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中│華│技│術│

專
題
報
導

TECHNICAL REPORTS

106 │No.120│October, 2018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空間地理資訊部／副理／劉新達(Liu, Hsin-Da)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防災工程技術整備中心／正工程師／張廷犖(Chang, Tyng-Lo)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學院院長／宋裕祺(Sung, Yu-Chi)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部／總工程師／林曜滄(Lin, Yew-Tsang) 4

以地理空間資訊
技術開發橋梁災
害管理平台
關鍵詞(Key Words)： 地理空間資訊技術(GIS Technology)、易損性曲線(Fragility Curve)、

快篩分析(Quick-screening analysis)



3
專
題
報
導

摘  要

Abstract

No.120│October, 2018│ 107

　　台灣位處歐亞大陸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屬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繁，交通設施面臨強烈
地震侵襲的威脅。數十年來的國內外地震災害，均顯示震災對社會造成的衝擊與經濟損失，是相當嚴重
而深遠，遠超過其他天然災害。此外，全球性極端氣候帶來暴雨，引發洪水、土石流、山崩之複合型連
鎖式天然災害，加上強烈地震侵襲，威脅人民生命財產與橋梁安全，間接影響國家競爭力。

　　災害總在遺忘的時候來臨，有鑑於此，台灣世曦以『認知風險、嚴陣以待（Know the risk, be 
prepared）』順應自然的防災思維，成立「防災工程技術整備中心」(簡稱防災中心)。橋梁平時是維生基
礎設施與經濟命脈，災時是防救災道路系統之重要一環，因此，應用GIS技術開發「公路橋梁災害管理平
台」。此一災害管理平台中已蒐集橋梁基本資料庫、防災資源資料庫、自然環境資料庫、社經環境資料
庫、地形資料庫、航照影像資料庫等資訊，可用以快速利用關鍵字、橋梁結構、跨度、竣工年份等條件
檢索橋梁資訊，以輔助支援決策。另建置橋梁快篩功能，主要是利用橋梁之易損性曲線、危害度曲線，
及其重要度，進行快篩作業，可以在既有之橋梁管理系統之基本資料，運用GIS技術，計算出其重要度權
重，再進行快篩作業，可將隸屬橋梁管理單位龐大數量之橋梁，篩選出危險及老舊橋梁，並進行分級管
理，提供各橋管單位做為橋梁管理聚焦及進行下一階段優先詳細評估與加固補強之參考，當危險及老舊
橋梁經過加固補強後，可提升其抗災能力，降低災害損失，以保障人民行的安全，營造永續發展的生活
環境。

摘  要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Highway Bridge Disaster Management 
Platform with GIS Technology

Taiwan is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the Eurasia plate and the Philippine Sea plate. It belongs to the Pacific Rim 
earthquake zone and has frequent earthquakes. The traffic facilities are threatened by strong earthquakes. 
Earthquake disasters at Taiwan and abroad for decades have shown that the impact of earthquake disasters on 
society and economic losses is quite serious and far-reaching, far exceeding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In addition, 
the global extreme climate brings heavy rain, a complex chain of natural disasters that cause floods, mud flow, 
and landslides. Moreover, strong earthquakes threaten people's lives, property, and bridges, and indirectly affect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disasters are always forgotten, CECI has established the "Center for Integration and 
Preparation of Disaster Mitig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ferred to as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Center) with 
the "Know the risk, be prepared" to comply with the na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 thinking. Bridges are not only the 
life-saving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lifeline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disaster prevention road systems. 
Therefore, GIS technology is used to develop the “Highway Bridge Disaster Management Platform”. This disaster 
management platform has collected information such as basic bridge database, disaster prevention resource 
database, natural environment database, social economic database, terrain database, and aerial image database, 
which keywords can be used to search for bridge information by conditions such as span, completion year, etc. to 
assist decision support. In addition, the bridge quick-screening function is mainly used of the bridge's fragility curve 
and hazard curve, and its importance, to carry out quick-screening oper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weight can b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basic data of the existing bridge management system using GIS technology, and then the 
quick-screening operation can be used for the bridge management unit to select dangerous and old bridges under 
the huge number of bridges, and carry out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providing the reference of priority focusing 
and the next stage detailed assessment and reinforcement for each bridge management unit. When the dangerous 
and old bridges are retrofitted and strengthened, they can improve their resilience and reduce disaster losse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eople and create a sustainable liv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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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居於歐亞大陸板

