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工程永續與土木防災研討會暨 

「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置計劃」推動分享工作坊 

舉辦日期：2019 年 6 月 14 日(五) 

舉辦地點：義守大學行政大樓 10F                             2019.06.11 更新 

時間 議程 演講人 主持人 

08:30~ 

09:00 
報到 

09:00~ 

09:20 

開幕式 

校長致詞 

貴賓致詞 

陳振遠 博士 

義守大學 

校長 

林國良主任 

09:30~ 

10:00 

專題演講 I 

韌性臺灣 永續發展 

賴建信博士 

經濟部水利署 

署長 

林國良主任 

10:10~ 

10:40 

專題演講 II 

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置 

卡艾瑋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系教授 

林國良主任 

10:40~ 

11:00 
茶敘 

11:00~ 

12:20 

「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置計劃」推動分享工作坊 

A1 場次 

結構大地 I 

B1 場次 

環境永續 I 

C1 場次 

材料工程 I 

D1 場次 

營建交通 I 

E1 場次 

防災重建 I 

F1 場次 

綜合工程 I 

12:20~ 

13:30 
午餐 

13:30~ 

14:50 

A2 場次 

結構大地 II 

B2 場次 

環境永續 II 

C2 場次 

材料工程 II 

D2 場次 

營建交通 II 

E2 場次 

防災重建 II 

F2 場次 

綜合工程 II 

14:50~ 

15:10 
茶敘 

15:10~

16:30 

A3 場次 

結構大地 III 

D3 場次 

營建交通 III 

D4 場次 

營建交通 IV 

D5 場次 

營建交通 V 
預備場次 

F3 場次 

綜合工程 III 

16:30~

17:00 
頒獎及閉幕 

  



分組論文口頭簡報與討論： 

 本研討會因論文較多，每篇論文口頭簡報時間以 8~10分鐘為原則。 

 詳細簡報程序由各場次主持人依現場情形決定。                

 

A、結構大地分組研討 

A1 場次：結構大地 I   (11:00~12:20) 

主持人：黃立政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A1-1 陳國樑、蕭達鴻 
以 TORSA 及 PLAXIS 程式模擬支撐擋土開挖-以國

家運動訓練中心宿舍新建工程為例 

A1-2 
張簡嘉賞、鄭伃芳、 

汪沛玄 
增補摩擦阻尼器應用於隔震系統之分析 

A1-3 
張簡嘉賞、鄭伃芳、 

汪沛玄 
多項式錐形摩擦單擺支承隔震系統研發 

A1-4 陳正彥、洪瀚鍏 
土壤液化潛能分析對淺基礎建物之影響-以高雄市苓

雅區為例 

A1-5 黃立政、呂堃豪、蕭至桀 應用壓電片於簡支梁變位健康檢測之初步探討 

A1-6 
王和源、林志忠、林冠婷、

王昱文 
熱浸鍍鋅鋼筋使用於卜作嵐混凝土結構之探討 

A1-7 
王和源、曾學雄、高明進、

高典群 
新型鋼筋探測儀對鋼筋混凝土非破壞檢測之探討 

A2 場次：結構大地 II   (13:30~14:50) 

主持人：鄭錦銅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A2-1 蕭達鴻、鄭筑云 以地理資訊系統分析高雄愛河流域液化潛勢區 

A2-2 蕭達鴻、石旻諺 雲林地區薄管取樣土壤液化試驗結果比較與說明 

A2-3 鄭錦銅、張詠欽、張惠雲 低降伏鋼板與混凝土複合剪力牆耐震性能研究 

A2-4 
許宗傑、陳冠雄、詹馨萍、

陳裕中 
建立金門海印寺之易損曲線 

A2-5 
陳冠雄、許宗傑、莊昀霖、

蔡怡豪、莊棨揚 
將軍第古厝之易損性探討 

A2-6 陳星宇、顧久仁 向量式有限元法分析斜拉橋的車橋耦合響應 



A2-7 
陳冠雄、許宗傑、吳薇薇、

許秀鴻、趙秀雯 
古蹟結構木梁抽離之易損性分析 

A2-8 
許宗傑、陳冠雄、黃聖裕、

陳正勳、董育全 
建立古蹟磚牆之易損曲線 

A3 場次：結構大地 III   (15:10~16:30) 

