。 

  
(a)倒塌正面 (b)倒塌背面 

  
(c)一樓柱及梁柱接頭破壞 (d)一樓柱及梁柱接頭破壞(背面) 

  
(e)倒塌側面 (f)一樓柱破壞近照(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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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外牆破壞(側面) (h)外牆破壞(側面) 

圖 3.1.7 吾居吾宿大樓勘查照片 

3.1.5. 舊遠東百貨大樓 

舊遠東百貨大樓為 12 層樓之建築，現為花蓮市棄置未使用之大樓，

故於現場勘查時，無法進入室內觀察結構破壞狀況。然而，經檢視一樓柱

破壞情況顯示[圖 3.1.8(a)~(d)]，一樓柱出現大量之剪力破壞，且受損嚴重

但所幸未發生結構倒塌現象。該棟建築於背面樓梯間，已有外加鋼斜撐構

架補強，如圖 3.1.8(e)所示。圖 3.1.8(f)~(h)則為該棟大樓側面外牆之破壞

照，由圖中得知外牆出現明顯之剪力裂縫，並有角隅混凝土擠碎之現象。

圖 3.1.8(e)顯示結構背面於一樓之磚牆破壞照。 

  
(a)一樓外觀 (b)一樓角柱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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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樓柱剪力破壞 (d)一樓柱剪力破壞 

  
(e)鋼斜撐補強(背面) (f)外牆破壞(側面) 

  
(g)外牆破壞近照(側面) (h)外牆角隅破壞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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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磚牆破壞近照(背面)  

圖 3.1.8 舊遠東百貨大樓勘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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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校舍損害調查 

地震發生後，學校陸續回報災損情形至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

通報處理中心(以下簡稱教育部校安中心)，國震中心根據教育部校安中

心提供之災情資訊後，隨即與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諸位教授組成勘查小

組，主要針對米崙斷層帶周邊約一公里範圍之學校檢視其結構體以及非

結構之震損情形，總計共勘查 14 所國中小學校，實地勘查之學校列表

如下表所示。 

表 3.2.1 實地勘查之學校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建
築
系 

姚昭智教授 北埔國小、北濱國小 

杜怡萱教授 復興國小、鑄強國小、壽豐國小 

鍾育霖教授 忠孝國小、國風國中、北昌國小 

國震中心 

(建物組、結構控制組) 

海星中學、嘉里國小、中華國小 

花崗國中、明義國小、明禮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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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舍建築震後勘查結果 

(1) 花蓮縣北埔國小 

北埔國小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北埔路 170 號，校園內損壞建

築為司令台與體育館，司令台為一 RC 建築，位於校園中心，於 1986

年完工；體育館為一層樓 RC 建築，位於校園東北側，於 1999 年完

工，校園平面圖如圖 3.2.1，校園外觀如圖 3.2.2。 

司令台損壞處主要為柱面磚掉落，如圖 3.2.3 (a)、(b)。體育館(圖

3.2.4)非結構物損壞主要為輕鋼架天花板系統於兩側邊緣處板材掉落、

骨架受損等，天花板損壞最嚴重區域有四處，如圖 3.2.5，主要為體育

館南側與西側近入口處，天花板四處損壞總面積約 20.79 平方公尺，

如圖 3.2.6(a)至(d)。 

  

圖 3.2.1  北埔國小校園平面圖 圖 3.2.2  北埔國小校園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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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柱上方面磚掉落 (b)柱下方面磚掉落 

圖 3.2.3 柱面磚掉落 

 

圖 3.2.4 體育館外觀 

 

圖 3.2.5 體育館輕鋼架天花板損壞區域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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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區域 1(約 8.05 平方公尺) (b)區域 2(約 3.66 平方公尺) 

  

(c)區域 3(約 4.03 平方公尺) (d)區域 4(約 5.05 平方公尺) 

圖 3.2.6 天花板各區域損壞 

 

(2) 花蓮縣北濱國小 

北濱國小位於花蓮縣花蓮市北濱街 113 號，校園內校舍建築為二

層樓 RC 建築，於 1986 年完工，校園平面圖如圖 3.2.7，校園外觀如

圖 3.2.8。 

校舍損壞區域主要為一樓走廊高低差，如圖 3.2.9。一樓柱牆間裂

縫，如圖 3.2.10。一樓走廊末端樓梯裂縫，如圖 3.2.11。二樓走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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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台間高低差，如圖 3.2.12。二樓走廊裂縫，如圖 3.2.13。二樓走

廊高低差，如圖 3.2.14。 

  

圖 3.2.7 北濱國小校園平面圖 圖 3.2.8 北濱國小校園外觀 

 

圖 3.2.9 一樓走廊高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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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0 二樓走廊與升旗台間高低差 圖 3.2.11 二樓走廊裂縫 

  

圖 3.2.12 一樓柱牆間裂縫 圖 3.2.13 一樓走廊末端樓梯裂縫 

 

圖 3.2.14 二樓走廊高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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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花蓮縣復興國小 

復興國小建築物配置關係如圖 3.2.15 所示，主要教室 A、B、C

棟位於操場南、東側，北側另有二層樓風雨教室(圖 3.2.16)及一層樓

建物。A 棟及 B 棟教室皆位於操場南側，皆為地上二層，兩棟相連，

接續處以金屬蓋板覆蓋分期縫，A 棟以擴柱補強(圖 3.2.17)，B 棟以

翼牆補強(圖 3.2.18)；C 棟教室位於操場東側，亦為地上二層，以擴

柱補強(圖 3.2.19)。 

根據校方提供資料，震害可分以下幾類： 

(1)校舍間分期縫破壞 

A、B 棟之間分期縫脫開造成蓋板破壞(圖 3.2.20)，同位置 1F 地

面亦有裂痕及少許差異沈陷情況(圖 3.2.21)。B、C 棟之間分期縫亦脫

開並造成 2F 欄杆破壞(圖 3.2.22)。 

(2)地面開裂 

多處室內外地面有開裂情況(圖 3.2.23 至圖 3.2.25)，造成花台、

圍牆開裂及電線桿傾斜、水管破裂漏水(圖 3.2.26 至圖 3.2.29)等情形。 

(3)櫥櫃家具倒落、懸吊燈具及管線損壞 

多處室內櫥櫃及家具有倒落情況(圖 3.2.30 及圖 3.2.31)，位於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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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 2F 之電腦教室電腦螢幕皆翻倒(圖 3.2.32)，同棟 2F 自然教室實驗

桌似以磚砌矮牆支撐，亦因矮牆倒塌而掉落(圖 3.2.33)。B 棟 2F 圖書

室消防水管破裂漏水(圖 3.2.34)，同棟 1F 綜合教室懸吊燈具破壞(圖

3.2.35)。 

除上述之外，有多處牆面或窗台開裂情況(圖 3.2.36)，但從校方

提供照片無法確認位置。 

  

圖 3.2.15 復興國小建築物配置 圖 3.2.16 北側風雨教室外觀 

  

圖 3.2.17 A 棟教室外觀 圖 3.2.18 B 棟教室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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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9 C 棟教室外觀 圖 3.2.20 A、B 棟分期縫破壞 

  

圖 3.2.21 A、B 棟分期縫及地面破裂 圖 3.2.22 B、C 棟分期縫及欄杆破壞 

  

圖 3.2.23 風雨教室內地面開裂 圖 3.2.24 舊司令台地面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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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5 操場跑道緣石開裂 圖 3.2.26 花台開裂 

 

 

圖 3.2.27 圍牆底部地面開裂 圖 3.2.28 電線桿傾斜 

  

圖 3.2.29 司令台前水管破裂漏水 圖 3.2.30 辦公室鐵櫃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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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1 高型櫥櫃倒塌 圖 3.2.32 電腦螢幕翻倒 

 
 

圖 3.2.33 自然教室實驗桌倒落 圖 3.2.34 圖書室消防水管破裂漏水 

  

圖 3.2.35 綜合教室懸吊燈具破壞 圖 3.2.36 牆面開口角隅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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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花蓮縣鑄強國小 

鑄強國小建築物包括三棟校舍及一棟綜合大樓(至善樓)，圖

3.2.37 顯示建物配置關係。南棟教室位於校門主入口側，為地上三層

RC 建物，1、2F 有擴柱補強(圖 3.2.38)；東棟教室為地上二層，局部

為三層，另有局部地下室之 RC 建物，外觀無補強跡象(圖 3.2.39 及圖

3.2.40)；北棟教室為地上四層 RC 建物，平面呈 L 形(圖 3.2.41)，外觀

樣式與南棟類似，1-3F 亦有擴柱補強(圖 3.2.42)。至善樓約於 1997 年

完工，為地上三層之 RC 建物。 

南、東、北三棟教室皆無明顯震損，南棟與東棟教室接縫處有若

干磁磚掉落但無分離情況(圖 3.2.43)，南棟教室 1F 磚翼牆頂有少許撓

曲裂縫(圖 3.2.44)。崇善樓 2F 樓梯間前天花板近窗側有局部支架破壞

及板片掉落情形(圖 3.2.45 及圖 3.2.46)，可能為天花板撞擊窗簾盒造

成，天花板內部顯示無施作耐震斜撐；3F 無障礙廁所內亦有天花板

支架破壞及板片掉落、牆面高處磁磚掉落情形(圖 3.2.47 及圖)；除上

述非結構物損壞以外，結構體無震害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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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7 鑄強國小建築物配置 圖 3.2.38 南棟教室外觀 

  

圖 3.2.39 東棟教室正面外觀 圖 3.2.40 東棟教室背面外觀 

  
圖 3.2.41 北棟教室外觀 圖 3.2.42 北棟擴柱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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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3 東棟與南棟教室接縫 圖 3.2.44 東棟 1F 磚翼牆撓曲裂縫 

  
圖 3.2.45 崇善樓 2F 天花板掉落 圖 3.2.46 崇善樓 2F 天花板內部 

 
圖 3.2.47 崇善樓 3F 無障礙廁所圖    

 

 

 
3.2.48 崇善樓 3F 無障礙廁所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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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花蓮縣壽豐國小 

壽豐國小主要建築包括兩棟校舍及位於校園外與社區共用的壽

豐文康中心，建物配置關係及校門外觀如圖 3.2.49 及圖 3.2.50 所

示。兩棟校舍分別為東棟教室與西棟教室，皆為地上二層之 RC

建物，東棟以剪力牆補強(圖 3.2.51 及圖 3.2.52)，西棟似原有校舍

長向無開口牆(圖 3.2.53)，以擴柱補強分期興建處(圖 3.2.54)。文

康中心約於 2000 年完工，為地上三層，地下一層之 SRC 建物(圖

3.2.55)，內部有一挑高約兩層的演講廳(圖 3.2.56)。 

東棟及西棟教室皆無震損。文康中心僅於入口東側樓梯間 1-

2F 間牆面有寬約 0.5 mm 之斜向裂縫(圖 3.2.57)，同樓梯間 3-4F

有牆柱介面垂直裂縫及牆面斜向裂縫(圖 3.2.58)，其餘區域無明顯

震害。 

 

  

圖 3.2.49 壽豐國小建築物配置 圖 3.2.50 壽豐國小校園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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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1 東棟教室外觀 圖 3.2.52 東棟剪力牆補強 

  

圖 3.2.53 西棟教室外觀 圖 3.2.54 西棟擴柱補強 

  
圖 3.2.55 壽豐文康中心外觀 圖 3.2.56 壽豐文康中心 1F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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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7 文康中心 1-2F 梯間 

 
 
 
 
 
 
 
 
 
 
 
 
 
 

圖 3.2.58 文康中心 3-4F 梯間 
 

(6) 花蓮縣忠孝國小 

忠孝國小(圖 3.2.59)主要建築為思源樓(圖 3.2.60)、忠孝樓(圖

3.2.61)、向上樓(圖 3.2.62)三棟，其中思源樓為地上兩層鋼筋混凝土建

築物，於 1977 年落成；忠孝樓為地上三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於 1977

年落成；向上樓為地上四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於 1998 年落成，三

棟結構物均以增設剪力牆方式補強。思源樓震損包含：與忠孝樓交界

處伸縮縫嚴重破壞導致周邊混凝土塊剝落使鋼筋露出(圖 3.2.63)，西

側圍牆大量裂縫產生，且延伸至地表面(圖 3.2.64)，南側一至二樓樓

梯下方有嚴重裂縫(圖 3.2.65)，二樓教室燈具破壞掉落(圖 3.2.66)，北

側樓梯間牆面有隆起破壞與裂縫(圖 3.2.67)，北側與向上樓交界處一、

二樓柱底有斜向裂縫(圖 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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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樓僅於面對操場立面有施作剪力牆補強，其震損情形包含：

一樓走廊柱腳與地面有大量龜裂(圖 3.2.69)，此位置正好為地下室的

邊緣，可能與其有關，剪力牆下方地面裂縫與隆起產生高差(圖 3.2.70

及圖 3.2.71)，窗台下方矮牆出現斜向裂縫(圖 3.2.72)，一樓辦公室門

上玻璃受擠壓破裂(圖 3.2.73)，剪力牆產生斜向裂縫(圖 3.2.74)，推測

可能與僅施作單側剪力牆，強度不足有關。 

向上樓震損情形包含：西側與思源樓交界處一、二樓柱底有斜向

裂縫(圖 3.2.75)，四樓集會堂輕鋼架天花板掉落，破壞區域集中於天

花板系統邊緣區域，包括窗邊、梁側等(圖 3.2.76)。 

  

圖 3.2.59 忠孝國小校園外觀 圖 3.2.60 思源樓外觀 

  

圖 3.2.61 忠孝樓外觀 圖 3.2.62 向上樓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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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3 混凝土剝落使鋼筋露出 圖 3.2.64 圍牆大量裂縫破壞 

 

 

圖 3.2.65 樓梯間牆面隆起 圖 3.2.66 柱底斜向破壞 

 
 
 
 
 
 
 
 
 
 
 
 
 

圖 3.2.67 樓梯下方出現裂縫 

 
 
 
 
 
 
 
 
 
 
 
 
 
 

圖 3.2.68 燈具破壞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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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9 柱腳破壞與其延伸裂縫 圖 3.2.70 牆邊地面隆起 

  

(a)牆外側 (b)牆內側 

圖 3.2.71 剪力牆下方地面破壞 

  

(a)忠孝樓北側 (b)同位置南側外牆 

圖 3.2.72 窗台下方矮牆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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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3 辦公室門上玻璃飾板破壞 圖 3.2.74 剪力牆斜向裂縫 

 

 

圖 3.2.75 柱底破壞 圖 3.2.76 天花板系統邊緣破壞 

(7) 花蓮縣國風國中 

國風國中(圖 3.2.77 及圖 3.2.78)主要建築為游藝樓(北棟)(圖

3.2.79)、涵玉樓(南棟)(圖 3.2.80)、睿智樓(A 棟)(圖 3.2.81)三棟，其中

游藝樓與涵玉樓為地上四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分別於 1992 年、1996

年落成，已經過耐震補強；睿智樓為新建之地上五層鋼筋混凝土建築

物，於 2016 年落成。 

 

 



50 

地震中並無結構性破壞，涵玉樓自然教室有大量化學藥品掉落，

造成化學藥品灑出(圖 3.2.82)。游藝樓多處飲水機傾倒致使管線拉扯

漏水(圖 3.2.83)。睿智樓近操場側一樓地磚有大量冒水情形(圖 3.2.84)，

推測可能為埋設於地下之水管破裂漏水，水流混著泥土隨著管道流入

同側地下室(圖 3.2.85)，穿堂處伸縮縫有些微張開(圖 3.2.86)。 

  

