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地震頻繁，1999年 921地震、2016年 0206美濃（台南）地震與本次 0206花蓮地震都造成建築
物倒塌並引致人員傷亡，類似災害一再重複發生。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因應國內外地震工程的研究與耐

震技術的發展，曾經多次改版或修正，對於提升新建建築物的耐震能力確有貢獻，但對於為數眾多的既

存老舊危險建築物所具備的平、立面不規則特性：如軟弱底層與偏心扭轉等造成不良耐震能力的影響，

依舊無法有效解決。為防止耐震能力不足的建築物在下次地震中倒塌，造成民眾生命財產的重大傷亡或

損失，建議政府應亡羊補牢，盡速推動私有供公眾使用或 7層樓以上的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之監督機制
，進而採取強制補強或重建配套措施的立法工作。此外「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公布施

行之後，政府部門公布的諸多子法與行政命令無法對症下藥，反而設置重重關卡與障礙，不僅無法加速

危老建築物的重建工作，反而延誤工作進展，違背立法美意。 緣此，本文從本次花蓮地震救災過程中，
針對上述議題，就法制面、實務面以及整體防災體系做一完整清楚的闡述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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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

屬環太平洋地震帶的一部分，地震活動非常頻繁，再

加上居住人口稠密，每當有大地震發生時，往往造成

嚴重的災損。例如：1999年 921地震、2016年 0206

美濃（台南）地震，都有建築大樓因強震而傾斜或倒

塌，導致民眾受困和傷亡等憾事。很不幸地就在 0206

美濃（台南）地震屆滿 2周年，今年（2018年）2月 6

日深夜 11時 50分花蓮近海發生芮氏規模 6.0強震，地

震深度約 10公里，花蓮地區最大震度 7級，這次地震

再度重創花蓮，總計有 4棟大樓傾斜或倒塌，部分道

路隆起、橋梁及建築物受損，死亡人數達 17人，災情

可謂慘重。大樓傾斜或倒塌情形如圖 1至圖 4，其大樓

倒塌位置示意圖如圖 5。

生命安全 建築法規

施義芳／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立法委員

DOI: 10.6653/MoCICHE.201802_45(1).0004

與 的拔河

0206花蓮地震— 之省思

圖 1   雲門翠堤大樓倒塌現場

圖 2   統帥飯店大樓倒塌現場

研思如何改善現有法規與制度，以落實危險、老舊建築物之加速重建或補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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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本次花蓮地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和中央

地質調查所已公布初步資料，一些專家學者也做了不少

探討。發生大地震造成建築大樓倒塌或傾斜，一般有很

多原因，例如：地震規模或震度超過設計規範，地質因

圖 6   雲門翠堤大樓緊急支撐作業

圖 3   吾居吾宿大樓倒塌現場

圖 4   白金雙星大樓倒塌現場 圖 5   花蓮地震大樓倒塌位置示意圖

土木技師全力動員投入救災

回顧本次 0206花蓮震災，在災變發生之初，本人即

以土木技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的身分指示台灣省土木技

師公會張錦峯理事長籌組救災事宜，並動員全國各地的

土木技師以輪班方式投入救災。期間行政院賴院長至雲

門翠堤大樓倒塌現場關心救災進度，並交代土木技師公

會就傾斜建物的緊急支撐作業協助安全評估，務必維護

搜救作業的安全，掌握黃金救援時間全力搶救生還者。

雲門翠堤大樓緊急支撐作業如圖 6。

2月 9日在黃金救援時間告一段落，本人亦率領台

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張錦峯理事長、台南維冠大樓震災的

總指揮鄭明昌理事長，以及多位參與本次救援的土木技

師等人，於雲門翠堤大樓前召開記者會。會中我們除了

圖 7   花蓮震災土木技師公會召開記者會

圖 8   花蓮震災勘災情形

感謝警消、救災團體的投

入之外，再次提醒民眾在

災後可能會有多起規模較

大餘震，因此建議民眾先

自行檢視住家的梁、柱、

牆面是否有新裂縫，如有

疑慮可洽專業技師團體協

助。另外我們也強調災後

建物緊急評估要盡速啟

動，以維護花蓮民眾居家

安全，這些聲明與提醒是

土木技師的社會責任，祈

禱台灣能夠平安度過且順

利處理本次災情，讓傷害

降低到最低程度。記者會

及勘災情形如圖 7及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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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如近斷層或液化），結構系統不佳，施工不良，或是