塊與菲律賓海洋板塊的交界處，地震發生頻繁，

近二十年規模M6以上的地震如1999年921集集大

地震(M7.3)及嘉義地震(M6.4)、2002年331大地

震(M6.8)、2006年恆春地震(M7.0)、2009年南投

地震(M6.2)及花蓮地震(M6.9)、2010年高雄地震

(M6.4)、2013年南投地震(M6.5)、2015年花蓮地

震(M6.4)、2016年高雄美濃地震(M6.6)、2018年

花蓮地震(M6.26)等災害；另因位於北回歸線附近

的地理位置及特殊的地形，每年5~11月易遭受到

颱風侵襲，如1996年賀伯、2001年桃芝及納莉、

2004年敏督利、2008年辛樂克、2009年莫拉

克、2010年梅姬、2012年蘇拉、2013年蘇力、

2015年杜鵑、2016年尼伯特及莫蘭蒂等，所引發

的坡地崩塌、水害、土石流災害造成許多人員的

傷亡、民間與國家財務的嚴重損失。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

下簡稱IPCC）於2014年3月31日發布之《氣候變

遷 2014：衝擊、調適和脆弱度》報告指出：氣

候變遷的風險來自於脆弱度〈缺乏準備）和暴露

度（處於危險狀態的人或資產）與各種危害（觸

發氣候事件或趨勢）疊加在一起。在為降低風

險，而採取明智行動時，這三個要素都需要納入

考慮。氣候變遷災害風險影響要因有危害度、暴

露度、脆弱度三項，此三項交互影響經評估台灣

為全球災害風險最高的國家(如圖1所示)。

政府為因應防災、減災工作的重要性，於

2001年7月頒布施行「災害防救法」，並於2003

年7月正式成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本

公司基於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及回饋國家社會

的服務初衷，以『認知風險、嚴陣以待（Know 

the risk, be prepared）』順應自然的防災思維，於

2017年4月21日(1935年4月21日新竹台中烈震後

82周年)正式成立「防災工程技術整備中心」，其

成立宗旨為：(1)於平時，針對災害類型之成因進

行研析，並研究防災與減災工程技術外，並進行

防災教育訓練與救災演練；(2)於災害發生緊急應

變期間，協助機關參與勘災，並提供救災技術支

援，以及作為災害應變作業支援之窗口；(3)於災

害復原重建期間，提供緊急復舊及永久重建相關

工程技術支援等。希望在工程防災方面能為國家

社會盡一份心力，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圖1 氣候變遷災害風險影響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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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耐震補強作業，期能於未來地震發生時，降