圖 3.2.77 國風國中校園平面圖 圖 3.2.78 國風國中校園外觀 

  

圖 3.2.79 游藝樓外觀 圖 3.2.80 涵玉樓外觀 

  

圖 3.2.81 睿智樓外觀 圖 3.2.82 自然教室化學藥品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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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3 飲水機傾倒漏水(已扶正) 圖 3.2.84 地磚湧水 

 

 

圖 3.2.85 管道間漏出泥水 圖 3.2.86 伸縮縫張開 

(8) 花蓮縣北昌國小 

北昌國小主要建築為東、西、南與北棟四棟(圖 3.2.87)，其中南、

北、西棟為地上三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分別於 1985 年、1991 年、

1996 年落成，都經過耐震補強；東棟為重建後之地上三層半高之鋼筋

混凝土建築物並且在校舍群中間連著一棟三層樓、一樓挑空、二樓以

上為大型集會及室內運動空間之三樓高鋼筋混凝土建築與西棟相連，

均為 2015 年落成(圖 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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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震損主要發生於東棟與南、北棟之新舊建物交界處，有部分

伸縮縫張開與延伸裂縫產生，且有柱底外層與矮牆擠壓剝落現象(圖

3.2.89)，其餘多為非結構物的損壞，東棟教師休息室之櫥櫃倒塌以及

天花板掉落(圖 3.2.90)，階梯教室天花板之空調出風口蓋有鬆脫情形

(圖 3.2.91)。西棟頂樓水塔與其基座變形導致水塔歪斜(圖 3.2.92)。北

棟自來水用水在震後有水壓不足的問題，且在其東側牆內有漏水聲響，

管線有受損的可能。 

  

圖 3.2.87 北昌國小校園平面圖以及前棟(南棟)外觀 

 

圖 3.2.88 大型集會及室內運動空間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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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9 伸縮縫處裂縫以及柱底外層剝落 

  

圖 3.2.90 室內櫥櫃倒塌以及天花板掉落 圖 3.2.91 空調出風口蓋鬆脫 

  

圖 3.2.92 水塔與基座變形歪斜 

(9) 私立海星中學 

海星中學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新路 36 號，經緯度座標為

東經 121.6140 度，北緯 24.0076 度。該校現有「學生宿舍」、「北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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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左側」、「北棟教室右側」、「禮堂」、「晨星樓」、「東棟教室」及「西

棟教室」，共計 7 棟校舍。 

「學生宿舍」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且走

廊有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67 年，經詳細評估後，專業人

員建議進行補強，目前正進行補強設計。「北棟教室左側」為地上 2 層

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無走廊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60 年，

已於此次地震前採用增設阻尼器方式進行補強(圖 3.2.93(a))。「北棟教

室右側」為地上 3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單邊走廊且走廊有柱之結

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60 年，已於此次地震前採用增設阻尼器方

式進行補強(圖 3.2.93(b))。「禮堂」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

屬無走廊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62 年，已於此次地震前採用

增設剪力牆方式進行補強(圖 3.2.93(c))。 

此次地震之震損情形為鄰棟校舍發生碰撞，以致梁體上方混凝土

表層剝落(圖 3.2.94)，以及櫥櫃內物品掉落毀損(圖 3.2.95)，但結構體

並未出現損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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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北棟教室左側 

  

(b)北棟教室右側 (c)禮堂 

圖 3.2.93 校舍經耐震補強後，無震損情形 

 

圖 3.2.94 鄰棟校舍碰撞，梁體上方混凝土表層剝落 



56 

 

圖 3.2.95 櫥櫃內物品掉落損毀(照片來源：校方提供) 

(10) 花蓮縣嘉里國小 

嘉里國小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三街 28 號，經緯度座標為東

經 121.6083 度，北緯 24.0146 度。該校現有「資訊區」、「行政區」、

「高年級教室」及「中低年級教室」，共計 4 棟校舍。 

「資訊區」為地上 1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但走廊

無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86 年，經初步評估後解除列管。

「行政區」為地上 1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且走廊有柱

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86 年，經初步評估後解除列管。「高年

級教室」為地上 1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但走廊無柱之

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86 年，經初步評估後解除列管。「中低年

級教室」為地上 1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且走廊有柱之

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86 年，經初步評估後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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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地震之震損情形僅為鄰棟校舍發生碰撞，以致柱體間混凝土

表層剝落(圖 3.2.96)，但結構體並未出現損壞情形。 

 

圖 3.2.96 鄰棟校舍相互碰撞，導致柱體間混凝土表層剝落 

 

(11) 花蓮縣中華國小 

中華國小位於花蓮縣花蓮市國盛二街 22 號，經緯度座標為東經

121.6067 度，北緯 23.9920 度。該校現有「北棟教室」、「南棟教室」、

「西棟教室」、「職務宿舍」、「活動中心」、「東棟(廚房)」、「游泳池」、

「警衛室」及「舊校區辦公室」，共計 9 棟校舍。 

「北棟教室」為地上 3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且走

廊有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92 年，已於 2010 年採用增設翼

牆方式進行補強(圖 3.2.97(a))。「南棟教室」為地上 3 層之鋼筋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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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但部分走廊無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92

年，已於 2010 年採用增設翼牆方式進行補強(圖 3.2.97(b))。「西棟教

室」為地上 3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但部分走廊無柱之

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91 年，已於 2017 年採用擴大柱方式進行

補強。「職務宿舍」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無走廊之結

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94 年，經初步評估後解除列管。「活動中心」

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無走廊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

為 1994 年，經初步評估後解除列管。 

此次地震之震損情形為櫥櫃、機櫃、電腦主機及螢幕傾倒(圖

3.2.98 及圖 3.2.99)，但結構體並未出現損壞情形。 

  

(a)南棟教室 (b)南棟教室 

圖 3.2.97 校舍經耐震補強後，無震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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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8 儲櫃傾倒翻覆，物品散落一地 

 

圖 3.2.99 電腦主機及螢幕傾倒(照片來源：校方提供) 

 

(12) 花蓮縣花崗國中 

花崗國中位於花蓮縣花蓮市公園路 40 號，經緯度座標為東經

121.6117 度，北緯 23.9770 度。該校現有「F 棟」、「G 棟」、「I 棟」、

「O 棟(活動中心)」及「Q 棟」，共計 5 棟校舍。 

「F 棟」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但走廊無

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92 年，已於 2017 年採用增設剪力牆

方式進行補強(圖 3.2.100(a))。「G 棟」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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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屬單邊走廊但走廊無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96 年，已

於 2017 年採用增設剪力牆方式進行補強(圖 3.2.100(b))。「I 棟」為地

上 3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無走廊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2001 年，已於 2017 年採用增設剪力牆方式進行補強。「O 棟(活動中

心)」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無走廊之結構型式，興建

年代約為 1981 年，已於 2017 年採用增設剪力牆方式進行補強。「Q

棟」為地上 4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無走廊之結構型式，興建年

代約為 1998 年，已規劃採用增設剪力牆方式進行補強，目前施工中。 

此次地震並未造成任何結構體損壞。 

  

(a)F 棟 (b)G 棟 

圖 3.2.100 校舍經剪力牆補強後，無震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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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花蓮縣明義國小 

明義國小位於花蓮縣花蓮市明義街 107 號，經緯度座標為東經

121.6007 度，北緯 23.9789 度。該校現有「林森樓 A 棟」、「廚房 B

棟」、「林森樓 C 棟」、「仁愛樓 D 棟」、「仁愛樓 E 棟」、「仁愛樓 F 棟」、

「民國樓 H 棟」、「活動中心 I 棟」及「明義樓 M 棟」，共計 9 棟校

舍。 

「林森樓 A 棟」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

但走廊無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78 年，已於 2010 年採用增

設翼牆方式進行補強。「廚房 B 棟」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

屬無走廊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97 年。「林森樓 C 棟」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但走廊無柱之結構型式，興建

年代約為 1983 年，已於 2010 年採用增設翼牆方式進行補強(圖

3.2.101(a))。「仁愛樓 D 棟」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

走廊但走廊無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80 年，已於 2010 年採

用增設翼牆方式進行補強。「仁愛樓 E 棟」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

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但走廊無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98 年，

已於 2010年分別採用增設翼牆及剪力牆方式進行補強。「仁愛樓F棟」

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但走廊無柱之結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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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興建年代約為 1981 年，已於 2010 年分別採用增設翼牆及剪力牆

方式進行補強。「民國樓 H 棟」為地上 2 層地下 1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

建築，屬單邊走廊但走廊無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81 年，

經詳細評估後，專業人員建議進行補強，目前正進行補強設計。「活

動中心 I 棟」為地上 2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無走廊之結構型式，

興建年代約為 1987 年，已規劃採用增設剪力牆方式進行補強，目前

施工中。「明義樓 M 棟」為地上 4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

廊但走廊無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89 年，已於 2010 年採用

增設斜撐方式進行補強(圖 3.2.101(b))。 

此次地震之震損情形僅為鄰棟校舍發生碰撞，以致柱體間混凝土

表層剝落(圖 3.2.102)，但結構體並未出現損壞情形。 

  

(a)林森樓 C 棟 (b)明義樓 M 棟 

圖 3.2.101 校舍經耐震補強後，無震損情形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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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02 鄰棟校舍相互碰撞，導致部份貼覆材掉落 

 

(14) 花蓮縣明禮國小 

明禮國小位於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 6 號，經緯度座標為東經

121.6089 度，北緯 23.9803 度。該校現有「教學大樓」，共計 1 棟校

舍。 

「教學大樓」為地上 4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但走

廊無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 1990 年，已於 2011 年分別採用擴

柱、增設翼牆及增設剪力牆等方式進行補強(圖 3.2.103)。 

此次地震並未造成結構體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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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03 教學大樓經耐震補強後，無震損情形 

 

此次地震並未造成花蓮地區校舍發生嚴重之結構損害，主要原因

為花蓮地區校舍之耐震評估或補強率已達 97%以上，其餘尚未解除列

管之校舍大多為已竣工但尚未完成驗收程序，並未出現結構損壞情形。

至於尚未完工者，因補強前之耐震強度需求比(Capacity-Demand Ratio)

較高，其受震表現佳，亦未出現結構損壞情形。 

圖 3.2.104 顯示米崙斷層與明禮國小之相對位置，斷層一旦錯動

將造成該校建築物極大之傷害，所幸該校已於 2011 年完成耐震補強，

此次地震並未對結構體造成較大損壞，顯示耐震補強之推動確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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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04 明禮國小與米崙斷層之位置圖(紅線為米崙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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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隔震結構損傷─花蓮慈濟醫院合心樓 

位於花蓮市的慈濟醫院，其對於醫療資源較不足的台灣東部地區，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單提供了平時的醫療看診服務，亦為醫學中心等級之

醫療機構，且須負擔區域之防災醫療救護工作。院區占地 8 公頃，全區樓

地板總面積約為 11 萬 7 千餘平方公尺；東北側緊鄰中山路，東南側緊鄰

中央路三段(圖 3.3.1)。院區主要以四棟結構為主，其中協力樓為地下一

層，地上六層之建築，主要用途為講堂、行政與學術研究。感恩樓與大愛

樓分別為地下一層地上十層與地下一層地上五層之建築，皆以門診用途

為主。此外，以急診及外科用途為主之合心樓，則為地下一層地上十層之

鋼骨鋼筋混凝土(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SRC)隔震結構。隔震設計採基

礎隔震型式，隔震層(或隔震系統)位於地下一層下方，隔震器採用鉛心橡

膠支承墊(Lead Rubber Bearing, LRB)。 

 

 
圖 3.3.1 花蓮慈濟醫院院區平面圖(http://hlm.tzuchi.com.tw/) 

 合心樓震後勘災結果顯示，其隔震上部主體結構外觀無明顯損傷或裂

縫(圖 3.3.2)。北側之無障礙坡道，因隔震層發揮作用產生相對位移而造成

推擠，造成鋪木坡道偏移，局部欄杆間隔不足，導致碰撞造成變形。周邊

美化植栽，亦因產生隔震位移而造成推擠導致傾斜(圖 3.3.3)。合心樓靠西

側的部分，依勘災現況可發現局部管線因未做適當可撓設計，當隔震層發

http://hlm.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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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作用產生相對位移時，導致管線脫落或管線錨定受損。此外，亦可觀察

到西側植栽因受推擠導致傾斜(圖 3.3.4)。西南側的通道蓋板，因採傳統連

接方式，故於震中受擠壓導致損傷(圖 3.3.4(d))。南側位於植栽旁的鋪木

棧道，同樣因碰撞擠壓，導致棧道木鋪面受損(圖 3.3.5)。進一步檢視花圃

處土壤被推移情形，可以概略量測得到本次強震作用中，隔震系統長向之

最大位移約為30公分(圖3.3.6(a))，短向最大位移約為22公分(圖3.3.6(b))。

另外於隔震層中，展示陳列之防護玻璃，因隔震層之相對變位造成破碎

(圖 3.3.7)；同時，隔震層中之管線亦發生脫落之情形(圖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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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南側 

  (b)東側-1                         (c)東側-2 

     

              

 

 

 

 
(d)北側-1                         (e)北側-2 

圖 3.3.2 合心樓震後上部結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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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無障礙坡道碰撞偏移-1 

 

  (b)無障礙坡道碰撞偏移-2          (c)無障礙坡道欄杆碰撞變形 

 

   (d)坡道旁植栽碰撞傾斜-1             (e)坡道旁植栽碰撞傾斜-2 

圖 3.3.3 震後無障礙坡道欄杆與植栽碰撞變形(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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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北側管線錨定震損脫落 

 

 

 

 

 

 
(b) 北側未採可撓管線設計之震損 

 

 

 

 

 

 

 
(c)西側植栽碰撞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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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通道蓋板擠壓受損 

圖 3.3.4 震後植栽傾斜與管線受損(西側) 

 

 

  
(a)                          (b) 

圖 3.3.5 植栽周邊鋪木棧道碰撞受損(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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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長向                       (b) 短向 

圖 3.3.6 花圃處受擠壓情形 

 
圖 3.3.7 隔震層位移計防護玻璃擠壓破裂 

 
圖 3.3.8 隔震層位移計碰撞受損與管線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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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合心樓自地下二層(隔震層)至第十一層，共裝設有 30

組強震儀以記錄真實地震下之受震反應；30 組強震儀中，包含有 26 組

的加速度計以及 4 組的位移計，各樓層安裝組數與種類如表 3.3-1 所

示。以隔震層之加速度計與位移計安裝方式(圖 3.3.9 所示)為例，每組位

移計安裝於固定在隔震層底部(地下二層樓版)之支架，可量測得隔震墊

上方在位移計軸向方向相對於底部之相對變位；同時，對於垂直於位移

計軸向之運動，則利用滾支承接觸的方式使其可以自由運動不影響量

測。加速度計則固定於隔震層底部樓板上方，並以透明外殼加以保護，

以量測該處的加速度反應。 

表 3.3.1 合心樓強震儀配置表 

 
 

 
圖 3.3.9 隔震層加速度計與位移計安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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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下二層為結構物基礎層，故本小節將地下二層所量測而得之加速

