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簡介與應用

鋼筋混凝土

初步評估系統 ( PSERCB )
建築物耐震能力

76 Vol. 43, No. 2   April 2016  土木水利  第四十三卷  第二期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系統（PSERCB）之簡介與應用

蔡益超／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陳建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工程技術組組長

邱毅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博士生

宋裕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授

賴明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博士

陳俊榕／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生

陳長佑／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工程技術組助理研究員

摘要

目前各地方政府有關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部

份，甚至「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之既有住宅結構

安全性能之評估基準及評估表，仍沿用名譽教授蔡益超

於民國 88年 6月所提出之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以下簡稱舊表），舊表以建築物之定性為基準，進行

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基於時空因素，已不太能夠

符合目前實際所需，也無法較為快速準確評估出建築物

之耐震能力。

有鑑於此，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14年委託蔡益

超教授與宋裕祺教授，研擬新版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

能力初步評估表（以下簡稱新表），同時就定性與定量

兩大基礎進行耐震初評，並能將評估結果之耐震能力安

全程度以分數表示，所得結果較為準確。除此之外，新

表結合現代科技與資料分析技術開發出雲端分析平台，

透過平台儲存評估結果，集中管理各區 /單位所進行之

初步評估結果及基本資料，各級政府建管單位可透過大

數據（Big Data）資料處理技術，供為防災相關政策擬

訂或推廣之依據。

前言

2016年 2月 6日上午 3時 57分，規模 6.4的高

雄美濃地震重創台南，永康區維冠金龍大樓倒塌，釀

成重大災情。維冠金龍大樓一樓為開放式店面，牆量

甚少，建築物一樓僅由柱體抵抗地震力，抗震能力較

其他樓層為低，因此在一樓形成軟弱層，在地震作用

下，容易產生破壞進而造成整棟大樓倒塌。國內目前

類似維冠大樓具有一樓軟弱層之建築物仍不在少數，

因其具有較高的人命傷亡風險，如何迅速進行耐震能

力初步評估，篩選出此類高震害風險的建築物實為當

務之急。

本文介紹新表以及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初評系

統（Preliminary 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 

PSERCB）可藉由建築物一樓有效牆量與二樓（或以

上）有效牆量的比值修正整棟建築物之韌性容量，配

合一樓之極限剪力強度求出大樓之耐震能力，協助專

業技師或建築師初步篩選出具弱層建築物，供後續耐

震詳評與補強之依據。除此之外，PSERCB提供雲端

工作平台，不僅讓技師與建築師進行評估時可更加快

速，且有助於降低人為錯誤，評估結果可以直接列表

印出，也可透過平台上傳資料儲存於雲端資料庫上，

政府建管單位可透過此平台達到資料檢視、分析、統

計與管理之功能，作為後續大數據（Big Data）分析之

依據，達到災害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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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美濃地震造成建築物震損現況
民國一○五年二月六日星期六凌晨 3時 57分於高

雄市美濃區發生芮氏規模 6.4之地震，震央位置在北緯

22.93度、東經 120.54度，震源深度為 16.7公里。依

據氣象局資料顯示，全台灣最大加速度為台南市新化

測站（CHN3）觀測到 401 cm/s2，最大震度為七級。本

次地震造成多棟建築物倒塌或震損，其中以建築物用

途為住商混合損害最為嚴重，此類建築物一二樓多為

商業用途，牆體數量較少，容易形成軟弱層，使得地

震發生造成底層破壞而倒塌。此次地震造成建築物震

損狀況較嚴重者彙整如下 [1]：

維冠金龍大樓
維冠金龍大樓約於民國 83年興建於台南市永康區

永大路二段與國光五街交叉口，為地上 16層、地下 1

層之 RC建築物，主要用途為住商混合之社區住宅。維

冠金龍大樓於本次地震不幸倒塌，造成共 115人罹難，

96人受傷，為台灣史上因單一建築物倒塌事件中罹難

人數最多之災難事件。造成維冠金龍大樓倒塌的因素相

當多，主要原因於在低樓層（尤其一樓）因商場用途關

係，使得結構系統形成軟弱層，造成建築物倒塌。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
評估表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建築研究所研究報告『鋼筋