低橋梁因耐震能力不足而損毀，導致交通運輸

中斷，社會經濟衝擊之機率，且災後如能保持

道路橋梁之功能，將能大幅減少地震後所導致

之生命、財產損失，同時亦能加速災後工商業

社經活動之恢復腳步。工程設施之防災，範圍

甚廣，第一階段先聚焦在橋梁設施，作為標的。

災害管理包括四個階段，包括減災、整

備、應變、復建，為了將有限人力資源，投入

系統開發工作，先鎖定減災階段之快篩分析，

以篩選出危險及老舊橋梁，進行分級管理，讓

有限資源發揮最大功效。經調查資料顯示，各

橋梁管理單位均管轄龐大數量之橋梁，要在有

限人力經費進行檢查維護工作，相當困難，即

使如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也同樣面臨相同之困

境。今年(2018)8月14日義大利莫蘭迪橋在暴風

雨中瞬間倒塌，造成43人死亡，14人受傷之慘

劇，震驚全世界，國人亦更加體認橋梁安全之

重要性。本系統採二階段篩選，提供各橋管單

位做為橋梁管理聚焦及進行下一階段優先詳細

評估與加固補強之參考，橋梁災害管理減災流

程如圖2所示。

貳、公路橋梁災害管理系統

橋梁可以跨越河川、山谷、港口與道路，

克服地形阻隔障礙，是交通路網之關鍵環節，

更是災害發生時最重要之維生線。臺灣本島因

地狹人稠，綿密之交通路網遂成為島內區域聯

繫及經濟發展之磐石。此外，臺灣本島河川密

布，常須藉由橋梁來串連二岸路網，因此橋梁

功能的維持更是確保交通運轉及經濟活動之主

要關鍵。

臺灣在1999年9月21日發生芮氏規模7.3之

集集大地震，除造成生命財產重大損失外，更

造成多處橋梁損毀、道路中斷，部分地區的搶

救災工作更因此受到嚴重的影響，使得災情持

續擴大，其所產生後續之損失更倍數於地震發

生瞬間產生的災損。另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

雖然災情相當嚴重，災損成因主要是因地震引

發大海嘯及核災造成，直接由地震所造成的災

害則較為輕微，尤其耐震補強後之橋梁更未見

有明顯受損情形，顯見耐震補強的有效性與必

要性。因此，吾人應思考如何汲取災害經驗及

教訓，及早針對耐震能力不足之橋梁進行有效

圖2 橋梁災害管理減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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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橋梁震損評估快篩機制

橋梁震損評估快篩機制主要包含一套橋梁

震害風險評估的演算方法，此方法主要由「易

損性曲線」、「危害度曲線」及「橋梁重要

度」組成，其演算過程需依賴橋梁基本資料與

耐震詳評之評估資料，但由於大部份橋梁均未

進行過耐震詳評分析，無法取得結構達降伏時

之地表加速度 與達極限時之崩塌地表加速度

之資料，做為建立易損性曲線之基礎，所以

本研究將使用橋梁基本資料與「公路橋梁耐震

能力評估及補強工程可行性研究」[1]之研究成

果，做為未經耐震詳評橋梁 與 之假定，以

讓橋梁震害風險評估演算得以執行，其各分項

說明如下：

一、易損性曲線

結 構 物 震 損 評 估 經 常 使 用 易 損 性 曲 線

(Fragility Curve)作為依據，而易損性曲線係指各

類結構物在不同最大地表加速度或頻譜位移或

最大位移反應下，所產生不同損壞狀況的機率

值，本研究在橋梁震損評估方面使用最大地表

加速度(PGA)作為結構物損壞曲線之地動參數。

結構物耐震能力通常係以整體結構在各

耐震性能等級下所能承受的地表加速度表示

之。該地表加速度可由側推分析所得之容量震

譜，依據工址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等規定配

合容量震譜法以及改良式耐震能力評估方法求

得，本文參考文獻[2,3,4,5]，將結構物之耐震

能力以圖3所示之PGA與結構譜位移(Spectral 

Displacement)之雙線性關係表示之。

橋梁震損評估參考現行耐震設計規範及台

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6]之建議，採用以下

四種結構性能等級作為地震損壞評估之依據：

1.  結構性能一 ：當結構物之位移達到

降伏位移時。

2.  結構性能二 ：當結構物之位移達到

韌性容量之1/3時。

3.  結構性能三 ：當結構物之位移達到

韌性容量之2/3時。

4.  結構性能四 ：當結構物之位移達到

韌性容量時。

依據此四種結構性能之定義，結構之損壞

狀態可訂為五階段(參考式1)，分別為無損壞機

率 、輕微損壞機率 、中度損壞機率

、嚴重損壞機率 與幾近崩塌機率

，如圖4所示。其對應之發生機率

可表示為：

圖3 結構物之耐震能力

圖4 結構物易損性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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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 為對應有效最大地表加

速度 之回歸期； 為橋梁設計年

限。

三、重要度權重

橋梁重要度是一個權重之係數，

不同橋管單位可以依據資源調配的策

略，設計不同橋梁重要度之計算方

式，一般橋梁重要度是依交通流量、

區域環境、搶救災影響、是否為唯一

聯外道路及距離大型醫院或防救災指揮中心等

因子決定橋梁重要度權重。

橋梁是否要進行耐震補強，主要取決於

補強效益，橋梁地震災害風險成本取決於震損

風險及脆弱度等兩大因子，而脆弱度又與橋梁

規模、交通流量、區域環境、搶救災影響、二

次災害及地震危害度等多項因素息息相關。具

體量化脆弱度實務上並不容易，亦費時費力。

因此，本系統擬採用「權重式重要度簡易決定

法」，以利大量橋梁進行重要度篩選分級，提

供後續進行詳細評估之依據。其權重計算如式4

所示。

 (4)

其中， ：總權重，其它各符號之意義參

考表1所示。

(1)