度歷時視為結構之輸入地震。依照圖 3.3.10 中所示之強震儀配置圖，將

各樓層長向、短向以及垂直向之加速度計，於本次 0206 花蓮強震下之量

測結果點繪於圖 3.3.11 至圖 3.3.13 中。由讀值可以得知，長向的輸入加

速度峰值較短向為高，其分別為 266gal 與 139gal。同時，由圖中首先可

以觀察出，位於中央處之加速度量測結果與角隅處之結果幾乎完全重合，

表示隔震層上方結構，應無顯著的扭轉行為發生。另外，亦可自地下一樓

之加速度反應中，觀察出角隅處相較於中央處在約莫 15.5 秒與 17 秒時，

有明顯突出的高頻振動反應，推測此乃隔震系統上部結構與花圃等非結

構設施碰撞所導致。為進一步合理的評估隔震系統所發揮之效果，故將所

有加速度量測結果濾除頻率高於 40Hz 以上之訊號，以排除碰撞所導致之

瞬間加速度，並取中央處之加速度峰值整理於表 3.3-2 中。透過表中水平

向與垂直向之比較，可以觀察出，長向隔震後加速度約莫為輸入的 70 至

80%，隨樓層增加稍有放大現象；短向不論於何樓層，雖與地表輸入接近，

但不若傳統耐震結構的顯著放大。故隔震系統於長、短兩向均有發揮隔震

效益，且以長向最為顯著。 

 
表 3.3.2 各樓層最大加速度值比較 

 
 

長向 短向 垂直 長向 短向 垂直

B2 266 139 152
B1 181 124 181 68 89 119
4 178 139 67 100
5 182 136 68 98
11 209 131 279 79 94 184

最大加速度 (gal ) 最大加速度/基礎最大加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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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下二層平面配置圖 

 
(b)立面配置圖 

圖 3.3.10 強震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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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1 各樓層長向加速度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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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2 各樓層短向加速度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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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3 各樓層垂直向加速度量測結果 

 
    另一方面，將隔震層長向與短向之兩組位移計量測結果點繪於圖

3.3.14 中，可以觀察出短向之變位遠小於長向，且長向兩組位移計之量測

結果亦不同步，其中長向中央處之位移計最大值甚至高達 62cm，此值已

超過 60cm 之建築物隔震間距；搭配觀察四組位移計之勘災照片，如圖

3.3.15 所示，可以發現四組位移計皆已遭到碰撞而導致變形，甚至在地震

結束後無法接觸於量測位置上。因此判定位移計之量測結果，因測計損壞

而無法提供可信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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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4 隔震層變位量測結果 

       (a) 長向中央處位移計             (b) 短向中央處位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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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長向角隅處位移計           (d) 短向角隅處位移計 

圖 3.3.15 隔震層位移計勘災照片 

綜合而言，本隔震設計發揮了預期之隔震性能，有效保護建築物內

的重要資產與生命安全。然而，在本次地震中，仍觀察到隔震縫之適應

(或餘裕)設計有欠周詳之處，以及因使用者不當使用隔震位移作動範

圍，而導致一些非結構元件的破壞。這些破壞雖不至於影響預期之隔震

性能，但在未來隔震設計與應用中必須格外注意這些因應隔震設計的細

節，以避免每次大地震後均需進行繁瑣的修繕工作。同時，亦建議將隔

震層之位移量測方式，由接觸式位移計更改為拉線式位移計，已避免碰

撞導致測計損壞而無法量測之憾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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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非結構物之震害 

本次地震非結構震害勘查團隊，包括國震中心與成功大學建築系人

員，於 107 年 2 月 8 日至 2 月 9 日完成中小學校舍、醫院、航空站與港

務大樓等建築之附屬非結構物震害狀況勘查。 

3.4.1. 醫院 

3.4.1.1  慈濟醫院 

花蓮慈濟醫院為醫學中心等級之大規模醫院，院區面積約 5900 平方

公尺，病床數約 966 床。醫院地理位置如圖 3.4.1 所示，距離米崙斷層約

1.79 公里。依據氣象局公布之鄰近測站(HWA063)自由場資料，0206 地震

發生時，該地區地表加速度峰值南北向約 253 gal、東西向 216 gal、垂直

向 253 gal，而由 HWA063 加速度平面軌跡圖可知，慈濟醫院自由場於本

次地震主要運動為東北-西南走向(圖 3.4.1)；另一鄰近測站(HWA011)自由

場資料，則為南北向 199 gal、東西向 248 gal、垂直向 327 gal。醫院建築

配置如圖 3.4.1 所示，共計大愛樓、感恩樓、合心樓、協力樓等四棟主要

建築物，本次勘查範圍主要包括大愛樓、感恩樓與合心樓。合心樓相關勘

查結果已於 3.3 節隔震建築介紹，本節主要描述大愛樓與感恩樓之非結構

受損勘查結果。 

 
圖 3.4.1 慈濟醫院鄰近測站(HWA063)自由場歷時與平面加速度軌跡圖

(資料源自氣象局[1])、地理位置與建築配置示意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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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樓為地下一層地上五層之建築物，其為鋼筋混凝土柱牆結構，依

民國 72 年建築技術規則進行結構設計，並於 75 年完工[16]。大愛樓一樓

為慈濟醫院大廳，地下層為病歷室，其餘樓層大部分為門診使用。本次勘

查僅針對大愛樓地下層病歷組(如 0 左紅色虛線所示)之病歷檔區，其中，

病歷架依固定形式可分為底部錨定病歷架(A 類)、頂部連接桿病歷架(B

類)、移動式病歷架(C 類)。三類病歷架配置分佈如 0 右所示，A 類(橘色

區塊)與 B 類(綠色區塊)病歷架軸向為西北-東南向，C 類病歷架軸向為東

北-西南向。A 類與 B 類病歷架原為移動式書架，由 0 可知，病歷架底部

仍保留滾輪機制，再以加工方式設置底部錨定或頂部連桿。如 0 與 0 所

示，A 類病歷架與 L 型腳板銲接後以螺栓固定於樓板，B 類病歷架上方

則於頂部面板加設連桿，但連桿並未往外延伸加設於相鄰牆面。 

  
圖 3.4.2 大愛樓病歷室配置與勘查範圍 

由前文可知，本次地震中自由場主要運動方向為東北-西南走向，故

相較於 C 類病歷架，A 類與 B 類病歷架於強震下承受較大之面外方向樓

板加速度。如 0 所示，A 類病歷架往西南方向傾倒堆疊，B 類病歷架雖未

傾倒，現場量測部分 B 類病歷架曾滑動約 10 公分距離，西南側的部分病

歷架側面蓋板分離(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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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A 類與 B 類病歷架底部之滾輪機制 

 
圖 3.4.4 A 類病歷架錨定設置與受震情形 

 
圖 3.4.5 B 類病歷架連接桿設置與受震情形；照片中已遮蓋私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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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A 類與 B 類病歷架受震行為與破壞狀況(0)，兩者均原為滑動式

書架，透過現場施工的補強方式抵抗水平地震力。但觀察儲物架本體結構

及其接合方式，其結構系統與構造應未針對地震載重進行設計。本次地震

當中，主要運動方向為該兩類病歷架的面外方向，A 類病歷架疑因底部錨

定強度不足與結構系統耐震性能不佳而傾覆，且往西南側之病歷架尚需

承受相鄰病歷架倒塌而造成之額外衝擊載重(0)；B 類病歷架則透過連桿

組合數個病歷架而降低整體系統之面外方向高寬比，故強震下並未傾覆

而為滑動，惟部分病歷架因局部變形而導致側向蓋板破壞(0)。 

C 類為較新型之病歷架，目前仍保持活動式固無錨定或加設連桿，僅

靠底部軌道與樓板扣合。如前文所述，C 類病歷架均為東北-西南軸向。

C 類病歷架於強震後仍可使用，惟部分病歷架產生面內變形而些微歪斜。 

 

 
圖 3.4.6 A 類(左圖照片遠處與右圖照片近處)B 類(左圖照片近處與右圖

照片遠處)病歷架受震狀況；照片中已遮蓋私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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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部分 C 類病歷架產生面內傾斜 

感恩樓為地下一層地上十層之建築物，其為鋼筋混凝土柱牆結構，依

民國 75 年建築技術規則進行結構設計，並於 81 年完工[17]。本次勘查範

圍如 0 紅色框選處所示，包括位於第十層(亦即醫院所稱之 11 樓)實驗室

與屋頂層之 RO 水處理室。 

 

  
圖 3.4.8 感恩樓第十層平面圖與屋頂層平面圖[17] 

 
第十層實驗室之液態氮儲槽設備(0)透過氣體連接管通至隔間外氣體

儲槽，本次強震當中，因設備滑動慎劇拉斷連接管，但換管後機器仍可使

用。位於頂樓之 RO 水處理室中，淨化桶槽於強震下相互拉扯而使後方管

線破損，勘查當日(2 月 9 日)院方暫跳過淨化桶槽程序，以替代管線維持

供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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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9 液態氮儲槽設備原連接管與內部構造(左小圖，廠商網路截

圖)、勘查時設備狀況、連接管扯斷處與隔間外儲槽 

 

 
圖 3.4.10 RO 水淨化槽後方管線扭轉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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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花蓮醫院 

衛福部花蓮醫院位於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距離米崙斷層約

130 公尺，其地理位置如 0 所示。醫院建築配置如 0 所示，本次勘查範圍

主要包括掛號大樓、醫療大樓、日間照護中心(行政大樓)、慢性病大樓；

其中行政大樓為地下一層地上六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其餘醫療使用建

築及使用情形如 0。該院為完成內政部公有建築耐震評估補強方案，已完

成初評、詳評作業，且大部分已完成補強作業。慢性病大樓通過初評而不

需進行詳評，門診大樓、急診大樓、醫療大樓以增設阻尼器工法完成補強，

感染症大樓則以增設剪力外牆工法完成補強，日間照護中心詳評結果為

需補強但目前(107 年 2 月)尚未進行補強作業。本報告所描述之樓層別將

依照院方命名方式敘述。 

表 3.4.1 醫療使用建築概述表 

建物別 樓層別 
樓地板面積 

(M2) 
使用情形 

急
診
大
樓 

地下一樓 1222.98 放射科 

一樓 1461.67 急診及外科系門診 

二樓 1461.67 耳鼻喉科、牙科及供應室 

三樓 1472.38 呼吸照護病房 

五樓 1337.21 加護病房及五北病房 

六樓 860.32 視廳中心 

面積小計 7816.23   

門
診
大
樓 

一樓 727.24 內科系門診 

二樓 727.24 護理之家 

三樓 620.24 護理之家 

五樓 620.24 五中病房(南側) 

小計 26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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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療
大
樓 

地下一樓 606 中央空調機房及工務室、倉庫 

一樓 1179.1 檢驗科 

二樓 1150.7 護理之家及手術室 

三樓 1150.7 護理之家 

五樓 1150.7 五中病房(東側) 

小計 5237.2   

慢
性
病
大
樓 

地下一樓 1492.13 停車場及機房 

一樓 1287.97 精神科及中醫科門診 

二樓 1287.97 二東病房(精神科病房) 

三樓 1326.76 三東病房(一般病房) 

五樓 1301.87 暫無使用 

六樓 1326.76 暫無使用 

七樓 1301.87 暫無使用 

八樓 1301.87 暫無使用 

小計 10627.2   

 

 
圖 3.4.11 衛福部花蓮醫院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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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急診大樓 (B)門診大樓 (C)醫療大樓 

(D)日間照護中心(行政大樓) (E)慢性病大樓 

圖 3.4.12 衛福部花蓮醫院建築配置圖 

 
圖 3.4.13 急診大樓、門診大樓、醫療大樓、行政大樓、慢性病大樓一

樓平面圖 

花蓮醫院將依據不同建築說明本次勘災災損情況： 

醫療大樓 

1. 醫療大樓轉角處電梯軌道扭曲無法運作；一樓電梯前轉角處地

板開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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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療大樓樓梯間震損較為嚴重，其一、二樓梯間牆面產生連續

裂縫；一樓至五樓之樓梯間底板與牆面開裂；樓梯間開窗旁之

柱體裂損嚴重且保護層部分脫落；三樓至五樓梯間結構元件保

護層脫落以致鋼筋裸露(0)。 

3. 五樓輕鋼架天花板多處面板掉落、骨架受損(0)；病房、走廊多

處積水(0)，初步研判為屋頂防水層震後裂縫導致雨水滲入。 

4. 其他受損情形包括醫療儲藏物散落、病房櫃子傾倒等(0)。 

 

  
圖 3.4.14 一樓電梯口前地板震損情形 

 

  
一樓層梯間牆面裂縫 一二樓層梯間底板與牆面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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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樓層梯間受損情形 一二樓層梯間柱體裂縫 

   
二三樓層梯間柱體、牆面受損情形 

  
三五樓層梯間柱體受損、結構元件鋼筋裸露 

圖 3.4.15 一樓至五樓樓梯間震損情況 
 

  
五樓電梯口 五樓病房 

圖 3.4.16 輕鋼架天花板震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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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7 五樓積水情況(院方提供照片) 

 

  
儲物間物品掉落 病房櫃子傾倒 

圖 3.4.18 其他震損情況(院方提供照片) 

掛號大樓 
掛號大樓位於急診大樓、門診大樓以及醫療大樓所圍成之挑高中庭

空間，大樓內分成兩部分區域，分別提供民眾掛號及領藥使用。該大樓震

損情況如下分述： 

1. 中庭多處地面磁磚碎裂、隆起(0)，據院方指稱裂縫發生位置多

於大樓不連續地下層結構交界面，需後續與建築結構圖說比對

確認。 

2. 大樓部分區域發生差異沉陷、局部隆起，導致部分設施與地面

分離(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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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9 中庭地面震損情況 

  
病例閱覽室地板隆起 掛號收費間隔間牆與地面分離 

           
掛號收費間之病歷電梯與地板分離 

圖 3.4.20 地面差異沉陷、隆起受損情況 

慢性病大樓 

慢性病大樓為地下一層地上七層之獨棟鋼筋混凝土(RC)建築物，該

大樓使用狀況僅有一樓至三樓仍持續使用中，五樓以上至八樓目前暫無

使用。慢性病大樓各樓層震損情形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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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慢性病大樓地下一樓：地下一樓之震損主要多為牆面裂縫以及樓

版底面裂縫(0)，另外亦發生埋設管線破裂導致地面積水情形。 

   
多處牆面裂縫 

 
樓版底面裂縫 

圖 3.4.21 慢性病大樓地下一樓損傷情況 

(2) 慢性病大樓一樓：一樓主要震損多為牆面及地板裂縫，包括精神

科辦公室牆面裂縫、身心門診磚牆裂縫，其中牆面裂縫多發生於

門框、牆面設施角隅處。各損傷位置及情況如 0 所示。 

 
慢性病大樓一樓配置圖及損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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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辦公室牆面斜向裂縫及地面裂縫 

  
(B)精神科辦公室牆裂縫 

 
 

(C)精神科磚牆裂縫 

  
D)磚牆裂縫 (E)中醫門診牆面裂縫 

圖 3.4.22 慢性病大樓一樓配置圖及損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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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慢性病大樓二樓：主要災損為牆面裂縫及冰水管破裂，其中多處

病房牆面角隅處均發生顯著裂縫，討論室磚牆裂縫達 0.8mm，機

房冰水管破裂導致天花板滲水，相關震損情形如 0 所示。 

 
慢性病大樓二樓樓層配置圖及損傷位置 

  

(A)機房冰水管破裂 (B)治療室門框裂縫 

 
 

(C)討論室磚牆裂縫(0.8mm) (D)多處病房裂縫 

圖 3.4.23 慢性病大樓二樓配置圖及損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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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慢性病大樓三樓：災損情形為牆面裂縫及天花板面板掉落，其中

牆面裂縫產生位置可發現各樓層皆有一致性，損傷情行與位置如

0 所示。 

 

 
慢性病大樓三樓樓層配置圖及損傷位置 

  
(A)走道間天花板掉落 

  
(B)磚牆牆面裂縫 

圖 3.4.24 慢性病大樓三樓配置圖及損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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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慢性病大樓五樓：該樓層目前暫停使用，其災損主要為天花板面