主持人：陳振華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A3-1 
陳麗伃、葉慶宇、賴啟銘、

張惠雲 

鋼樑柱接頭受震變形需求與高強度螺栓預力損失相

關性研究-接合細節與載重歷時之影響 

A3-2 
馬正明、陳建宏、朱冠諺、

楊順斌 
相鄰淺基礎交互作用對極限承載力的影響 

A3-3 蔡易青、陳振華、張惠雲 
鋼纜索力之長期監測與預警值建立-以高屏溪斜張橋

為例 

A3-4 鐘宏武、陳冠宇、陳振華 公路隧道長期變形監測 

A3-5 荊國彰、謝嘉聲 
應用雷達差分干涉技術監測龍船斷層西南端地表變

形之研究 

A3-6 
陳棟燦、王和源、張永興、

陳愇嘉 
添加再生材料對輕質骨材混凝土工程性質之影響 

A3-7 鄭楚妤、鍾亭慧、古志生 剪力波速與貫入阻抗相關性之初步探討 

 

  



B、環境永續分組研討 

B1 場次：環境永續 I   (11:00~12:20) 

主持人：蘇東青副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B1-1 
莊見財、 陳躍升、 杜永昌、 

林賢宗、翁健二、 楊烈 

應用無人機之自動採樣與 AI 人工智慧系統進行河川

監測管理 

B1-2 吳謙、甯蜀光 考量健康、生態及資源衝擊下之台灣電力結構分析 

B1-3 朱政奇、蘇東青 深度學習技術輔助汙水管線缺失類別判釋 

B1-4 胡琮淵、王和源 
鋪面磚於不同養護環境下力學性質與白華現象之研

究 

B1-5 古志生、鄭伯緯、陳丁豪 單一場址 CPT 土壤分類探討 

B1-6 
陳柏存、孫德和、王和源、

周賢智、陳祿璿 
爐石鹼膠凝玻璃材料對硬固性質之影響 

B2 場次：環境永續 II   (13:30~14:50) 

主持人：蔡仁卓副教授、詹明勇副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B2-1 黃奇明、王裕民 
既有建物之綠建築指標改善策略研究-以臺東市區辦

公廳舍為例 

B2-2 邱濬霆、連興隆 以生命週期碳足跡探討沼氣發電碳排放之研究 

B2-3 
蘇歆雅、高禎嬰、林鐵雄、

陳俞蓁、蔡文心 

喬木歧異度指數之計算與應用—以義守大學校園為

例 

B2-4 林宗曾、吳怡葶、邵貞瑜   鹼活化脫硫渣產製發泡砂漿板之性能 

B2-5 林宗曾、林韋志 水泥砂漿添加轉爐石之基本特性 

B2-6 詹明勇、蘇峻立 滯洪型落水頭的研究 

B2-7 
康昭升、朱智瑋、黃柏淵、

林鐵雄 
綠建築評估手冊植栽固碳量之修正探討 

 

  



C、材料工程分組研討 

C1 場次：材料工程 I   (11:00~12:20) 

主持人：黃隆昇副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C1-1 
羅煥琳、劉霈、劉毅宏、

林詠琳 

不同水質對轉爐石瀝青混凝土抗剝脫能力影響之研

究 

C1-2 
張榮南、王和源、江漢源、

蔣秉洋 
再生材料對溫泉環境混凝土工程性質影響之研究 

C1-3 
王和源、林志忠、彭雅祺、

陳昱文 

應用田口法於廢玻璃資源化鹼膠凝砂漿工程性質之

研究 

C1-4 黃隆昇、曾正吉 以鋪面品質檢測儀評估道路底層改良密度 

C1-5 徐郁雯、蘇育民 
探討添加不同比例再生瀝青材料於常重水泥混凝土

抗壓與熱膨脹之研究 

C1-6 謝易達、王和源 
不鏽鋼還原碴取代水泥混凝土之工程性質與耐久性

質之研究 

C1-7 
林志忠、張榮南、陳文輝、

王和源 
轉爐石取代骨材應用在混凝土工程性質影響評估 

C1-8 
曾世雄、王和源、張逢宬、

于力偉 
碳纖維複合水泥砂漿新拌與硬固性質之研究 

C2 場次：材料工程 II   (13:30~14:50) 