以30年回歸期對應之設計地震地表加速度

、475年回歸期對應之設計地震地表

加速度 及2500年回歸期對應之設計地震地

表加速度 進行曲線擬和(Curve Fitting)(參

考公式2)，建立符合該行政區之地震危害度曲線

(如圖5)，其計算方式為將該地區之

及 與其對應之回歸期分別代入式2，求解

及 。

 (2)

式中， 為有效最大地表加速度， 為震

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為對應有

效最大地表加速度 之回歸期， 及 為待定係

數。待求解 及 後，即可代入地震之 求解

其回歸期 ，再將 代入式3計算該 之年超

越機率。

圖5 地震危害度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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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考量最新規範要求之年平均地震損

失的部份亦參考相同公式計算之，但其

與 之假定，則考量該型式橋梁在最新設

計規範所要求之設計係數。參考圖6，考量

PGA與結構譜位移之雙線性關係，並分別以

與

之線性關係代入，反推求解 ，由此

求得 與 。並以此A_y與A_c建立易損性曲

線後，進一步求得各種損壞程度發生之機率為

。

權重與比例調整係數的部份為橋梁重要性

權重乘 ，所乘之係數為放大比例調整係數，

可依分級之需要予以調整。

四、橋梁震災損失評估

結合前述「易損性曲線」、「危害度曲

線」及「橋梁重要度」之估算，再以式5估算震

害損失率(Seismic Loss Ratio)：

(5)

式5其組成可以區分成三個部份：橋梁年平

均地震損失(分子的部份)、橋梁考量最新規範要

求之年平均地震損失(分母的部份)及權重與比例

調整係數。

橋梁年平均地震損失的計算方式，若橋梁

有耐震詳評之 與 資料則採用此資料建立易

損性曲線；反之則使用回歸統計公式，估算

與 後，代入並建立易損性曲線。由於橋梁基

本資料缺少橋梁建構之成本資料，所以在

之估算，僅考量單位成本下，不同損壞程度維

修之成本比例代替分別為0%, 2%, 10%, 70%, 

100%。

表1 橋梁重要度權重

橋梁權重因子 值 說明

W
LN

(總車道數因子)

1 橋梁車道數: 2以內

1.5 橋梁車道數: 3~4

2 橋梁車道數: 5以上

β(道路重要網補正因子)
1 重要道路(國道、省道)

2 一般道路

W
R
(區域屬性因子)

1 郊區(都市計畫區之外)

1.5 縣轄市鎮

2 直轄都會區

W
l
(防災路網因子)

0 橋梁位於防災路網外

6 橋梁位於防災路網上

W
HC

(醫院區位因子)
0 橋梁周邊2公里內無大型醫院

3 橋梁周邊2公里內有大型醫院

W
CR

(跨越性因子)
0 橋梁未跨越河川、國道、省道、鐵路及道路車道數為4以上

3 橋梁跨越河川、國道、省道、鐵路及道路車道數為4以上

圖6 新規範要求之橋梁耐震能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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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5所求得之結果可做為排序或分級之應

用，本研究目前採用1.5/18為放大比例調整係

數，並參考表2之級距做為分級之依據，各級管

圖7 橋梁快篩分析百分比統計

表2 震害損失率級距分級參考值

分級 判定值 建議

A 1.5 以上 應立即處理

B 1.2 ~ 1.5 應處理

C 0.8 ~ 1.2 宜處理

D 0.5 ~ 0.8 可緩處理

E 0.5 以下 可暫不處理

理單位可以依單位之成本考量，調整級距定義

之方式。

五、案例分析

現以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

府與宜蘭縣政府等四個橋管單位之轄管橋梁進

行案例分析，用以評量橋梁震損評估模組發展

之成果，各橋管單位快篩分析成果彙整如表3及

圖7所示。

表 3 橋管單位橋梁快篩分析統計成果

橋梁管理單位 橋梁數量
一階快篩 二階快篩

重要度指數<6 A B C D E

台北市政府 324 179 11 8 12 9 139

新北市政府 1404 807 34 59 56 52 606

桃園市政府 1066 357 11 18 23 27 278

宜蘭縣政府 643 93 9 7 0 1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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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庫軟體：採用Mic roso f t  SQL 