大樓二次施工未考量原規劃設計等因素。具備其中之一

主因或是幾個原因加在一起就會造成損害。這次嚴重破

壞大樓計有 4棟，統帥飯店、雲門翠堤、吾居吾宿、白

金雙星，其共通點都是約民國 80年興建，而統帥則是

60年，亦即都是採用舊規範，而內政部營建署在 921地

震後修改新規範才加入耐震設計規定。震度大固然是原

因之一，然而災區沿途也有大樓無受損，根据經驗初步

研判，統帥和雲門翠堤導致倒塌或傾斜，推估是一樓弱

層造成（如餐廳和旅館裝修移除隔牆或挑空），亦即結構

系統不佳佔較多因素；另外吾居吾宿加蓋樓層，也和結

構載重增加有關。目前救援告一段落後，正進行拆除大

樓，專業技師會同檢查官同時進行鑽心取樣，調閱原設

計圖說比對及鑑定等工作，待完成後應該會有一更明確

的報告。

危老建築物重建的困境與檢討

台灣在 921震災之後，已強化地震工程研究與耐震

技術研發，並針對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歷經多次改版、

修正，這樣的改變對於新建的建築物耐震能力的確有正

面效益，但是就為數眾多既存、老舊的建築物，尤其是

結構耐震能力不佳的平面、立面不規則建物，諸如軟弱

底層的建築結構，仍無法全面、有效地改善耐震能力不

佳的問題。

去年（2017年）5月 10日所公布施行的「都市危

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由於後續公布的諸多

子法與行政命令無法有效地針對問題提出妥善的解決對

策，更甚而設置多重關卡與阻礙，除延誤政策的推動，

也無法加速危險老舊建築物的重建工作，甚而喪失立

法美意，此謂可惜。其主因在於條例的原意係以保護民

眾免受危險、老舊建築物耐震、結構安全不佳的侵害，

及保障生命財產安全。然從執行面觀察其子法規定，就

危老建築物重建的容積獎勵項目包括：綠建築、智慧建

築設備、住宅性能評估及結構安全評估等項目，其中涉

及到建築物耐震能力有關的項目僅有結構安全評估，而

其所占容積獎勵僅約 6%，其餘獎勵項目多與結構安全

無相關性，因此，可以得知目前的法令想法，是希望重

建內容加上綠能美觀、智慧化等，這些要求都不涉及耐

震、結構安全，卻較屬於都市更新的環節。簡言之，危

險老舊建築物重建策略，不宜與都市更新美化併同思

維，畢竟居住在危險老舊建築物內的民眾不見得有能力

負擔類似於都市更新規模的建設成本。就目前的規定來

看可能無法有效喚起民眾對於加速危老建築物改建的認

知，所以現行的推動細節應再予檢討及改善，才能貼近

於立法原意。

兩年前的 0206地震造成台南市維冠金龍大樓倒塌及

百餘人傷亡的憾事，當時蔡總統曾說「加速重建就是希

望下一次地震來臨時沒有房屋會倒塌」。其實蔡總統已經

看見問題的癥結，但政策單位或因官僚體系或因被動消

極而無法確實掌握民意脈動，更甚是既得利益的阻礙，

造成現在似有虛與委蛇不思改進策略，以及設置重重關

卡等問題，而導致危老建築物重建之路仍屬牛步進行。 

我們冀望內政部速行檢討「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從公佈實施迄今的具體成效，並以民眾