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法及推廣』中，主要係提

出一套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法及其程式，但在第二章也

研擬一份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即為蔡益超教授所擬

定之初步評估表，亦略同目前「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

法」附件採用之表格。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主要是評估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的強度與韌性，當強度與韌性用盡而即將崩塌時，求

出其對應的地表加速度，即所謂的耐震能力 AC。初步

評估表也應該針對強度、韌性來評估，其結果才可能

與詳細評估法具有較高的相關性。然而『鋼筋混凝土

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法及推廣』報告所提的初步評估

表屬於定性部分，尚缺乏定量評估，因此新表修正定

性分析與新增定量分析，使初步評估表可同時包含定

量與定性更具客觀之評估。

京城銀行
京城銀行約於民國 85年興建於台南市新化區中

山路 586號，為地上 10層、地下 1層之 RC建築物，

主要用途為住商混合之出租住宅。因一二樓挑空與挑

高，使得地震發生造成底層破壞而倒塌。

大智里菜市場
大智里菜市場位於台南市東區長東街 103巷，為

地上 4層、地下 1層之 RC建築物，此建築物為連棟公

寓，因菜市場需求一樓幾乎無隔間牆，使得地震發生

造成底層破壞而倒塌。

台南市歸仁區信義北路與大仁街口公寓
此建築物興建約於民國 89年，為 7層樓公寓。因

一二樓作為商業用途，牆體數量較少而形成軟弱層，

使得地震發生造成底層破壞而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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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共分五大表單：「壹、建築物基本資料」，

「貳、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參、定量評

估」，「肆、建築物平立面圖」，「伍、現況照片」等，

相關內容解說可參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3年度成果

報告『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評估程式增修與應用研

究』[2]（目前新表經各公會舉辦講習會之建議略作修

正）。RC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依據結構系統、

結構細部、結構現況與定量分析共為 15個項次如表 1

所示（反白處為 PSERCB系統自動填入），本表共有

15個項目，根據結構系統、結構細部、結構現況與定

量分析分為四個區塊。其中，與結構系統有關者計有 7

項，與結構細部有關者計有 3項，與結構現況有關者

計有 3項以及定量分析 2項。各項目並依其重要性給

予不同的配分，配分之總和為 100分。各項目根據評

估內容，就可以決定權重，將權重與配分相乘，可得

該項目之評分，15個項目的評分相加得分數總計。

分數若大於 60分，則表示該建築物的耐震能力確

有疑慮，逕自進行補強或拆除；若介於 45分至 60分

之間，則表示該建築物的耐震能力有疑慮，優先進行

詳評；若介於 30分至 45分之間，則表示該建築物的

耐震能力稍有疑慮，宜進行詳評，若低於 30分，則表

示該建築物的耐震能力尚無疑慮。

PSERCB雲端平台介紹
鑒於目前評估結果多以紙本方式呈現，不易保

存，且資料散落各處，無統一單位彙整儲存，倘若這

些資料能夠儲存集結起來，未來能夠進行其他數據分

析及統計，將能使資料的使用效益更大。為達到此目

的，進而開發此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平台 PSERCB，希

冀能將有限的資源達到最大的運用程度。

本評估系統主要依據定性及定量兩大基礎進行耐

震初評，並能將評估結果之耐震能力安全程度以分數

表示。定性部分（圖 1）主要針對結構系統、結構細部

及結構現況三大部分進行評估，使用者僅需在平台上

根據各細項進行勾選，程式將自動偵測是否完全勾選

完畢，並計算定性分數。

定量評估部分（圖 2），使用者僅需將表格填寫

完畢，系統將自動以國內「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

說」，計算一般柱、短柱、RC牆、四邊圍束磚牆、三

邊圍束磚牆及無側邊圍束磚牆之剪力強度，且能夠由

一樓牆量及急遽變化樓層之牆量計算牆量比，進而判

斷此建築物是否屬於軟弱層，若此建築物經程式判斷

為軟弱層，將會對此建築物之韌性容量進行折減。最

後平台自動考量建築物 X、Y兩方向依照建築物工址

表 1   RC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圖 1   定性評估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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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對回歸期 475年及