板掉落、物品傾倒以及管道間漏水，管道間漏水情形向上樓層延

伸至七樓皆可發現積水現象。各災損情形如 0 所示。 

 

 
慢性病大樓五樓樓層配置圖及損傷位置 

   
(A)天花板礦纖板材吸水膨脹與電視機掉落 

   
(B)嬰兒室冰箱及物品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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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管道間漏水以及門口處天花板掉落 

   
(D)5303 室天花板與內部管線倒塌 

圖 3.4.25 慢性病大樓五樓配置圖及損傷情況 
 

(6) 慢性病大樓六樓：本樓層目前暫停使用，其災損較嚴重為天花板

大範圍塌陷，管道間與五樓相同發生漏水情況，如 0 所示。 

  
慢性病大樓六樓樓層配置圖 

及損傷位置 

(A)天花板大範圍塌陷情形 

圖 3.4.26 慢性病大樓六樓配置圖及損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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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慢性病大樓七樓：本樓層目前也為暫停使用，災損情形包括天花

板掉落、設備物傾倒等等，如 0 所示。其中大範圍天花板塌陷位

置與六樓塌陷位置相同；管道間亦有漏水現象。 

 

 
慢性病大樓七樓樓層配置示意圖及損傷位置 

  
(A)天花板大範圍塌陷 

  
(B)病房廁所馬桶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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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牆面設備物面板翹開 (D)天花板掉落 

   
(E)熱水儲桶傾倒、連接管線斷裂 

圖 3.4.27 慢性病大樓七樓配置圖及損傷情況 

(8) 慢性病大樓八樓：本樓層相同為暫停使用，災損情形為天花板掉

落以及櫥櫃滑移，另外因樓頂層之防水層裂縫導致漏水現象，相

關災損情況如 0 所示 

 

 
慢性病大樓八樓樓層配置圖及損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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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天花板掉落 

  
(B)頂部防水層裂縫導致漏水 (C)櫥櫃滑移 

圖 3.4.28 慢性病大樓八樓配置圖及損傷情況 
 

3.4.1.3  國軍 805 醫院進豐門診 

國軍醫院進豐門診建築體為地上二層 RC 建築物，位於倒塌的雲門翠

堤大樓旁 (0)；十分靠近斷層線，但有進行過耐震補強，主要在長向補剪

力牆。據修繕人員表示本次地震中結構體無任何損傷，主要損壞發生於非

結構物。 

進豐門診主要震損為 1 樓病例室病例櫃傾倒、藥物室(0)藥品冰箱傾

倒及建物外的水塔傾倒、水管破裂。分述如下： 

1. 病例櫃重心高且重、支腳過細，地震時支腳無法承受而挫曲

(0)。應更換病例櫃類型，並加上連桿壁免傾倒損壞。 

2. 建築物外的水塔支腳損壞型式(0)類似於病例櫃，重心高、重量

大且支腳過於軟弱；旁邊水管因水塔傾倒受牽引斷裂(0)，已更

換新管。此部分建議更換較高強度支腳；水管可在彎折處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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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軟管。 

3. 院內懸吊天花板為新型耐震式骨架，在本次地震中未發生破

壞，但勘災時無打開面板檢查，無法確定是因為有遵守施工指

南，或只是因樓層低而無放大效應。 

4. 藥品冰箱傾倒(0 (a))，此冰箱置於一樓無樓高放大效應，發生傾

倒較罕見。為了解此現象，初步進行了冰箱傾覆分析，經由氣

象局記錄的歷時資料、冰箱型號、採用 Ishiyama 傾覆性預測公

式，假設重心在 1/2 高度，考慮靠牆擺放、不靠牆擺放差異。

傾倒之冰箱為散熱，擺放有離牆面一段距離，推測為發生傾倒

主因，而震波頻率、垂直向和東西向地震力同時作用也是可能

因素。為防止冷凍設備、藥品損壞，建議醫藥冰箱等設備須做

額外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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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傾覆分析 

參考”Motions of rigid bodies and criteria for overturning by 

earthquake excitations”(Ishiyama,1982)。Ishiyama 經過一系列震

動台測試後提出對於物體傾覆性的結論，發現物體的傾覆行為與

本身尺寸、材質無關，對於高寬比大，重心在高度 1/2 處之物

體，真正影響傾覆行為之因素，只有輸入加速度峰值 a 與速度峰

值 v 兩項，兩者均須超過臨界值才能造成傾覆，公式如下: 

1.當
Ba g
H

> × 時，物體可能發生翻轉(rocking)。(式 1) 

2.當 10B>
H

v 時，物體可能發生傾倒(overturning)。(式 2) 

式中 B 為物體底部寬度，H 為物體高度，使用單位為公分，根據

上二式可畫出在某加速度、速度作用下的傾覆預測圖。舉例如下

圖:假設地表輸入加速度 a=1000 gal，輸入速度為 v=50 cm/s 時，

所對應不同高(H)、寬(B)之傾覆預測圖。 

 
對於此次地震傾倒之冰箱，採用上述傾覆公式分析，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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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冰箱型號:GS-400L 

尺寸:68cm(深)*66cm(寬)*180cm(高) 

傾倒方向:NS 

 
 
 
 
 

 
 

由中央氣象局提供的強震儀歷時記錄中，臨近的 HWA008 測站的

三向 PGA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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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軟體濾波、積分後，可得 PGV 圖，因傾倒方向為南北向，

故此處僅列出南北向 PGV 圖如下: 

 
 
 
 
 
 
 
 
 
南北向最大地表速度 87.49cm/s、南北向最大地表加速度

336.476gal。將前述尺寸、速度和加速度，代入 Ishiyama 傾覆判

別式，並假設冰箱重心高度為 1/2 高。再參考「功能性設備物耐

震設計概論」(姚昭智,2016)之方法分析，當設備物靠牆擺放時，

底寬可修正為 2 倍，考慮冰箱有無靠牆擺放之差異，繪製傾覆預

測圖如下。 

 
圖 3.4.29 設為靠牆擺放時 (底寬視為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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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0 設為無靠牆擺放時 (底寬視為 B) 

圖中黑點對應的是此冰箱的高、寬，0 中黑點落在不翻轉且不傾

倒的位置，但地震中傾倒之冰箱為維持散熱機能，有遠離牆體一

段距離。0 中之黑點在最大速度已經遠超越臨界值，最大加速度

並未超過，發生傾倒的結果與判別式不符，但 Ishiyama 傾覆判別

式(式 1、式 2)只考慮單向正弦震波，實際重心高度、震波頻率、

東西向及垂直向地震力同時作用也是可能導致傾倒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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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豐門診 

雲門翠堤大樓 

 

 

 
進豐門診 

   

 
圖 3.4.31 進豐門診外觀、衛星地圖 

 

 

 

 

 

 

 

 

 

 

圖 3.4.32 藥品室、病例室位置圖 

 

 

 

 

 

 

 

 
   (a)病例櫃                    (b)病例櫃 

圖 3.4.33 病例櫃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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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4 水塔受損 

 

 

 

 

 

 

 

 

 

 

 

 

 
         (a)傾倒時                    (b)復原後            

圖 3.4.35 冰箱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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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學校建築 

3.4.2.1  東華大學圖書館 

東華大學圖書館為地上六層、地下一層 SRC 建築物 2001 年啟用(圖

3.4.36)，建築平面為ㄇ字型(0)，左右為 4 層樓高，中央 6 層樓，並有一

11 層樓高塔樓。  

館方人員表示 3~6 樓都有大量懸吊天花板掉落、架上書本被搖落

(0)， 2/10 到達勘災現場時 3、4 樓已回復原狀，而塔樓電梯因脫軌停

用，故勘災內容以 5、6 樓為主。觀察災損狀況分述如下: 

1. 書本掉落、書櫃損壞 

少數書櫃有損壞(0(a))，書櫃封板脫離櫃體，但不影響書櫃整體功

能、強度；書櫃間設有連桿，本次勘災沒有發現書櫃傾倒的情形。 

5、6 樓有大量書本掉落(0(b))，重新上架須耗費大量人力、時間，

較老舊書籍也有破損的可能，應增設其他防護措施，以避免每次

地震後都要動員大量人力將掉落圖書重新上架。 

但值得注意的是活動式書擋有固定到位的書籍，因書本間有足夠

摩擦，不論被固定的書本數量多寡、書櫃方位，都沒有掉落(0(c))，

可見得確實靠緊書擋也能有很好的防落效果。 

2. 懸吊天花板損壞 

4、5、6 樓都有懸吊天花板損壞情形，損壞多集中於樓層邊緣處

(0)，但有少數發生於非邊緣，且樓層越高掉落面積越大，與樓板

震動量的樓高放大係數似有正比關係。 

4 樓破壞多發生在兩翼，可能原因是兩翼為斜屋頂，吊線長度不

一，地震時擺動不一致導致破壞加劇。 

各樓層邊緣處也都有施工瑕疵，並未依｢耐震施工指南｣3.2.4.7 節”

距離牆壁或天花板部連續面 20 公分內，主架和副架末端均須有

直徑 2.7 公厘的懸吊線或其他經核可之支撐物”施做。多數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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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非邊緣的掉落可能是因為天花板內含管線(0(b))，而無設置吊

線，地震發生時該部分就會成為結構弱點，容易發生破壞。(0(b))

中也能看出燈具也未依規定設置獨立懸吊線，掉落後僅靠電線支

撐，可能有漏電、短路危險，也增加修復難度。 

 
    回顧 2009、2013 年兩次強震，東華大學圖書館也有相同的損壞(0)、 

(0)，若要防止再次發生，建議在書櫃要加裝防落架或確實緊靠書擋；而

天花板部分則建議按耐震施工指南 3.2.4.7 距離牆壁或天花板部連續面 20

公分內，主架和副架末端均須有直徑 2.7 公厘的懸吊線或其他經核可之支

撐物；燈具則應額外設置獨立吊線。 

 

圖 3.4.36 圖書館外觀 

 

 

 

 

圖 3.4.37 4 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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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書本掉落 (b)懸吊天花板受損 

圖 3.4.38 書本掉落、天花板受損 

 

 

  
 
 
 
 
 
 
 
 
 

(a)書櫃木板 (b)落書 (c)書擋 

圖 3.4.39 書本、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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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樓 

 

(b) 5 樓 

 

(c)6 樓 

圖 3.4.40 各樓天花板損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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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未正確設懸吊線 (b)因管線而無吊線、燈具掉落 

圖 3.4.41 六樓損壞情形 

  

 

圖 3.4.42 2009/12/19 地震損壞情形 

 

 
圖 3.4.43 2013/10/31 地震損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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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中小學校舍 

0206 花蓮地震主要中小學校舍勘察地點包含海星高中、嘉里國小、

中華國小及明義國小四所學校，0 為各校舍與米崙斷層之相對位置示意圖，

0 為校舍離斷層之距離。附錄介紹各中小學校舍基本資料，並於 3.4.2.2.1

節說明本次地震中小學校舍非結構損壞情況。 

 

 
圖 3.4.44 中小學校舍位置示意圖 

表 3.4.2 中小學校舍離米崙斷層距離 

學校名稱 離米崙斷層距離 (公尺) 

海星高中 223 
嘉里國小 975 
中華國小 207 
明義國小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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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1 中小學校舍非結構物破壞情況 

中小學校舍非結構之破壞情況依設備種類主要分為五大類：(1)懸吊

設施；(2)易傾覆內容物；(3)水塔與管線；(4)建築構件及(5)其他，以下

分別說明各中小學校之震害情況： 

(1) 懸吊設施(天花板、燈具等) 

校舍懸吊設施包含天花板、燈具等等。天花板一般採用輕鋼架型式，

板材大多數為石膏板、礦纖板或矽酸鈣板，而燈具主要為吊桿及鋁隔柵板

組成。本次花蓮地震主要懸吊設施損壞情況有： 

1. 海星高中宿舍二樓及三樓走道處少數天花板材掉落及破裂，如 0

所示。 

2. 中華國小教室天花板材掉落與破裂及部分燈具脫落；活動中心天

花板掉落一片，如 0 所示。 

3. 北昌國小階梯教室天花板之空調出風口蓋有鬆脫現象，如0所示。 

4. 忠孝國小思源樓二樓教室燈具破壞掉落；向上樓四樓集會堂輕鋼

架天花板掉落，破壞區域集中於天花板系統邊緣區，如窗邊、梁

側等等，如 0 所示。 

5. 鑄強國小崇善樓二樓樓梯間天花板近窗側有局部支架破壞及板片

掉落情況，可能為天花板撞擊窗簾盒造成，天花板內部顯示無施

作耐震斜撐；三樓無障礙廁所內亦有天花板支架破壞及板片掉落

情形，如 0 所示。 

6. 復興國小 B 棟一樓綜合教室懸吊燈具破壞，如 0 所示。 

7. 北埔國小體育館天花板系統兩側邊緣處板材掉落、骨架受損，損

壞最嚴重區域有四處，損壞區域示意圖如 0 所示，主要為體育館

南側與西側近入口處，天花板四處損壞總面積約 20.79 平方公尺，

如 0 所示。 

https://www.searchome.net/wikientry.aspx?entry=%E7%9F%BD%E9%85%B8%E9%88%A3%E6%9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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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二樓天花板掉落 宿舍三樓天花板破裂 

圖 3.4.45 海星高中天花板損壞情況 

 

  
教室天花板破裂 活動中心天花板掉落 

  
教室燈架脫落 教室燈架脫落(校方提供) 

圖 3.4.46 中華國小天花板及燈具損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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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花板系統 空調出風口蓋鬆脫 

圖 3.4.47 北昌國小階梯教室天花板損壞情況 

  

思源樓二樓教室燈具掉落 向上樓集會堂天花板掉落 

圖 3.4.48 忠孝國小天花板及燈具損壞情況 

  
崇善樓二樓天花板掉落 崇善樓二樓天花板內部 

 

 

崇善樓三樓無障礙廁所天花板掉落  
圖 3.4.49 鑄強國小天花板損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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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0 復興國小燈具損壞情況 

 

 
圖 3.4.51 北埔國小體育館天花板損壞區域示意圖 

  
區域 1 (約 8.05 平方公尺) 區域 2 (約 3.66 平方公尺) 

  
區域 3 (約 4.03 平方公尺) 區域 4 (約 5.05 平方公尺) 

圖 3.4.52 北埔國小天花板損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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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傾倒內容物 

易傾倒之內容物，包含櫥櫃、電腦設備(主機、螢幕)、飲水機、盆栽

等等，其傾倒原因主要為設備未固定於附近牆面與地面，造成地震來臨設

備重心偏移而傾倒。本次花蓮地震主要內容物傾倒之情況有： 

1. 海星高中電腦教室內放置於桌上之電腦主機及螢幕多數傾倒及

掉落損毀，放置備用電腦設備之櫥櫃內容物掉落損毀；部分辦公

室內回收桶掉落、放置物品之鋼構架傾倒，導致多處物品掉落損

毀、九台印表機受震滑移碰撞導致損壞；校內走道處盆栽倒落、

飲水機傾覆及祈禱室內聖母雕像傾覆損毀，如 0 所示。 

2. 嘉里國小電腦教室內五台放置於桌上之電腦螢幕墜毀，一部電腦

伺服機毀損，如 0 所示。 

3. 中華國小北棟電腦教室多部電腦主機及螢幕傾倒，一台主機故障，

一台螢幕碎裂；機房內 UPS 四台主件受震滑移碰撞，導致牆壁龜

裂及一台大面積破損、機櫃受震移位變形(約 22mm)，冷過道風門

無法關閉，機房無法降溫、插環系統主機墜落損壞；放置於走道

之機櫃震離原地，蓋板損壞；北棟資料儲存教室內資料儲櫃傾倒，

導致資料儲存器兩座受損、硬碟傾倒(約 120 個)、四角桌傾倒且

腳座損壞；南棟圖書館內一座機櫃傾倒、地下室放置於磚塊上之

電氣盤體滑移，主要為機電盤體底部及頂部均無固定機制而導致

滑移。(如 0 所示) 