主持人：郭文田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C2-1 
羅晨晃、王金鐘、周承漳、

張祐譯、潘柏亨 
無機聚合電廠飛灰磚工程性質之研究 

C2-2 

羅晨晃、王金鐘、周承漳、

張祐譯、潘柏亨、李岱米、

黃雅郁 

廢沸石製作成無機聚合綠色膠結料工程性質之研究 

C2-3 
沈永年、王和源、王建智、

施靜傑、葉律佑 
緻密高性能輕質骨材混凝土體積穩定性之研究 

C2-4 
王和源、張榮南、陳靜婷、

江曉秈 
不同脫硫渣含量對水泥砂漿性質之影響 

C2-5 
郭文田、吳聲彥、于力偉、

莊椿微 
高性能混凝土運用在水下風機基礎灌漿材料 

C2-6 
林登峰、黃隆昇、許一祥、

戴呈穎 
不鏽鋼氧化碴應用於瀝青混凝土力學性質之研究 

C2-7 吳芝慶、郭文田 
以業主角度探討鋪面材料使用滿意度之研究－以拋

光地坪為例 

C2-8 鍾凱羽、黃隆昇、林彥宇 不同孔隙之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降溫行為之研究 

  



D、營建交通分組研討 

D1 場次：營建交通 I   (11:00~12:20) 

主持人：吳翌禎副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D1-1 郭文田、鍾佳庭 採購發包策略之研究(以 J 公司機棚門為例) 

D1-2 史茂樟、鄭宏博、吳品潔  市區十字路口號誌連鎖配置分析以高雄市中山路號

誌為例 

D1-3 邱彥勛、黃立政 機器學習方法於公共工程採購施工品質評價分類之

應用 

D1-4 吳孟偉、吳翌禎 應用影像識別技術輔助工程人員安全配備檢查之研

究 

D1-5 黃文德、黃忠發、王和源 價值工程－高壓撒水軟管應用於高樓建築裝修工程

之價值工程研析 

D1-6 郭文田、吳曜廷、董峻鈞 結合層級分析法與品質機能展開於於鋼結構廠製程

品質改善之研究 

D1-7 王和源、黃志明、陳昱

文、蔣秉洋 

應用價值工程研析於大樓建築工程之外牆材料 

D2 場次：營建交通 II   (13:30~14:50) 

主持人：林建良主任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D2-1 陳彥婷、晁立中 專案管理作法對建築工程的重要性之研究 

D2-2 安珉慧、晁立中 營造廠分包管理現況及改善重點之研究 

D2-3 王志平、林建良 統包工程專案介面問題之研究 - 以石化工廠興建工

程為例 

D2-4 高志瀚、張育綸 以網絡分析汙水下水道工程變更設計之關鍵因素 

D2-5 洪湟幃、黃凱翔、黃忠發 運用無人飛行載具(UAV)於不同山域地貌執行事故搜

尋之實證分析 

D2-6 柯佑沛、鍾承峻 工地安全帽內部溫度受日輻射影響之研究 

D2-7 林建良、郭曉純 鋼結構吊裝生產力研究-以 2 棟大樓為案例 

D3 場次：營建交通 III   (15:10~16:30) 

主持人：高志瀚副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D3-1 徐瑋志、王裕仁 軍事工程從業人員專業能力指標之研究 