Server作為系統資料庫軟體，其具備

安全與穩定性高之優勢外，更有易於

操作、查詢語法便捷，相容性高等優

點，所設計之資料庫格式可被多種開

發平台所使用，可提供最迅速、安全

的資訊服務。

二、系統版型規劃

考量使用者在操作系統之直覺性，將視

窗畫分為四大區，以「地圖操作區」為基礎，

另依系統功能屬性將功能畫分為「主選單功能

列」、「資訊區」、「地圖功具區」等，如圖9

所示。另考量使用者常需要在地圖與功能視窗

之間相互切換或互相查詢，故功能區均以「可

收合」之理念進行設計，可隨時切換，以兼顧

「地圖畫面最大化」及「功能操作方便性」。

肆、系統功能開發與建置

一、系統環境架構

系統環境採用虛擬主機（VM）方式提供AP

及GIS、DB Server，對於管理、資料備份及資源

運用等，提供相當大的彈性及優勢，系統環境

架構如圖8所示。

(一)  網際網路地理資訊軟體：採用ESRI 

ArcGIS Server 10.5地圖服務平台，

支 援 影 像 、 圖 磚 、 向 量 的 地 理 資

料庫，提供GIS圖台服務發佈，如

Map Services、Feature Services、OGC 

WMS、OGC WFS等；另透過應用程式

API與AJAX或HTML技術進行整合開

發，可提供網頁GIS分析及展示服務。

圖8 系統環境架構圖



3
專
題
報
導

No.120│October, 2018│ 115

(一) 資料庫建置

 以下針對各資料庫內容之建置方式、資料

來源及建置成果進行說明：

1.  橋梁資料：由各橋管單位提供管轄橋梁

資料，整併為GIS格式，橋梁資料包含使

用情況、建造年月、維護年月、所屬機

關、橋梁結構、位置等各細項記錄於屬

性欄位中。相關資料如下圖11及圖12。

橋梁資料庫中，以橋管單位分類，總筆

圖9 系統版型規劃及功能區說明圖

圖10 資料庫架構

三、空間資料庫蒐集及建置成果

依據四大類別整理所需資料，四大類別

包括:橋梁資料、防災資源、自然資源、社經

資源，整體架構如圖10。系統呈現以橋梁為主

軸，防災、自然、社經資源作為參考圖資，在平

台上呈現為各別圖層，便於使用者套疊參照。同

時整理本公司結案資料庫中橋梁案件編號，以提

供橋梁防災平台串聯查詢公司內部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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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橋梁建造年份展示圖

圖12 橋梁結構展示圖

圖13活動斷層圖資展示圖

圖14 台北市防災路網展示圖

數現有8011筆，俟完成台中市橋管資料

建置後，將再加入2000多筆。

2.  防災資源：蒐集各縣市防災路網、大型

醫院位置，如圖13及圖14。

3.  自然資源：蒐集全台活動斷層、地質敏

感區、河川面域資料。

4.  社經資源：蒐集各縣市之都市計畫區

範圍。

5.  橋梁設計資料資料：整合本公司結案資

料庫，針對本公司曾參與專案之橋梁，

可在本平台上連結至公司內部結案資料

庫進行查詢，如圖15所示。

6.  底圖資料：介接通用版電子地圖、正射影

像、OpenStreetMap、地質圖、國土利用調

查成果、福衛二號影像等Ope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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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權重因子(區域屬性)

圖17 權重因子(醫院區位)

圖15 台北市防災路網展示圖

(二) 橋梁重要度計算

訂定橋梁權重因子公式：在防災系統

中與橋梁重要度相關的因素有: 路網、所在

區位、醫院距離，將上述因子納入橋梁重

要度計算公式之中。橋梁重要度權重以公

式4計算之，式中WR為區域屬性，以都市

計畫區範圍進行空間分析進行權值計算，

計算成果如圖16所示；WH
C
為醫院區位因

子，橋梁周邊2公里內有大型醫院，WH
C
= 

3，以醫院點位進行環域分析進行權值計

算，計算成果如圖17所示。本系統依權重

因子公式計算出各橋梁的總權重值，作為

系統篩選條件及快篩評估依據。

四、系統功能規劃及開發成果

公路橋梁防災管理系統之功能架構圖，如

圖18所示，包含四大模組，分別為地圖操作、

橋梁查詢、圖層套疊及分析屬性查詢等。以下

說明各項功能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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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顯示於地圖上，如圖19所示。