4. 北昌國小東棟教師休息室櫥櫃倒塌。(如 0 所示) 

5. 國風國中涵玉樓自然教室有大量化學藥品掉落，造成化學藥品撒

出；游藝樓多處飲水機傾倒導致管線拉扯漏水，0 所示。 

6. 復興國小多處教室內櫥櫃及家具有倒落情況；C 棟二樓電腦教室

內之電腦螢幕皆翻倒；二樓自然教室實驗桌似以磚砌矮牆支撐，

亦因矮牆倒塌而掉落，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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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主機及螢幕傾倒(校方提供) 櫥櫃內容物掉落損毀(校方提供) 

  
回收桶掉落(校方提供) 鋼構架傾倒(校方提供) 

  
印表機滑移損毀(校方提供) 盆栽倒落(校方提供) 

  
飲水機傾覆(校方提供) 聖母雕像傾覆 

圖 3.4.53 海星高中易傾倒內容物損壞情況 



122 

 
圖 3.4.54 嘉里國小易傾覆內容物損壞情況(校方提供) 

 

  
電腦主機及螢幕傾倒(校方提供) UPS 主件滑移破損 

 
UPS 主件滑移破損(校方提供) 

  
機櫃冷過道風門無法關閉(校方提供) 走道機櫃蓋板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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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儲存教室櫥櫃傾倒 四角桌傾倒腳座損壞(校方提

供) 

 
 

圖書室機櫃傾倒(校方提供) 地下室盤體滑移 

圖 3.4.55 中華國小易傾覆內容物損壞情況+ 

 

 
圖 3.4.56 北昌國小易傾覆內容物損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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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室化學藥品撒出 游藝樓飲水機傾倒漏水 

圖 3.4.57 國風國中易傾覆內容物損壞情況 

 

 
 

辦公室鐵櫃倒塌 辦公室高型櫥櫃倒塌 

 

 

電腦教室電腦螢幕翻倒 自然教室實驗桌倒落 

圖 3.4.58 復興國小易傾覆內容物損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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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塔與管線 

校舍一般採用之水塔通常為不鏽鋼水塔，放置於腳架上與地板相接，

位於建築物之頂樓處。管線一般位於天花板上或牆面，並利用套管或支架

將管線固定，也有一些管線預埋於地下或牆面內。本次花蓮地震主要水塔

及管線破壞之情況有： 

1. 海星高中宿舍頂樓一處水塔傾倒導致水管斷裂、多處水塔底部管

線破損及水塔底部變形漏水，水塔支撐架變形、三處熱泵儲水桶

漏水，主要為管線與儲水桶接合處破損；餐廳外牆支撐架脫落，

導致風管變形，如 0 所示。 

2. 嘉里國小高年級教室頂樓水塔底部水管斷裂導致漏水，如0所示。 

3. 中華國小南棟地下室水管扣環震後鬆脫，活動中心冷氣送水管破

裂導致舞台淹水，如 0 所示。 

4. 明義國小 H 棟頂樓水塔翻覆，風雨教室頂樓水塔滾落至 H 棟，並

有少數水塔底部支撐架變形導致水塔傾斜，並發現底部錨定多處

鏽蝕嚴重；明義樓頂樓水塔底部管線破裂導致漏水，如 0 所示。 

5. 北昌國小西棟頂樓水塔因基座變形導致水塔歪斜，如 0 所示；北

棟自來水震後有水壓不足之問題，位於東側牆內有漏水聲響，推

測管線有受損之可能，尚待進一步之確認。 

 

  
宿舍頂樓水塔倒塌 宿舍頂樓水塔底部管線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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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頂樓水塔底部變形漏水 宿舍頂樓水塔支架變形 

  
宿舍頂樓熱泵儲水桶第 2.3.5 漏水 宿舍頂樓熱泵儲水桶漏水 

  
餐廳外側風管變形(校方提供照片) 餐廳外側風管變形(校方提供照片) 

圖 3.4.59 海星高中水塔及管線破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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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0 嘉里國小水塔及管線破壞情況 

  
H 棟頂樓水塔翻覆 風雨教室頂樓水塔滾落至 H 棟 

  
風雨教室頂樓水塔架傾斜 風雨教室頂樓水塔錨定情況 

  
明義樓頂樓水塔底部管線破裂 

圖 3.4.61 明義國小水塔及管線破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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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水管扣環鬆脫 

  
活動中心冰水管破裂 

圖 3.4.62 中華國小管線破壞情形 

 

  
圖 3.4.63 北昌國小水塔破壞情況 

(4) 建築構件(女兒牆、RC 蓄水池、圍牆) 

建築構件主要有女兒牆、RC 蓄水池及圍牆。本次花蓮地震主要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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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材破壞之情況有：(如 0 所示) 

1. 中華國小南棟教室頂樓女兒牆產生明顯裂縫，地下室射箭場牆面

底部滲水。 

 

  
南棟教室頂樓女兒牆產生裂縫(校方提供) 

 
南棟教室地下室牆面底部滲水 

圖 3.4.64 中華國小建築構件破壞情況 

(5) 其他 
除了以上四大類非結構破壞情形外，還有設備本身錨定及外觀並無

損壞，但功能性失效情況。本次花蓮地震設備功能性失效之情況有： 

1. 中華國小北棟教室一樓消防幫浦震後主機訊號異常，但設備外觀

並無損壞。現場勘查結果發現幫浦主機並未與地面進行任何連接，

建議日後將幫浦錨定於地面；頂樓輔助空調機故障停止運作，設

備外觀如 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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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幫浦 輔助空調機(校方提供) 

圖 3.4.65 中華國小設備功能性失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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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其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3.4.3.1 民用航空局花蓮航空站 

民用航空局花蓮航空站位於花蓮縣新城鄉機場巷 1 號，地處花蓮市

北側，東側鄰近米崙斷層經過的七星潭大橋，距離米崙斷層約 975 公尺，

其相對位置如 0 所示。花蓮航空站航廈於 2004 年落成，為地下一層地上

三層鋼骨構造建築物，就空間使用機能，地下一層主要為停車場及多用途

空間；地上一層為離站出口、國內站及國際線到站區、入境證照檢查櫃台、

到站旅客等候區、行李托盤等等；地上二層為搭機入口、立榮航空/華信

航空櫃台，行李托運、出境聯合服務櫃台、免稅商店、保險櫃台、貴賓室、

出境證照檢查櫃台、國內線/國際線等候大廳、空橋/非空橋登機門等等；

地上三層為行政辦公室、會議室、展覽展示區及觀景廊道，各層主要設施

如 0 所示，航空站外觀如 0 所示，各層配置如 0 所示。以下分別依據不

同樓層說明其破壞情況，最後再進行綜合探討。 

 

表 3.4.3 花蓮航空站各層設施 

樓層 設施 

地上三層 行政辦公室、會議室、展覽展示區、觀景廊道 

地上二層 搭機入口、立榮航空櫃台、華信航空櫃台、行李托運、出

境聯合服務櫃台、免稅商店、商店街、保險櫃台、自動提

款機、貴賓室、出境證照檢查櫃台、國內線等候大廳、國

際線等候大廳、1-3 號空橋登機門、4 號非空橋登機門 

地上一層 離站出口、國內站到站區、國際線到站區、入境證照檢查

櫃台、到站旅客等候區、行李托盤、公車站、計程車排班

站、大客車等候區、機車停車場、大客車停車場 

地下一層 汽車停車場、多用途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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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6 花蓮航空站位置示意圖 

 

 
圖 3.4.67 花蓮航空站外觀 

 

 
地下一層平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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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一層平面配置 

 

 
地上二層平面配置 

 

 
地上三層平面配置 

圖 3.4.68 花蓮航空站各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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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航空站依據不同樓層說明 0206 花蓮地震造成之非結構震損情

形： 

 
航空站地下一層非結構震損情形 

地下一層震損主要發生於入口大廳處，為金屬沖孔天花板，破壞區

域集中於天花板系統邊緣處、邊緣高低落差處與其他不同材質類型天花

板交接處，產生天花板片位移、掉落及骨架位移掉落等破壞(如圖 3.4.69

所示)。另外於停車場入口大廳外側之塑膠板明架天花板，亦有天花板片

移位及掉落現象。航空站地下一層震損位置如 0 所示。 

 

  
 

 
 

圖 3.4.69 地下一層天花板之損壞情況(站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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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0 地下一層震損分佈情形 

 
航空站地上一層非結構震損情形 

地上一層震損主要發生於入境大廳，主要破壞現象有金屬帳板脫落

懸空、金屬帳板上方吊架系統脫落懸空及金屬帳板掉落等損壞情況(如 0

所示)。另外亦有多處照明設備掉落、燈管懸空等損壞情況(如 0 所示)，

航空站地上一層震損位置如 0 所示。 

 

  
圖 3.4.71 地上一層金屬帳板天花掉落懸空之損害情況(站方提供) 

  
圖 3.4.72 地上一層照明設備掉落之損害情況(站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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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3 地上一層震損分佈情形 

航空站地上二層非結構震損情形 

地上二層震損主要發生於大廳處，大廳兩側消防灑水頭與天花板材

(金屬板)相互拉扯，造成天花板材變形受損，如 0 所示；多處天花板材

掉落，如電梯口、服務台、大廳周圍等等，其中服務台周圍震損較嚴

重，天花板材脫離導致風管掉落，頂部裝飾用金屬板掉落，如 0 所示；

出入口之玻璃門破裂，如 0 所示；挑高處屋頂懸吊消防管線處，懸吊線

有三處脫落，如 0 所示。其航空站地上二層震損位置如 0 所示。 

  
圖 3.4.74 地上二層消防灑水頭與天花板材相互拉扯造成之損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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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5 地上二層天花板掉落情況 

 

  
圖 3.4.76 地上二層玻璃門破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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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7 懸吊消防管線處脫落 

 

 
圖 3.4.78 地上二層震損分佈情形 

 

航空站地上三層非結構震損情形 

地上三層震損主要有多處天花板及風管掉落、管線接合處及灑水頭

破裂漏水、磁磚剝落、伸縮縫處蓋板受擠壓變形及開裂。航空站地上三層

天花板材主要為碳纖材質，本次花蓮地震天花板受損處有主任辦公室、樓

梯及走道間、會議室、航站貴賓室及清潔工休息室，破壞情況如 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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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航站貴賓室有發現風管掉落情況。管線及灑水頭破裂漏水情況主

要發生於採光屏處及主任辦公室外走道，如 0 所示。磁磚剝落情況主要

發生於主任休息室及值日室浴室內，如 0 所示。本次地震造成伸縮縫有

大位移，導致蓋板受擠壓變形及破壞，主要發生於大廳挑高處頂層、會議

室及走道處，如 0 所示。其航空站地上三層震損位置如 0 所示。 

   

主任辦公室外側走道 主任辦公室 

   
樓梯間 走道間 

   
會議室 清潔工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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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站貴賓室 

圖 3.4.79 地上三層天花板受損情況 

 

  
採光屏 主任辦公室外側走道 

圖 3.4.80 地上三層管線及灑水頭受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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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休息室 值日室 

圖 3.4.81 地上三層磁磚剝落情況 

 

   
大廳挑高處蓋板分離 會議室蓋板脫落 

  
走道蓋板變形 走道蓋板變形撬開 

圖 3.4.82 地上三層伸縮縫蓋板受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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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83 地上三層震損分佈情形 

最後根據本次 0206 花蓮地震航空站所勘查之非結構震災情況進行綜

合探討： 

花蓮航空站在本次 0206 地震沒有發現建築結構顯著的損壞情形，但

在各個樓層都有普遍及損壞程度不一的非結構物震損現象，如輕鋼架天

花板損壞、消防設備（消防灑水管及緊急逃生標示）損壞、辦公設備及櫥

櫃傾倒、照明設備損壞、水管漏水、磁磚掉落、玻璃門損壞及伸縮縫蓋板

損壞等，此外還有鋼骨構造防火被覆損壞掉落的情形，惟其是否為此次地

震導致的破壞，仍待後續進一步確認。就營運層面，花蓮航空站因本次地

震的衝擊，有兩個航班取消，對救災行動產生了不利影響。關於上述非結

構物的損壞情形，分述如下： 

1. 花蓮航空站輕鋼架天花板的材質及類型有金屬帳板天花、金屬沖

孔明架天花板、塑膠板明架天花板及礦纖明架天花板等。金屬帳

板天花主要配置於一層及二層的出入境空間及報到櫃台上方，主

要的破壞現象有金屬帳板脫落懸空、金屬帳板上方吊架系統脫落

懸空及金屬帳板掉落等損壞情形，如 0；金屬沖孔天花板主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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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地下一層入口大廳、地上一層及二層附屬空間，破壞區域集

中於天花板系統邊緣區域、天花板系統邊緣高低落差區域與其他

不同材質與類型天花板系統交接處，產生天花板片位移、掉落以

及骨架位移與掉落等破壞，如 0；塑膠板明架天花板主要設置在

地下一層停車場入口大廳外側及二層行李托運區等與金屬板沖

孔天花不同用途劃分空間上方，主要的破壞現象為與金屬板沖孔

天花交接處之天花板片移位及掉落，如 0；礦纖天花板主要設置

於二層的貴賓室及三層的辦公室，主要的破壞現象為天花板系統

邊緣區域天花板片移位掉落以及骨架移位掉落，二層的貴賓室除

了天花掉落的情形之外，天花板片與消防灑水頭交接處還出現了

板片擴孔的損壞現象，如 0。 

2. 航空站的消防灑水管及逃生警示標示等消防安全設備都有幾處

顯著的損壞情形。在消防灑水管部分，二層入口的消防灑水管因

震損產生向下折斷的情形，建築屋頂挑空的消防灑水管懸吊線出

現震損脫落的情形，此外消防灑水管也出現多處震損漏水的情形。

逃生警示標示也有多處震損脫落懸空或掉落的情形，如 0。 

3. 航空站三層辦公區域內的辦公設備及櫥櫃，有多處掉落及傾倒的

情形，如 0。。 

4. 其他受損情形，包括廁所水管漏水與磁磚掉落(如 0)、多處照明

燈管掉落與照明設備損壞(如 0)、二層航站入口玻璃門震損破裂

及伸縮縫蓋板損壞突起(如 0)。 

5. 航空站除了上述明顯遭到震損的破壞情形外，在數處天花板震損

掉落的地方有觀察到鋼骨構造防火被覆損壞掉落的情形，如 0，

上述鋼骨構造防火被覆是否係因地震而導致損壞掉落，尚待進一

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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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帳板掉落懸空 吊架掉落懸空 

 

 

金屬帳板天花板掉落  
圖 3.4.84 金屬帳板天花板損壞情況(站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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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掉落(站方提供) 天花板掉落、骨架位移 

  
天花板高度落差邊界處天花板片

掉落、骨架位移 

天花板與其他天花交接處天花板

片掉落(站方提供) 

 

 

天花板骨架銹蝕處變形損壞斷裂  
圖 3.4.85 金屬沖孔天花板損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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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86 塑膠天花板與金屬沖孔天花交接處天花板片/骨架位移、掉落 

 