D3-2 劉明樓、陳品蓉、孫鳳吟 定性與機率模式於鋪面之車轍與疲勞龜裂之分析 



D3-3 蔣子平、鄭泓力 機器學習與道路工程交叉研究現況分析 

D3-4 林建良、江義民 某鐵路車站月台新增雨遮工程生產力之研究 

D3-5 吳偉銘、蔡宗潔 民間住宅工程興建之品質管理探討 

D3-6 陳獻策.晁立中、林立喬、

陳冠宇、陳振華 

探討國內道路挖掘施工法 

D3-7 陳獻策.晁立中、林立喬、

陳冠宇、陳振華 

道路挖掘合理化工期 

D4 場次：營建交通 IV   (15:10~16:30) 

主持人：陳維東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D4-1 王和源、向振國、林世明 以價值工程評估大樓新建工程之縮短工時與中間樁

止水工法研究 

D4-2 林志忠、王和源、黃淑

敏、徐華宏、蘇靜宜 

景觀地坪鋪面規劃設計之價值工程研析 

D4-3 黃隆昇、童顯盛 建築資訊模型應用於捷運站體防火避難規範審定初

探 

D4-4 吳俊澤、王裕仁 自行車道規劃設計與服務品質評估之研究 

D4-5 李家榮、陳維東 重大墜落職業災害特性分析及防災對策之探討 

D4-6 林宗翰、蔡宗潔 集合住宅非法定公共空間適宜性之探討 

D4-7 林建良、朱家煌 模板工程生產力之研究-以高雄集合住宅為例 

D5 場次：營建交通 V   (15:10~16:30) 

主持人：王和源特聘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D5-1 翟慰宗 桃竹苗地區運輸需求預測與屏柵線道路供需分析 

D5-2 林國良、余宥慶、吳昱

劭、楊舜翔、林昱全 

深度學習在土木工程之運用人行道物件辨識之初探 

D5-3 王和源、郭昱廷、郭家憲 以價值分析對高雄火車站工程擋土壁和臨時軌之探

討 

D5-4 歐陽貞馥、王裕民、陳信

松 

公共工程工期履約爭議與對策之研究 

D5-5 黃振發、羅翊庭、黃忠發 影響公共工程專案管理執行成效因素探討 

D5-6 許瑛明、郭文田 以機電工程人員角度探討土建與機電施工介面實務

管理之研究 

D5-7 王裕仁、王和源、許碩

修、蕭惠文、林明賢 

應用價值工程技術評估烏山頭淨水場消毒藥劑使用

之研究 



E、防災重建分組研討 

E1 場次：防災重建 I   (11:00~12:20) 

主持人：劉坤松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E1-1 劉坤松、黃湘淇 山腳活動斷層與新北市地震危害潛勢分析 

E1-2 徐浚祐，王弘祐 台 11 線 11K+200 崩塌地破壞因子及治理對策之探討 

E1-3 陳思遠、邵俊豪 
災害脆弱度影響土石流保全戶預防性撤離意願之相

關研究-以來義鄉義林村為例 

E1-4 陳俊翰、潘煌鍟 施工架作業安全管理與案例探討 

E1-5 蔡明峰、謝嘉聲 利用攝影測量技術自動化檢測橋樑之剝落及變位 

E1-6 
朱英茂、何學承、陳毅輝、

蘇苗彬  

自動化 TDR 技術應用於廬山地滑區之地層滑動面與

變位量監測 

E1-7 
鄭達蔚、吳明淏、黃士峰、

王建中 
坡地聚落易致災風險評估法之建置以高雄市為例 

E1-8 洪琦勛、王裕仁 應用 AHP 探討結構物耐震檢查之相關因子權重分析 

E2 場次：防災重建 II   (13:30~14:50) 

主持人：吳明淏主任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E2-1 羅翊瑜、 林瑄瑄、陳建元 3Ｄ邊坡穩定分析與滑動體積模擬－以雙林山為例 