觀點出發，讓重建的營造成本負擔、貸款額度均能在其

可容受的限度內，還有檢視容積獎勵項目的合理性、剔

除與耐震能力無關的項目、更要簡化程序、縮短期程，

如此才能讓危老建築物的重建工作步入正軌及確實保障

國人的居住安全。

私有建物耐震補強經費應有配套

當然我們也呼籲要從震災的傷痛經驗中，針對既存

的老問題別用鴕鳥心態應付，而是繼續勇敢的往前走，

面對問題、處理問題。諸如在 921地震之前興建的建築

物，在當時由於耐震設計的規範以及鋼筋施工的細節不

及現今的標準與要求，此外對於建築結構設計的審查也

不如現今的嚴格，更甚是基於營業需求而恣意變動隔間

或是結構系統等，都應儘速地進行檢討。這其中又以提

供公眾使用的私有建築物要屬最為急迫，原因在於這類

的建築物或有挑高結構、柱跨距大、結構平面不規則、

結構立面不規則等不利於耐震抵抗的結構配置。因此，

在未來的執行上，應由此部分除了進行快篩作業外，也

要正視結構補強或改善的程序。

當私有建築物經耐震詳評建議須進行補強工作時，

由於補強工程費勢必面臨建築物所有權人的分擔問題，

諸如具有結構弱層的建物，其補強工作可能僅於低樓層

範圍，對於高樓層的結構可能無須辦理補強，進而引致

補強費用應由全體所有權人分攤或是僅補強樓層所有權

人分攤的爭執。因此，我們建議就此類議題的處理對策

上可考量房屋稅減徵、補強經費挹注、低利貸款等方向

進行，以減少甚至杜絕因費用分攤爭議而延宕耐震補強

進展，更甚是危及居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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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完整的防災政策及標準救災作業程
序（SOP）

台灣要面對地震，也要學習與地震相處，不要屢因

地震而有國人生命財產的損失與哀痛。政府機關除了震災

檢討，後續應有更積極作為，建置完整的防災政策。所謂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參考日本的防災政策，包

含防災公園的設置上預留災民收容的綠地、直升機停機坪

等空間，並建立防災教育館針對震災進行教育宣導、震災

場景的警示及震後災民生活物資的儲存、環境的規劃等，

從日常生活中強化防災觀念。另一方面，國人則要建立居

住安全最為優先的認知，新成屋別只關注衛浴、廚具的品

牌，既存的老舊建築要注意耐震評估與補強，從多方面著

手與思考，才不會再次遭遇震災的生死離別。

台灣已經歷多次地震，特別在經過 0206美濃（台

南）地震，政府對於救援工作及動員能力漸漸累積不少

經驗，本人在花蓮災區看到救災人員秉持著無畏無懼的

精神、不眠不休的救援，深感佩服。然不可諱言許多方

面都還有可以改善的空間。事實上花蓮發生地震災害、

遭逢巨變第一時間，現場是相當混亂的，加上大雨寒

冷、餘震不斷、人心惶惶等，更是雪上加霜。然而黃金

救援時間非常急迫、分秒必爭、刻不容緩。所以中央和

地方在指揮系統的權責劃分，救援人員的任務分配，後

勤支援、維生系統（自來水、電）的整體規劃，甚至志

工及媒體的管理機制等，都需要有一套標準救災作業程

序（SOP），以避免慌亂、浪費資源，並有效掌握時程。

有鑒於此，本人認為中央相關部門（如工程會、內政

部消防署、行政院災害防救中心等）和地方縣市政府，應

建置一救災平台，集合警消、搜救隊、醫療院所、專業技

師公會、NGO社團等單位之力量，在平日即藉著不斷演

練，以備災害突發來臨之不時之需。無論發生何種災害，

都應該要以：(1)保護生命優先；(2)確保國家及社會重要

功能不受破壞；(3)財產及公共設施損失降至最低；(4)迅

速復原重建，朝向構建兼具「韌性」和「柔軟」功能，以

國土安全、地區安心、社會經濟為目標。

結論

本人身為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和立法委員，有職責也有必要重申蔡總統的遠見高瞻及

重要政策：「加速重建就是希望下一次地震來臨時，沒有

房屋會倒塌」。本人亦會督促內政部能確實檢討「都市危

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公布實施迄今的具體成

效和執行進度。並以民眾觀點出發，思考如何使其負擔

最少的營造成本與貸款、獲得合理的容積獎勵、免除與

耐震能力無關的審查項目、簡化行政程序、縮短申請日

程等提出改善配套方案。 

  近 20年來台灣遭受多次致災性地震，每在付出民

眾生命重大傷亡的代價後，方引起曇花一現的討論，而

真正的作為被檢驗的卻不多。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這是

古訓也是最好的良方。面對地震天災無可避免的宿命，

身在台灣島上的我們要為重建家園攜手合作，政府部門

務必改變思維，民間形成居住安全優先的共識，這樣才

能事半功倍，早日完成危老建築物重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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