  
三層辦公室走廊邊界處天花板掉落 三層辦公室邊界區域邊界處天花

板片及骨架掉落(站方提供) 

 

 

二層貴賓室邊界處天花板片掉落  
圖 3.4.87 礦纖天花板損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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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入境大廳消防灑水管震損向下

折彎損壞漏水 

中庭挑空消防灑水管懸吊線鬆脫 

(站方提供) 

  
二層沖孔金屬天花上方消防灑水管

漏水(站方提供) 

消防逃生安全標示震損掉落  

(站方提供) 

 

 

消防逃生安全標示震損鬆脫懸空 

(站方提供) 
 

圖 3.4.88 消防灑水管及逃生警示標示損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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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辦公區辦公設備傾倒掉落  

(站方提供) 

三層辦公區辦公櫥櫃傾倒  

(站方提供) 

圖 3.4.89 設備及櫥櫃傾倒損壞情況 

 

  
廁所水管漏水 (站方提供) 廁所磁磚掉落 (站方提供) 

圖 3.4.90 水管漏水與磁磚掉落損壞情況 

 

  
照明燈具掉落 (站方提供) 照明設備損壞、燈管懸空  

(站方提供) 

圖 3.4.91 照明設備損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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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出境大廳入口玻璃門破損  

(站方提供) 

伸縮縫蓋板損壞突起 (站方提供) 

圖 3.4.92 其他設備損壞情況 

 

  
圖 3.4.93 鋼骨構造防火被覆損壞情況(站方提供) 

 

3.4.3.2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港務分公司主要建築有港務大樓及旅客通關站兩棟，港務大樓

為地上五層 RC 建築物，位於港區南側(0、0)；通關站為一層 RC 建築物，

分左右部分，兩邊格局、面積相同 (0、0)。 

港務大樓主要震損為 4、5 樓輕鋼架天花板系統於走廊邊緣處發生

板材掉落、骨架受損等。分述如下： 

1. 港務 4、5 樓受損情形相似，舊式懸吊天花板邊緣處板材掉落、

骨架受損(0(a)、0(b))；3 樓以下為舊式、新型耐震式混用，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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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好無損，無法判斷是否為新舊式天花板骨架之差異。 

2. 港務大樓 5 樓舊式骨架有明顯安裝瑕疵，惟 0(a)中紅圈處有吊

線，該骨架完好無損；其餘受損掉落處因有空調管線，且未正

確設置吊線，可能為受損主因。 

通關站為一層樓建築，也是懸吊式天花板受損，但係採購耐震型骨架,惟

安裝時沒有依照耐震型天花板的相關規定,仍採用舊式安裝方法: 

1. 通關站分兩邊(0(a))，西北邊為名產店東南邊為通關大廳，皆是使

用新型耐震式天花板骨架，但僅通關大廳邊緣天花板骨架受損掉

落(0(a))。受損主因為懸吊線並未依「耐震施工指南」3.2.4.7 節之”

距離牆壁或天花板部連續面 20 公分內，主架和副架末端均須有

直徑 2.7 公厘的懸吊線或其他經核可之支撐物。”施作，其靠收邊

處第一條懸吊線距離收邊處達 120 公分。故在震動較大時，一旦

骨架脫離收邊後便掉落下來。 

2. 通關大廳除懸吊天花板系統受損外，燈具也有被震落，但有些

燈具未完全掉落(0(c))，兩者差異為未完全掉落者有額外獨立吊

線，此做法符合耐震施工規定。 

3. 兩邊的懸吊天花板中未設置面板，只有放置十字鋁片裝飾

(0(b))，此次地震中通關大廳處有些許掉落(0(a))；而名產店區十

字鋁片有以矽利康膠補強(0(a))，地震後不但沒有掉落，補強後

也變相增加輕鋼架鋼度，雖然吊線施工和通觀大廳有相同瑕

疵，卻完好無損沒有掉落(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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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破壞照片 1 (b)破壞照片 2 

3.4.97 港務大樓 5 樓走廊天花板受損 

 

 

圖 3.4.94 港務大樓外觀 圖 3.4.95 通關站外觀 

 
圖 3.4.96 港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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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空照平面圖 (b)天花板受損面積示意圖 

圖 3.4.98 通關站 

 

 

 

 

(a)破壞照片 1 (b)破壞照片 2 (c)破壞照片 3 

圖 3.4.99 通關大廳天花板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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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十字鋁片掉落 (b)掉落的鋁片 

圖 3.4.100 通關大廳裝飾物掉落 

 

 

 

 

 

(a)裝飾物補強圖 (b)名產店照片 

圖 3.4.101 名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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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小結 

本次地震中，建築附屬非結構物災損依影響性分述如下： 

1. 生命安全：潔西艾美大樓施工塔吊倒塌、美崙飯店與舊遠百等大

樓外牆磁磚掉落、校舍與醫院病房內等瘦高型櫥櫃傾倒、航空站

與醫院等各建築天花板材受損掉落，易傷及建築內部使用者或鄰

近人員； 

2. 經濟損失：校舍昂貴器材震害，包括教育網路中心機房之電腦設

備、中華國小樂器受損，造成縣政府與校方經濟損失； 

3. 機能運作：教育網路中心因 UPS、主機、伺服器等設備受損導致

系統停止服務、醫院因大量病歷架傾倒導致病歷管理系統混亂、

航空站與醫院局部區域淹水(消防管線與空調系統管線破損)致使

震後數日局部區域禁行而需維修、多處校舍供水系統因水塔受損

而停擺； 

基於震害勘查結果可知，花蓮供公眾使用建築之非結構物耐震性能

仍有待提升，以降低對於人員安全、財損與建築機能等影響。本中心將持

續推廣非結構耐震概念，並協助落實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於非結構構件

耐震設計相關規定。此外，針對施工中塔吊倒塌乙案，建議強化規範對於

「施工中地震之考慮」規定，以提升供公眾使用建築與公共空間之非結構

耐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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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橋梁災害調查 

本次橋梁災害調查係以花蓮大橋及七星潭大橋等受震損壞較嚴重者

為主，另為勘查花蓮市區其他縣管或省道橋梁受米崙斷層之影響，亦依序

巡查十六股大道鋼拱橋、農兵橋、花蓮市三號橋、尚智橋及中正橋等五座

橋梁，相關調查結果說明如後。 

4.1. 花蓮大橋 

花蓮大橋位於台 11 線海岸公路之花蓮縣吉安鄉及壽豐鄉路段，跨越

花蓮溪，為前往花東濱海地區重要橋梁。橋址相關地形及地質方面，花蓮

大橋位於花東縱谷平原區木瓜溪出海口的沖積扇上，工址區域內地勢大

致平緩，惟東側臨近海岸山脈處隨即轉換為丘陵地形，而根據中央地質調

查所之臺灣活動斷層資訊網資料顯示，第二類活動斷層嶺頂斷層通過工

址下方，為平移兼具逆衝斷層，另於工址北方約 5 公里處有米崙斷層，係

屬第一類活動斷層，為逆移斷層兼具左移分量，呈北偏東 30 度走向，斷

層相關特性及分布位置詳如圖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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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花蓮大橋與斷層分布關係圖 

花蓮大橋結構體採東西兩線分離，東行線為第一代原始橋，西行線為

第二代拓寬橋，民國 102 年已針對下部結構進行耐震能力補強，橋梁相

關結構配置如下： 

(1) 第一代原始橋之橋寬約 8.1~11.45 公尺，橋跨配置 13@40M，橋長總

計 520 公尺，於民國 57 年竣工完成。第一代原始橋上部結構為 3 支

預力 I 型梁，下部結構為單柱圓形橋墩，而基礎為圓形沉箱基礎。 

(2) 第二代拓寬橋建於第一代原始橋之下游側，橋寬 10.7~20.06 公尺，

橋跨配置 12@40M + 25M + 15M，橋長總計 520 公尺，於民國 91 年

完成。A1~P12 上部結構為 6 支預力 I 型梁， P12~P13 上部結構為 5

支預力 I 型梁， P13~A2 上部結構為配合進出路口動線，以 8 支混

凝土 T 型梁設置變橋寬橋面板，而 P1~P13 下部結構均為單柱圓形橋

墩，配置基礎板及樁徑 1 公尺之基樁，樁長約 2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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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花蓮大橋震害調查部分，國震中心橋梁組組員於 2 月 8 日即進

行現場損壞調查，而橋管單位為因應緊急搶通作業，已逐步搶修部分橋台

路面隆起、伸縮縫損傷、橋護欄破裂及路燈倒塌等現狀，並以管制方式開

放東行線為雙向通車狀態。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兩側橋台進橋板均因推擠

產生路面隆起，P3、P6、P9、P12、P13 等處伸縮縫亦因擠壓而受損，P9-

P10 跨由路面標線可發現上部結構已產生錯動。 

 
圖 4.1.2 花蓮大橋受損調查照片 

4.2. 七星潭大橋 

七星潭大橋位處縣道 193 號道路之上，為七星潭風景特定區段的聯

外高架橋，主要聯繫舊臨潭橋段往南至四八高地間區域，主線全長 710 公

尺，採高架 15 公尺雙向雙車道設計，主橋上部結構為預力混凝土箱型梁，

下部結構為單柱式橢圓型斷面橋墩，變梁深主跨係採高架懸臂工法施作，

三跨總橋長約 240 公尺，具有 2 個振動單元，於 2011 年 7 月 22 日開工、

2013 年 10 月 25 日完工。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之臺灣活動斷層資訊網資

A1橋台 P3橋墩伸縮縫 P6橋墩伸縮縫

P9橋墩伸縮縫 P10橋墩處 P12橋墩伸縮縫

P13橋墩伸縮縫 A2橋台 橋梁線型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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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顯示，橋址鄰近米崙斷層(詳圖 4.1.1)。 

對於七星潭大橋震害調查部分，橋梁主管機關第一時間已緊急封鎖

進出道路並禁止通行，故完整保留震後受損狀態。由現場勘查發現，A2

橋台順接路面部分地表破裂，左右兩側側車道路面亦具破裂情形，而橋台

背填土產生坍塌與隆起交錯現象，並引致 A2 橋台下方車行箱涵破損，且

P1 橋墩上方支承及橫向止震塊產生剪力破壞，橋面護欄及隔音牆錯動歪

斜，惟 A1 橋台端並無明顯結構體損傷，A1 端側車道、支承、路面、欄

杆及護欄狀況大致良好等。 

 

 
圖 4.2.1 七星潭大橋受損調查照片 

4.3. 花蓮市區縣管橋梁 

有鑑於米崙斷層由花蓮縣七星潭海岸向南延伸至花蓮市美崙山西南

側，長約 8 公里，為加強調查花蓮市區其他縣管或省道橋梁受斷層錯動

之影響，國震中心橋梁組組員於 2 月 9 日由北向南計劃性勘查美崙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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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跨越美崙溪之十六股大道鋼拱橋、農兵橋、花蓮市三號橋、尚志橋及中

正橋等五座縣管及省道橋梁，橋址所在位置詳如圖 4.3.1 所示。 

 

圖 4.3.1 花蓮市區縣管橋梁分布示意圖 

一、十六股大道鋼拱橋 

十六股大道為花蓮市 2-18 計畫道路，西起自花蓮市中央路，東至尚

志路及新興路相交路口，為聯繫花蓮市東西向之重要道路，而跨越美崙溪

橋梁段約 100 公尺。經現地勘查結果，如圖 4.3.2 所示，兩側橋台及穿越

箱涵並無明顯損傷，鋼拱橋之拱肋、吊索、主梁及支承系統亦無明顯損傷，

僅伸縮縫處橋護欄些微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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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十六股大道鋼拱橋調查照片 

二、農兵橋 

農兵橋位處花 19 線支線，銜接國民路，橋跨配置為 40+40=80 公尺，

橋面最大淨寬約 7.3 公尺，屬於預力 I 型梁橋，而支承為合成橡膠支承，

結構配置為簡支系統，下部結構為單柱式橋墩及沉箱基礎，於民國 67 年

竣工。經勘查結果顯示，進橋板些微擠壓造成 AC 鋪面龜裂，橋護欄混凝

土產生剝落，橋墩、橋台及附掛管線並無明顯損傷，(如圖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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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農兵橋調查照片 

三、花蓮市三號橋 

花蓮市三號橋位於國盛四街，為銜接尚志路及國民八街之市區道路，

橋梁總長約 145 公尺，最大跨距約 35 公尺，總橋跨數為 5 跨，橋面最大

淨寬約 15.3 公尺，屬於預力 I 型梁橋，支承為合成橡膠支承，結構配置

亦為簡支系統，下部結構為多柱式橋墩及樁基礎，於民國 82 年竣工。如

圖 4.3.4 所示，國盛七街處之地表產生破裂，橋台受上部結構撞擊造成破

損，橋護欄、欄杆及伸縮縫均因推擠產生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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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花蓮市三號橋調查照片 

四、尚志橋 

尚志橋位於花 19 線及花蓮忠烈祠旁，東接尚志路、西通明禮路，橋

梁總長約 195 公尺，最大跨距約 40 公尺，總橋跨數為 5 跨，橋面最大淨

寬約 22.8 公尺，屬於預力 I 型梁橋，支承為合成橡膠支承，結構配置為

橋面板連續之多跨連續橋梁，下部結構為多柱式橋墩，於民國 90 年竣工。

如圖 4.3.5 所示，伸縮縫受上部結構推擠造成橋護欄破損，上下橋面之人

行道階梯嚴重破損，止震塊亦產生破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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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尚志橋調查照片 

五、中正橋 

台 9 線 204K+355 中正橋為聯絡花蓮市區與美崙地區之重要橋梁，比

鄰衛福部花蓮醫院院區，橋梁跨距為 74.8 公尺，橋面最大淨寬約 25 公

尺，屬於π型預力箱型梁橋，約於民國 87 年竣工。如圖 4.3.6 所示，除伸

縮縫脫移顯示橋梁側移錯位，以及橋台下方人行步道之上下樓梯撞損破

裂外，並無其他明顯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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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中正橋調查照片 

4.4. 小結 

本次花蓮地震後之橋梁勘災作業，計有鄰近嶺頂斷層(第二類活動斷

層)之花蓮大橋，以及鄰近米崙斷層(第一類活動斷層)之七星潭大橋、十六

股大道鋼拱橋、農兵橋、花蓮市三號橋、尚志橋及中正橋等七座橋梁，橋

梁災害調查小組共動員 5 人進行兩天勘查，以手持式光達（LIDAR）、高

空影像擷取系統及數位拍攝方式執行橋梁損傷完整勘查紀錄。透過歷次

災害調查工作資料收集，除可供為橋梁修復建議方案擬定或現地安全試

驗規劃時之參考依據，更希冀對於橋梁震害因應對策及橋梁耐震能力研

究等產官學研之防救災工作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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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花蓮港港灣震損與地工災害 