E2-2 
姚廷衛、 陳政霖、 陳柏

宇、 陳建元 
水庫壩體熱影像非破壞性檢測與分析 

E2-3 黃立政、高嘉鴻  基於層級分析法架構探討消防人員搶救鐵皮屋風險 

E2-4 黃立政、劉忠諭 
以 AHP 及 FAHP 架構探討住宿式長照機構火災避難

疏散風險 

E2-5 王裕仁、黃冠棠 

線上派遣員指導 CPR(Dispatcher-Assisted CPR) 之流

程對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預後之影響 -以高雄

市政府消防局 107 年案例為例 

E2-6 
王和源、陳啟中、林志忠、

張志仲、李明鴻 
價值工程應用於曾文溪治理工程之探討 

E2-7 
王和源、林志忠、黃思凱、

李佳齡 

應用價值工程技術評估省道橋梁耐震補強緊急工程

之研究-以台 1 線鍛冶橋為例 

E2-8 古志生、謝昀凌、黃彥杰 三類液化分析法在多次液化場址之應用 

  



F、綜合工程分組研討 

F1 場次：綜合工程 I   (11:00~12:20) 

主持人：林智強助理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F1-1 蔡仁卓 無人機 UAV 於環域地景與工程管理應用之研究 

F1-2 顧玉蓉、林政億 區域排水生態資料建構與應用 

F1-3 
張簡嘉賞、林郁琪、 

陳珊汝 
多切線錐形摩擦單擺支承應用於近斷層區域之研究 

F1-4 林宗曾、徐苡棋 
氣象雷達與雨量觀測站關聯性之研析(以高雄市行政

區為例) 

F1-5 廖忠年、丁澈士 柴燒窯爐設計之探討-以九鳥陶燒柴窯為例 

F1-6 謝秉銓、高子倢、潘麒丞 魚貨直銷中心閒置空間再利用-以高雄蚵仔寮為例 

F1-7 蔡宛蓁、王裕仁 教師支持在參與競賽中對學習態度與成效之研究 

F1-8 郭文田、楊宗翰 
隔間系統與傳統磚牆之差異性比較研究－以集合式

住宅為例 

F2 場次：綜合工程 II   (13:30~14:50) 

主持人：黃凱翔助理教授、廖健森副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F2-1 毛惠英.蔡宗潔 學校閒置空間再利用之探討-以高齡者教育中心為例 

F2-2 黃珮華、潘乃欣 擴增實境應用於建築設施維運之研究 

F2-3 許雅筑、劉述舜 應用系統分析與設計建構工程日報管控系統 

F2-4 張榕容、潘乃欣 無人機於中高層建築外牆現況評估方法之探討 

F2-5 孫弘錡、劉述舜 
以工程分解結構為基礎之工程進度管理系統分析與

設計 

F2-6 洪千雯、劉述舜 
結合 BIM 相關資訊與工程管理系統的物件管理模組

實作 

F2-7 林松佑、潘乃欣 無人機應用於水保設施-多視角 3D 模型尺寸量測 

F2-8 吳岱霖、丁澈士 山坡地劃出之探討以臺東縣成功鎮為例 

F3 場次：綜合工程 III   (15:10~16:30) 

主持人：王金鐘教授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F3-1 郭耕杖、許仕穎 住宅空間家具電器防震措施效果之振動台實驗 

F3-2 柯靜崗、王裕仁   
BIM 技術整合圖說導出施工圖流程與探討模型檢核

時程-以 Archicad 應用之研究 



F3-3 
王和源、張榮南、莊昆翔、

范晉祥、 陳俊偉 
應用價值工程技術評估某飯店排煙設備設置之研究  

F3-4 林建良、鍾景松 某國立大學實驗室績效評估之研究 

F3-5 許鎧麟、姚郁純 建築資訊模型之建築熱環境性能歷時研究 

F3-6 林員在、陳鵬宇、黃忠發 
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政策宣導成效及用戶滿意度之

研究 

F3-7 陳婷婷、鄭宇呈、黃忠發 土木工程建置生產履歷系統：以農田水利會工程為例 

F3-8 蕭建坤、丁澈士 
公共工程底價預估金額分析方式之探討--以某縣政府

最低標採購案件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