2.  快篩分析：以管理機關、結構型式、竣工

年份、最大跨度、總權重為篩選條件。

3.  篩選等級查詢：以管理機關和震害篩選

等級為篩選條件。

(三) 圖層套疊模組

1.  背景圖資切換：使用者可利用本功能切

換背景圖資，如圖20所示，含電子地

圖、正射影像、衛星影像、土地利用

圖、地質圖，可調整透明度。圖資套疊

如圖20右所示，各圖層可獨立開關、調

整透明度、調整順序、調整圖例、移除

圖層。圖資主題分下列幾項：

2.  地質圖資套疊：包含鑽孔點位、多種主題

地質敏感區、全台活動斷層、土層網格。

(一) 地圖操作模組

1.  縮放拖移視景：利用游標與滾輪來移動

地圖畫面及調整比例尺;'，以顯示不同細

緻程度之畫面。

2.  繪圖工具：可於圖面上加入點、線、面

等圖示及文字註記。

3.  測量工具：可於圖面上繪製線段或範

圍，量測實際距離或面積。

4.  列印工具：將目前地圖範圍以設定之比

例尺及紙張大小匯出PDF或PNG格式之

檔案。

(二) 橋梁查詢模組

1.  橋梁查詢：利用關鍵字、縣市、結構型

式、竣工年份等參數，篩選符合條件之

圖18 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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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橋梁資料套疊：將橋梁以跨水橋、建造

年、結構、中央管河川橋梁、重要度因

子、結案資料等主題分成多個橋梁圖層。

(四) 屬性查詢模組

當點選橋梁點位，將展開下方屬性

欄，共有四個頁籤可供切換。

3.  正射影像套疊：正射影像圖層為臺北市

地區自民國34年至106年之多時期航測

正射影像。

4.  防災資源套疊：含臺北市防災路網、醫

院2公里環域範圍等。

5.  管線資料套疊：含桃園電力、自來水、

雨汙水等管線資料。

圖19 橋梁查詢功能展示圖

圖20 底圖切換與圖層套疊功能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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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臺灣地區地震與颱風等天災頻傳，近年來

發生頻率與強度更有加重的趨勢，對於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及相關產業發展，造成極大之傷害

與影響，亦對企業經營競爭力及台灣的經濟產

業造成衝擊，不利國家競爭力之提升。所以，

必須嚴肅面對此一衝擊與挑戰，亟需將防災戰

略思維「大震不倒、中震可修、小震不壞」的

觀念延伸，再進一步追求降低經濟損失之「震

後功能性之維持」，最終以追求災後快速的應

變與「強化國家震後恢復力」，俾達成建立永

續的家園為目標。

未來我們面對的是複合型連鎖式天然災

害，災害類型更多樣難逆料，防救災環境條件

愈來愈嚴苛，須要更多民間組織投入技術開

發，強化防救災技術能力。本公司多年來在災

1.  橋梁基礎資料：於地圖上點選橋梁點

位，可查詢橋梁基礎資料，包含名稱、

管理機關、里程、年份、設計標準與參

數及多種結構型式與結構尺寸等，如圖

21所示。

2.  橋梁篩選：含重要度統計、震害篩選等

級統計、重要度分析及快篩分析，如圖

22所示。

3.  地質資料：可查詢距橋梁最近的地質鑽

孔資料，及查詢橋梁是否位在各種主題

之地質敏感區，如圖23所示。

4.  街景：使用Google服務，查看橋梁之街

景，可任意移動，瞭解實地狀況，如圖

24所示。

圖22 橋梁篩選頁籤功能展示圖

圖21 橋梁基礎資料頁籤功能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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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救相關之工程規劃設計、檢測、災損評

估、補強技術、監測、預警技術研發等方面蓄

積了豐富的經驗，乃期許以災防技術應用之落

實行動，協助政府與民間建置全生命週期之防

救災體系，將災害衝擊降至最低，進而提升國

家整體之抗災能量。民眾防災意識要覺醒，先

要自救，才有他救。因此，台灣世曦率先成立

民間企業防災組織與投入防災技術開發，利用

既有之專精技術與人力資源，投入橋梁防災技

術開發，回饋社會，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希望

作到人人作防災、達成家固而國強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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