5.1. 災情概述 

2018 年 2 月 6 日深夜 11 點 50 分，花蓮深夜發生芮氏規模 6.0 地震，

花蓮市震度 7 級，市區傳出多處大樓坍塌及道路橋梁龜裂災情。國震中

心大地組黃俊鴻組長隨即召集本中心大地組成員包括許尚逸、楊炫智、盧

志杰、黃郁惟、劉佳泓等，準備於隔日前往災區勘查大地工程災害，勘查

目標主要為斷層錯動位置、嚴重受損結構物及其周邊環境、各流域如美崙

溪、花蓮溪等之河岸濱水設施，以及花蓮港港區震損情況。除上述人員外，

勘災成員尚包括本中心大地組陳正興顧問及成功大學土木系柯永彥助理

教授，一行共八人於 2 月 7 日赴花蓮市區進行為期兩日之第一次地工勘

災。 

本次勘災之重點在於花蓮地區港灣震損災情與地工災害調查，各地

工勘察災點位置圖與相關資訊如圖 5.1 與表 5.1 所示。本次勘災所調查之

災點包括花蓮港區震損（P1）、美崙溪（Meilun River）右岸堤岸損壞與側

潰（R1）、美崙溪左岸液化與側潰（R2）、花蓮溪（Hualien River）出海口

處液化與側潰（R3）、華西路（Huaxi Rd.）旁液化（L1）、七星潭遊客服

務中心周遭地表破裂災情（SR）及鄰近花蓮大橋之縣道 193 號邊坡破壞

（SL）等。由圖 5.1 可發現，本次勘災所調查之災點位置都鄰近花蓮市區

之米崙斷層（Milun Fualt）以及花蓮市南邊的嶺頂斷層（Lingding Fualt）

一帶。 

以下針對花蓮港區震損調查、液化災情、地表破裂與邊坡滑動等地工

災害調查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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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地工勘災位置 

點位 位置 災害概述 距震央距離(km) 

P1 花蓮港 
碼頭後線沉陷、液化噴砂、

碼頭水平側移間隙 
19.2 

R1 
美崙溪右岸 

(近雲門翠堤) 
堤岸側潰、疑似液化表徵 19.0 

R2 
美崙溪左岸 

(近尚志橋) 
河岸側潰、液化噴砂 19.2 

R3 花蓮溪出海口 河岸側潰、液化噴砂 24.0 

L1 華西路 液化噴砂 16.0 

SR 七星潭遊客服務中心 
地表破裂、堤岸側潰、 

擋土設施損壞 
14.0 

SL 
縣道 193 邊坡 

(近花蓮大橋) 
邊坡破壞 26.1 

 

 
圖 5.1 花蓮地震地工勘災點位  

Epicenter

Milun Fault

Lingding Fault
7.2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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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花蓮港區震損調查 

花蓮港為台灣東部主要國際港，亦是東部水泥、砂石的主要輸出港。

花蓮港位於花蓮市區東北方，東濱太平洋，西依美崙山。花蓮港係屬人工

開鑿，東西兩防波堤左右環抱，開口西南，區分為內、外港，自外港往北

經狹長航道而進入內港。花蓮港現有碼頭共 25 座，其中內港區 16 座，

水深 6.5 至 10.5 公尺，可靠泊 4,000 噸至 12,000 噸；外港區 9 座，水深

12 至 16.5 公尺，可靠泊 30,000 噸至 60,000 噸。 

本次花蓮地震在花蓮港造成之碼頭震損災情多集中在外港區（參見

圖 5.2）之 19 號至 22 號碼頭、23 號碼頭至 24 號碼頭、25 號碼頭一帶，

而在西防坡堤內港區道路亦觀察到土壤液化與道路面版震損之現象。 

 

 
圖 5.2 花蓮港外港平面圖(來源：花蓮港務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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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花蓮港勘災點位圖 

5.2.1. 23 號碼頭與 24 號碼頭災損 

花蓮港 23 號碼頭（圖 5.3 之 P1-1）與 24 號碼頭（圖 5.3 之 P1-2）為

重力式沉箱碼頭，沉箱結構寬度為 18.2 m，碼頭前緣具消波室構造，設計

水深為 14 m，其中 23 號碼頭長度為 272 m，主要為客運碼頭使用，24 號

碼頭長度為 271 m，為油管管道、木料、雜貨碼頭使用。23 號、24 號碼

頭標準設計斷面如圖 5.4 所示。 

本次地震造成 23 號與 24 號碼頭後線背填區沉陷，沉箱與後線背填

接合處有明顯龜裂（圖 5.5），後線地表與碼頭沉箱的高低差可達到 20~50

公分（圖 5.6）。現場可發現裂隙處有液化噴砂情況，所噴出之土砂材料不

只細粒料土壤，亦可發現顆粒較大之砂礫，此應為回填之濾層材料由於震

時土壤孔隙水壓過高連同細砂料一起被帶出地表所致。依據花蓮港務公

司初步勘災資料顯示，碼頭沉箱結構並無明顯位移破壞發生，於 23 號碼

頭處的旅客中心亦無結構破壞發生。  

4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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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花蓮港 23 號與 24 號碼頭設計斷面圖（來源：花蓮港務公司） 

 

 
圖 5.5 花蓮港 23 號、24 號碼頭震損情況 

 

法線 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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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後線地面沉陷 20~30 cm 
(b) 後線地面沉陷 50 cm 

（花蓮港務公司提供） 

圖 5.6 花蓮港 23 號、24 號碼頭後線地面沉陷 

 

5.2.2. 25 號碼頭災損 

花蓮港 25 號碼頭（圖 5.3 之 P1-3）為重力式沉箱碼頭，沉箱結構寬

度為 28.5 m，碼頭前緣具消波室構造，碼頭設計水深為 16.5 m，25 號碼

頭長度為 332 m，主要為雜貨碼頭使用。25 號碼頭標準設計斷面如圖 5.7

所示。 

本次地震中，25 號碼頭相較於鄰近之 23 號、24 號碼頭有較嚴重之

災損，25 號碼頭與其後線接合處發生嚴重龜裂（圖 5.8(a)），後線地表沉

陷達 20 至 50 cm，碼頭面有局部裂隙與坑洞，局部有高低差，特別是 24

號碼頭至 25 號碼頭之間的過渡段，與 25 號碼頭之間有明顯水平側移，

間隙達 8 至 13 cm（圖 5.8(b)），因此本區碼頭暫停營運，並將船舶移至

19 號至 22 號碼頭作業。本區碼頭法線目視仍屬平整，但仍需進一步測量

與檢查沉箱結構是否有破損漏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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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花蓮港 25 號碼頭設計斷面圖（來源：花蓮港務公司） 

 

  
(a) 碼頭與後線接合處龜裂與地面沉陷 (b) 沉箱位移間隙 

圖 5.8 25 號碼頭震損情況  

法線 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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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西防波堤處災損 

西防波堤（圖 5.3 之 P1-4）為花蓮港外港區最西側外緣，本次地震造

成西防波堤堤體與背填接界處有些微高低差，堤內港區道路發生破壞，道

路鋪面與混凝土面版(106 年完工)有部分隆起與裂損發生（如圖 5.9），在

路側與排水道交接處以及路面裂隙亦可發現大量噴砂的液化表徵，如圖

5.10(a)所示。所帶出之噴出物除細粒料砂土外，可見粒徑約 0.5 mm 至 2cm

左右之砂礫（參見圖 5.10(b)），其原因應為液化孔隙水壓力過高，除細砂

土外，連道路鋪面下方濾層顆粒較大之砂粒亦被帶出地表。圖 5.11 為此

區道路面板下方之連續細小噴砂孔，屬難得一見之土壤液化照相。 

 

  
(a) 道路鋪面隆起 (b) 路面破裂 

圖 5.9 西防波堤道路震損情況 

 

  
(a) 排水溝處噴砂 (b) 路面裂隙處噴砂 

圖 5.10 西防波堤道路處液化噴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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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堤內道路面板下方之連續液化噴砂孔 

 

5.2.4. 19 號至 22 號碼頭災損 

花蓮港 19 號碼頭（圖 5.3 之 P1-5）至 22 號碼頭皆為重力式沉箱碼

頭，沉箱結構寬度為 18.2 m，碼頭前緣同樣具消波室構造，碼頭設計水深

為 14 m。19 號碼頭用途為油管管道、木料、雜貨碼頭，20 號至 21 號碼

頭為砂石專業碼頭，而 22 號碼頭為多功能碼頭。19 號至 22 號碼頭標準

設計斷面如圖 5.12 所示。 

本次地震於 19 號碼頭造成後線地層下陷，與沉箱結構高差約有 8 至

13 cm（圖 5.13(a)），碼頭面無明顯龜裂或坑洞，碼頭法線目視也無明顯

偏移。由於此區 20 號、21 號碼頭為砂石專業碼頭，設置有裝卸機具設備，

裝卸機具軌道一端位於沉箱，一端位於背填區（圖 5.13(b)），據花蓮港務

公司初步勘災簡報資料顯示，裝卸機具因本次地震造成碼頭結構與後線

背填區差異沉陷影響，略有傾斜，但現場無法以目視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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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花蓮港 19 號至 22 號碼頭設計斷面圖（來源：花蓮港務公司） 

 

  
(a) 後線地面下陷約 8~13 cm 

（花蓮港務公司提供） 

(b) 裝卸機具略有傾斜 

圖 5.13 19 號碼頭震損情況 

 

 

  

法線 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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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液化災情調查 

經過本中心第一次地工震災勘查，本次地震在花蓮地區造成的土壤

液化災情多其中在河川堤岸與高灘地，包含了美崙溪河岸與花蓮溪出海

口一帶，市區則是於七星大橋至東華大學美崙校區之間的華西路亦有觀

察到土壤液化噴砂的現象。以下針對各液化點位說明勘災結果。 

 

5.3.1. 美崙溪河岸 

美崙溪右側河岸之勘查點 R1 靠近雲門翠堤大樓旁，其位置可參見圖

5.14。河岸高灘地行走困難地層鬆軟，地層材料為沉泥質砂夾礫石。河道

旁水流攻擊坡處有約 30m 寬之舊崩塌(圖 5.15)；河道旁高灘地上坡處植

生與非植生交界有一處約 50m 長之張力裂縫(圖 5.16)，所幸下坡處石籠、

太空包有發揮擋土功能，減弱土層向河側滑動之趨勢。圖 5.17 則為堤岸

步道受震擠壓破裂的情況。此處雖明顯之河岸側潰與堤岸結構震損之現

象，但本次勘災於美崙溪右側河岸並無發現明顯土壤液化表徵或噴砂口，

只有零星幾處高灘地表層有發現與原狀土不同之細粉砂，疑似該處有液

化發生，但受雨水沖刷而無法辨識確定。 

本次地工小組於 2 月 8 日再次前往鄰近尚志橋（Shangzhi Bridge）之

美崙溪左側河岸進行勘查，在本次勘查點 R2 即發現有多處土壤液化現象

(圖 5.18(a)、(b))，以及河岸側潰產生之張力裂縫(圖 5.18(c))。勘災隊除了

取液化土樣外，尚進行噴砂孔斷面開挖，釐清液化砂土之噴砂路徑(圖

5.19)。除了土壤液化外，鄰近尚志橋之河堤護坡亦有開裂破壞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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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美崙溪沿岸勘災點位圖(R1、R2) 

 

 
圖 5.15 美崙溪右岸勘查點 R1 上游舊崩塌地（近雲門翠堤大樓） 

 

 

Milun Fault

400 m

Shangzhi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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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美崙溪右岸高灘地張力裂縫 

 

 
圖 5.17 美崙溪右側河岸堤岸震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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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液化噴砂口 

 
(b) 連續液化噴砂口 (c) 河岸側潰情況 

圖 5.18 美崙溪左側河岸高灘地液化情況 

 

 
圖 5.19 美崙溪左岸液化噴砂口剖面開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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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花蓮溪口河岸 

本次勘災於花蓮溪口進行現地勘查，如圖 5.20 中 R3 點位所示。此處

位於花蓮溪出海口右岸，鄰近花蓮洄瀾廟，比對中央地質調查所活動斷層

資料，此區十分靠近嶺頂斷層（第二類活動斷層）。在此處同樣可發現堤

岸坡址有液化噴砂以及河岸高灘地側潰的現象（圖 5.21）。 

 

 
圖 5.20 花蓮溪沿岸勘災點位圖(SL、R3) 

  
(a) 堤岸坡址處液化噴砂 (b) 高灘地側潰 

圖 5.21 花蓮溪出海口堤岸液化側潰情況  

1000 m

Lingding Fault

Hualien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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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華西路 

華西路與米崙斷層幾乎平行，勘災隊伍行經華西路時，發現路面出現

噴砂現象，因而進行勘查。勘查點位置見圖 5.22 中 L1 點位。由路側塊石

混凝土護坡開裂所呈現之植生現象，以及牆面遍布青苔，研判此地區地下

水位甚高。因此在地震力作用下，造成路面裂隙，鋪面下砂土出現液化情

況進並由裂隙噴出路面（圖 5.23(a)），此外在道路側邊排水溝亦可發現灰

色液化噴砂堆積（圖 5.23(b)）。特別的是，此處兩個鄰近液化噴砂點，所

堆積之液化細砂顏色不同，表示有兩個不同來源之液化土層來源，路中裂

隙處黃色細砂應為道路鋪面下回填之材料（圖 5.24），而路旁管溝噴出之

灰色細砂則可能是路旁原地層之土砂材料，需要進一步現地鑽探調查釐

清。 

 

 
圖 5.22 華西路與七星潭遊客中心勘災點位圖(L1、SR) 

 

Milun Fault

6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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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路面破裂與噴砂 (b) 路旁排水溝噴砂 

圖 5.23 華西路路面破裂與液化情況 

 

 
圖 5.24 華西路鋪面下方土壤液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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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地表破裂與邊坡滑動 

5.4.1. 七星潭遊客中心鄰近地區 

本次地工勘災於七星潭遊客中心鄰近地區（圖 5.22 之 SR 點位）發

現大規模斷層錯動、地表破裂之災害，造成民房傾斜損壞及附近停車場路

面受損嚴重。依當地耆老口述，此地區之地表高差處在 1961 年即有出現

錯動抬升情況，此次地震後高低差又增加了約 20 cm，初步研判此地應為

米崙斷層之分支。 

圖 5.25 顯示此處地盤發生嚴重擠壓錯動使得道路瀝青鋪面隆起，位

於上盤之包鮮樓餐廳結構物因此向圖 5.23 之右方傾斜約 3 度，而位於下

盤之新建物則傾斜約 0.5 度。此地表錯動破裂線一直延伸由遊客中心停車

場入口處一直延伸至海側（圖 5.26），圖中紅色區塊即為原 1961 年地盤

錯動抬升之跡象。圖 5.27 為遊客中心停車場地下供水管線受震擠壓突出

地表。圖 5.28 則為停車場靠沙灘處之擋土牆震損情況，此擋土牆單元正

好坐落於上下盤之間的錯動線，上盤靠海側懸臂式擋土牆一側被外推約

50cm，另一側(斷層下盤)則為 15cm（圖 5.28），初步研判此位置之斷層應

屬逆衝左移運動。 

 

 
圖 5.25 位於斷層線之上、下盤建築物傾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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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6 七星潭遊客中心停車場入口處地盤擠壓隆起與破裂情況 

 

 
圖 5.27 遊客中心停車場供水管線受震擠壓突出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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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 遊客中心停車場靠海側之擋土設施因地盤錯動產生破壞 

 

5.4.2. 縣道 193 號近花蓮大橋之邊坡破壞 

在縣道 193 號（即月眉路三段）往崩坎方向靠近花蓮大橋處，有兩處

邊坡破壞情況發生，造成道路中斷，兩處坍方各約 5 m 至 10 m 之範圍

（圖 5.29）。於此處下邊坡地表，可清楚發現平行於河岸之多道張裂隙（圖

5.30）。 

 

 
圖 5.29 縣道 193 號近花蓮大橋處之邊坡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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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0 縣道 193 號下邊坡地表可見平行河岸之張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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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語 