2500年之  地震進行評估，計算定量評估分數。

PSERCB雲端平台自動將定性及定量評估分數進

行加總，依據最後總分判斷此建築物耐震能力之安全

性，使用者可依據分數高低判斷建築物之耐震能力高

低，篩選出應優先進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與補強或者

直接拆除者，對於有大量建築物需要進行檢驗耐震能

力時，將更 有效益。

初步評估系 統提供工作平台，不僅讓技師與建築

師進行評估時可更加快速，且有助於降低人為錯誤，

評估結果可以直接列表印出，也可透過平台上傳資料

儲存於雲端資料庫上。政府建管單位可透過此平台達

到資料檢視、分析、統計與管理之功能，作為後續大

數據（Big Data）分析之依據，達到災害管理的目的。

PSERCB講習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民國 103年度分別於高雄、

臺中與臺北主辦共三場講習會（圖 5），並且由國立臺

圖 4   輸出報告書

圖 3   評估結果圖 2   定量評估網頁

圖 5   三場講習會時程與地點

圖 6   三場講習會參與人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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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3年8月22日高雄場

民國103年9月5日臺中場

民國103年9月19日臺北場

圖 7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之講習會

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執行，協辦單位包含中華民國

結構工程學會、高雄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高雄

市土木技師公會、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臺中市

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臺 中市土木技師公會、國立中興

大學土木工程系、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台

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等協助 ，於 103年度計畫預算內共

有 423人報名參與如圖 6與圖 7所示。藉由國內具工

程實務與研究應用的專家和學者，介紹建築物耐震能

力初步評估、詳細評估與補強理論，並針對評估程式

之操作與驗證進行說明，藉此回饋使用者經驗。

此次 0206地震造成台南及高雄地區 60餘棟建築

物結構受損，地震後民眾對於住宅大樓的安全極為關

切。內政部表示，因應 0206地震後民眾對於住宅大樓

的安全極為關切，除將儘速研擬「臺灣地區老舊住宅

及建築物全面推動耐震性能評估實施計畫」報院核定

外，對於耐震能力不足且安全疑慮較高的建築物，將

輔導循都市更新等程序，補助民眾辦理建築物整建維

護耐震補強或拆除重建，同時也將持續檢討都市更新

法令並督促地方政府加速辦理都市更新（資料來源：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對象為民國 88年 12月 31日前

設計建造之建築物，住宅類建築物取得使用執照件數

約 56萬件，若全面推動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以舊表與

紙本作業已無法較為快速準確評估出建築物之耐震能

力，勢必須以新表結合現代科技與資料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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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新北市、台北市、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

公會於民國 105年 3月 5日（星期六）舉辦鋼筋混凝土建

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PSERCB）作業系統與操作簡介

講習會（圖 8），上、下午兩 場共 240位結構技師參加。

除此之外，新北市、台北市、台灣省土木技師公

會、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研發處及中華台北國際及亞太

工程師監督委員會於民國 105年 3月 12日（星期六）

舉辦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PSERCB）

作業系統與操作簡介講習會（圖 8），受限會場容量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及省土木中、南、高、嘉義、花

蓮、澎湖等區採用視訊遠距教學，上、下午兩場共 702

位土木技師參加。

結論與建議

新表結合定性與定量分析，並以 PSERCB系統協

助工程師快速評估，可有效篩選類似維冠大樓具有一

樓軟弱層之建築物。茲將結論羅列如下：

 新表依據舊表之定性評估項目略作修正，再以國內

「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與「建築物耐震設計

規範及解說」為理論基礎擬定定量評估流程，與詳細

評估法原則相符，可有效篩選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

物。本初步評估法適用於一般公寓、集合住宅、加強

磚造（透天厝）、辦公室及具弱層建物等之評估。

 PSERCB系統提供完整輸入表格，以專案管理方式

管控評估流程，有效防止從業人員漏填評估項目，

採用網路雲端輸入方式，方便操作，節省作業時

間。對於執行大量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將更有

效益。

 透過平台儲存評估結果，集中管理各區 /單位所進行

之初步評估結果及基本資料，各級政府建管單位可

透過大數據（Big Data）資料處理技術，供為防災相

關政策擬訂或推廣之依據。

目前經由建研所與各公會舉辦之講習會（超過

1,365人次）解說 PSERCB理論與系統操作，與會人員

普遍認同研究成果可應用於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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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技師公會舉辦之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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