本次地震的嚴重災損均來自於建築物的倒塌，即雲門翠堤大樓倒塌

使 14 人喪命。回顧台灣的震災歷史：2016 年 2 月 6 日的高雄美濃地震，

維冠大樓單一建築的倒塌即奪走 115 條人命、1999 年集集地震之東星大

樓倒塌導致 87 人死亡、博士的家倒塌導致 45 人罹難，足見震災中，大

樓倒塌是最致命的結構破壞情形。在各種倒塌案例中，最常見在軟弱底層

形成倒塌機制(collapse mechanism)，最終使整棟大樓倒下(lie down)、跪下

(kneel down)或坐下(sit down)。雖然同為在軟弱底層形成倒塌機制，但相

對而言，「倒下」(如維冠大樓、東星大樓、博士的家)比「跪下」(如雲門

翠堤大樓)或「坐下」(如統帥飯店)會造成更嚴重的人員傷亡，前者整棟大

樓居民幾乎無逃生機會；後二者除被擠潰的軟弱底層外，其餘樓層居民尚

有生還的希望。因此從研究人員的角度而言，研擬如何對具有軟弱底層的

既有建築物進行階段性局部補強，避免在軟弱底層形成倒塌機制，或甚至

只是避免整棟大樓「倒下」的破壞情形，都能夠顯著降低震災中的死傷人

數。另一方面，具有軟弱底層的既有建築物經常是將底層作為商場、店面

或停車場等，具有挑高、少牆、開放性空間的特性與需求。因此一般以增

設斜撐或剪力牆進行耐震補強的方式，或許在這類型的建築物中會遇到

較多的阻礙與挑戰。另一方面，商場、店面幾乎全年營業，沒有特定的空

檔時段(如寒暑假)，因此在補強的工法上，如何降低對居民日常生活的干

擾，例如採用外加構架而非改變既有構架的方式進行補強，這些都有賴學

術界與業界一同攜手努力。 

本次地震中，嚴重損傷的結構物均分布於米崙斷層沿線，極有可能是

近斷層效應增加了結構物的受震反應需求，造成結構物損傷情形更加嚴

重。並且分析由花蓮市測站與鹽寮測站所測得的地表加速度記錄，顯示的

確具有近斷層地震的速度脈衝特性。這次地震後，對於近斷層地震的相關

研究更形迫切。例如近斷層效應如何影響結構物的受震反應？目前耐震

設計規範是否適當反映近斷層效應的影響？台灣地狹人稠，活動斷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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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受近斷層地震影響之人口數占全國人口數的約 1/3。國震中心於去年

八月啟用台南實驗室，其中的高速度長衝程振動台與雙軸向動態試驗系

統正是扮演研究近斷層效應的最佳利器。從地工到建築與橋梁、從結構物

到非結構物，在此實驗利器的測試與驗證下，近斷層效應將會被逐漸了解

與量化，最終反映於相關設計規範中。 

本次地震後，各界對於危險老舊建築的耐震補強檢討聲浪不斷，敦促

盡速立法，以利執行私有建築物的耐震評估與補強工作。其中，特別對於

具有一定樓地板面積以上之私有供公眾使用的建築，並且該建築是未依

據民國 86 年版或更新版的耐震設設計規範進行設計與建造的老舊建築，

建議被列為必須優先進行耐震評估與補強的對象。其用意是在縮小目標

建築的範圍，篩選出具有最高風險的建築物，做為首波的耐震評估與補強

對象。所謂萬事起頭難，在面對全國數百萬棟的私有建築，若不能有系統

地分級、分區、分時，逐步進行，否則以有限的人力、財力與物力，在面

對此一龐大的社會工程時，必定會覺得茫然無力。所謂「分級、分區、分

時」的內涵說明如下： 

一、 所謂「分級」，即訂定類似前述的各種門檻值(如：一定樓地板面積

以上、私有供公眾使用、建造年代)，其它的門檻值可以是建築的重

要度、脆弱度、工址危害度、近斷層效應與土壤液化機率等。換言

之，即是建築物的初評分數，而該初評分數必須能夠周延反映各種

門檻值。 

二、 所謂「分區」，建議依據各縣市政府的人力、財務與建築物總量的不

同，分地區(行政區)執行，無須全國齊頭並進。甚至先選出示範的

行政區、村或里進行，由村里長陪同工程師或大專院校土木系高年

級以上學生進行轄區內全部的私有建物的調查與初評。在空間的概

念上，「分區」即是由點、線、面逐步完成最終目標。另外，為推動

國家社會經濟時，會設定所謂的「經濟特區」，對於經濟特區內所進

行的經濟活動有特別的獎勵措施。類似地，可以設定所謂的「建築

特區」，對於建築特區內所進行的私有建築物耐震補強工作有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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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規，給予建物所有權人、執行補強業務的技師、工程公司等優

惠措施。建築特區的設置會產生磁吸效應，吸引、集中更多的人力

與物力同時投入該特區，可以加速完成該特區內的建物耐震補強工

作。當完成一個建築特區內的建物耐震補強工作後，即解除該特區，

再劃設其它新的建築特區。 

三、 所謂「分時」，即是把有限的人力與財力先運用在最易顯出成效的補

強工作項目，分階段逐項完成整棟建築的全部補強工作。正如前所

述：局部補強，避免在軟弱底層形成倒塌機制，或甚至只是避免整

棟大樓「倒下」的破壞情形，都能夠顯著降低震災中的死傷人數。

在時間的概念上，「分時」即整棟建築的全部補強工作無須一次到

位，優先處理建築物最致命的破壞模式。 

此一地震勘災報告盡量完整地記錄了此次地震中的災損情形與地動

特性，並進行初步的說明。更詳細的研究分析與探討，則有待投入更多的

時間與人力。後續若有新的發現或心得時，將另以研討會或期刊論文等形

式進行報告與分享，以爭取出版此一勘災報告的時效性。建築耐震評估與

補強工作千頭萬緒，但只要我們有計畫、有方法、有決心，同心協力，終

畢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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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1  中小學校舍基本資料 

(1) 海星高中 

花蓮私立海星高級中學(簡稱海星高中)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嘉新路 36

號，學校外觀如圖 A.1 所示，主要建築有國中部、校長室、高中部、禮堂

及宿舍，校內配置如圖 A.2 所示，而各教室外觀如圖 A.3 所示。高中部分

為東西北棟校室，北棟教室興建於 1960 年，均為地上三層建築；國中部

教室及校長室為地上二層建築，宿舍為地上三層建築。其中，除了高中部

東西北棟教室及禮堂設有阻尼器補強與外側剪力牆補強(圖 A.4)，其餘均

為一般傳統鋼筋混凝土(RC)建築。 

 

 
圖 A.1 海星高中外觀 

 
圖 A.2 海星中學校園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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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教室 校長室 

  
高中部教室 宿舍 

圖 A.3 海星中學主要建築外觀 

 

  
阻尼器斜撐 剪力牆 

圖 A.4 補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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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嘉里國小 

嘉里國民小學(簡稱嘉里國小)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嘉里三街 28 號，學

校外觀如圖 A.5 所示，主要建築物有中低年級教室(西側)、高年級教室(北

側)、行政區(北側)及資訊區(東側)，校內配置如圖 A.6 所示，各建築外觀

如圖 A.7 所示。校內建築均為地上一層之鋼筋混凝土(RC)建築。 

 

 
圖 A.5 嘉里國小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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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6 嘉里國小校園平面圖 

  
中低年級教室 高年級教室 

  
資訊區 行政區 

圖 A.7 嘉里國小主要建築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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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華國小 

中華國民小學(簡稱中華國小)位於花蓮縣花蓮市國盛二街 22 號，學

校外觀如圖 A.8 所示，主要建築物有西棟教室、南棟教室、北棟教室及活

動中心，校內平面及立面配置如圖 A.9、圖 A.10 所示，各建築外觀如圖

A.11 所示。 

南棟與北棟教室興建於 1992 年，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鋼筋混凝土

(RC)結構，於 2009 年 12 月 16 日起進行翼牆補強， 2010 年 3 月 10 日完

工，如圖 A.12 所示。西棟教室興建於 1991 年，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鋼筋

混凝土(RC)，於 2017 年 2 月 13 日進行擴柱補強，2017 年 7 月 24 日完

工，如圖 A.13 所示。 

 

 
圖 A.8 中華國小外觀(北門) 

 
圖 A.9 中華國小平面配置圖 



195 

 
圖 A.10 中華國小立面配置圖 

 

  
北棟教室 西棟教室 

  
南棟教室 活動中心 

圖 A.11 中華國小主要建築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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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棟教室補強前 南棟教室補強後 

  
北棟教室補強前 北棟教室補強後 

圖 A.12 中華國小南棟教室及北棟教室(翼板)補強前後 

 

  
西棟教室補強前 西棟教室補強後 

圖 A.13 中華國小西棟教室(擴柱)補強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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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義國小 

明義國民小學(簡稱明義國小)位於花蓮縣花蓮市明義街 107 號，學校

外觀如圖 A.14 所示。主要結構物為明義樓、仁愛樓、林森樓、民國樓、

活動中心及藝才樓，校園平面配置圖如圖 A.15 所示。 

仁愛樓由左棟、右棟及 D-F 棟組成，為地下一層地上二層鋼筋混凝

土(RC)結構，左/右棟興建於 1978 年，D 棟興建於 1980 年，E 棟興建於

1998 年，F 棟興建於 1981 年；民國樓 H 棟興建於 1984 年，活動中心 I

棟興建於 1987 年，均為地下一層地上二層鋼筋混凝土(RC)結構。林森樓

由 A 右棟、A 左棟與 C 棟組成，為地下一層地上二層鋼筋混凝土(RC)結

構，A 左右棟興建於 1987 年， C 棟興建於 1983 年，其中 A 右棟與 C 棟

於 2009 年 12 月 15 日開始進行翼牆補強， 2010 年 4 月 26 日完工，如圖

A.16 所示。明義樓興建於 1989 年，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鋼筋混凝土(RC)

結構，2009 年 12 月 15 日開始進行斜撐補強，於 2010 年 4 月 26 日完工，

如圖 A.17 所示。 

 

 
圖 A.14 明義國小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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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5 明義國校園平面配置圖 

  
林森樓 A 右/C 棟補強前 林森樓 A 右/C 棟補強後 

圖 A.16 林森樓 A 右/C 棟(翼牆)補強前後 

  
明義樓補強前 明義樓補強後 

圖 A.17 明義樓(斜撐)補強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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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昌國小 

北昌國小主要建築為東、西、南與北棟四棟，如圖 A.18 所示，其

中南、北、西棟為地上三層鋼筋混凝土(RC)建築物，分別於民國 74、

80、85 年落成，都經過耐震補強；東棟為重建後之地上三層半高之鋼筋

混凝土(RC)建築物並且在校舍群中間連著一棟三層樓、一樓挑空、二樓

以上為大型集會及室內運動空間之三樓高鋼筋混凝土建築與西棟相連，

均為民國 104 年落成（圖 A.19）。 

 

  

圖 A.18 北昌國小平面以及前棟(南棟)外觀 

 

 
圖 A.19 北昌國小平面以及前棟(南棟)外觀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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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風國中 

國風國中(圖 A.20)主要建築為游藝樓(北棟)、涵玉樓(南棟)、睿智樓

(A 棟)三棟，建築物外觀如圖 A.21 所示，其中游藝樓與涵玉樓為地上四

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分別於民國 81、85 年落成，已經過耐震補強；

睿智樓為新建之地上五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於民國 105 年落成。 

 

  
圖 A.20 國風國中平面以及外觀 

 

  
游藝樓 涵玉樓 

 

 

睿智樓  
圖 A.21 國風國中主要建築物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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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忠孝國小 

忠孝國小(如圖 A.22)主要建築有思源樓、忠孝樓、向上樓三棟，外

觀如圖 A.23 所示。其中，思源樓為地上兩層之鋼筋混凝土(RC)建築

物，於民國 66 年落成；忠孝樓為地上三層之鋼筋混凝土(RC)建築物，

於民國 66 年落成；向上樓為地上四層之鋼筋混凝土(RC)建築物，於民

國 87 年落成，三棟結構物均增設剪力牆補強之。 

 
圖 A.22 忠孝國小外觀 

 

  
思源樓 忠孝樓 

 

 

向上樓  
圖 A.23 忠孝國小主要建築物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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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壽豐國小 

壽豐國小主要建築包括兩棟校舍及位於校園外與社區共用的文康中

心，建物配置關係及校門外觀如圖 A.24 所示。兩棟校舍分別為東棟教

室與西棟教室，皆為地上二層之鋼筋混凝土(RC)建物，東棟以剪力牆補

強(圖 A.25)，西棟似原有校舍，長向無開口牆，以擴柱補強之(圖

A.26)。文康中心約於民國 89 年(2000 年)完工，為地上三層，地下一層

之鋼骨鋼筋混凝土(SRC)建物，內部有一挑高約兩層的演講廳，其外觀

與一樓平面如圖 A.27 所示。 

 

  
圖 A.24 壽豐國小平面以及外觀 

 

  
圖 A.25 壽豐國小東棟教室剪力牆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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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26 壽豐國小西棟教室擴柱補強 

 

  
圖 A.27 壽豐國小文康中心外觀與 1F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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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鑄強國小 

鑄強國小建築物包括三棟校舍及一棟綜合大樓（至善樓），圖 A.28

顯示建物之配置關係。南棟教室位於校門主入口側，為地上三層鋼筋混

凝土(RC)建物，一樓及二樓有擴柱補強，如圖 A.29 所示；東棟教室為

地上二層，局部為三層，另有局部地下室為鋼筋混凝土(RC)建物，外觀

無補強跡象，如圖 A.30 所示；北棟教室為地上四層之鋼筋混凝土(RC)

建物，平面呈 L 形，外觀與南棟相似，一樓至三樓亦有擴柱補強，如圖

A.31 所示。至善樓約於民國 86 年(1997 年)完工，為地上三層之鋼筋混

凝土(RC)建物。 

 

 
圖 A.28 鑄強國小平面配置圖 

 

 
圖 A.29 鑄強國小南棟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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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背面 

圖 A.30 鑄強國小東棟教室 

 

 
 

教室外觀照 擴柱補強 

圖 A.31 鑄強國小北棟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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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復興國小 

復興國小建築物配置關係如圖 A.32 所示，主要教室 A、B、C 棟位

於操場南、東側，北側，另有二層樓風雨教室及一層樓建物，如圖 A.33

所示。A 棟及 B 棟教室為地上二層結構皆位於操場南側，兩棟相連，接

續處以金屬蓋板覆蓋分期縫，A 棟以擴柱補強、B 棟以翼牆補強、C 棟

教室位於操場東側，亦為地上二層，以擴柱補強，其補強情況如圖 A.34

所示。 

 

 
圖 A.32 復興國小平面配置圖 

 

 
圖 A.33 復興國小北側風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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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棟教室(擴柱補強) B 棟教室(翼牆補強) 

 

 

C 棟教室(擴柱補強)  
圖 A.34 鑄強國小主要教室補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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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埔國小 

北埔國小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北埔路 170 號，校園內損壞建築

為司令台與體育館，司令台為鋼筋混凝土(RC)建築，位於校園中心，於

民國 75 年完工；體育館為地上一層之鋼筋混凝土(RC)建築，位於校園

東北側，於民國 88 年完工，校園平面圖如圖 A.35，校園外觀如圖

A.36。 

 

 
圖 A.35 北埔國小平面配置圖 

 

 
圖 A.36 北埔國小外觀照 

 

  



209 

(12) 北濱國小 

北濱國小位於花蓮縣花蓮市北濱街 113 號，校園內校舍建築為二層

樓鋼筋混凝土(RC)建築，於民國 75 年完工，校園平面圖如圖 A.37，校

園外觀如圖 A.38。 

 

 
圖 A.37 北濱國小平面配置圖 

 

 
圖 A.38 北濱國小外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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