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工技術 No.159/2019.3  99 

*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富國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研討會 

2018海峽兩岸地工技術/岩土工程交流研討會 
賴建名*  洪菁隆*  蔡淵堯**  林郁修***  羅俊宏**** 

前    言 
海峽兩岸岩土工程/地工技術交流研討會始自 1992 年北京，已歷台北(1993)、西安(1994)、

上海(2002)、台北(2004)、天津(2007)、台中(2009)、廣州(2011)、台北(2013)及成都(2016)共

十次，交流成果豐碩，深獲各界一致好評。為了讓兩岸的交流能夠更為深入，本次(第十一次)研

討會乃採用國際研討會規格，訂定研討會大會主題及分組主題，對同一主題，各邀雙方業界/學界

重量級工程師/學者進行專題報告，並各搭配二至三位頂尖專家進行相關的研究報告。為了能夠擴

大參與及交流，大會特別安排「其他」主題，及許多的壁報展示，本次會議主題為『大地工程永

續發展與新挑戰』，共分下列六大分組主題： 

時間及地點：2018 年 11 月 11~15 日，雲品國際酒店(南投，日月潭)。 

會議主題 ：大地工程永續發展與新挑戰 

● 深開挖工程(含防洪工程)   ● 大規模崩塌整治工程 

● 深基礎工程(含海域大地)   ● 大地地震工程 

● 捷運潛盾(捷運及近接工程)  ● 其他 

 
一、緣起及籌備過程 

兩岸地工會日月，永續創新共交流 

挑戰困難齊努力，你儂我儂把酒歡 

海峽兩岸地工技術 /岩土工程交流研討會

始自 1992 年北京，歷經台北 (1993)、西安

(1994) 、 上 海 (2002) 、 台 北 (2004) 、 天 津

(2007) 、 台 中 (2009) 、 廣 州 (2011) 、 台 北

(2013) 及 成 都 (2016) 共 十 次 ， 交 流 成 果 豐

碩，深獲兩岸各界一致好評。  
籌備年餘的「2018 海峽兩岸地工技術 /岩

土工程交流研討會」，再由臺灣地工技術研究

發展基金會與中國建築業協會深基礎與地下

空間工程分會共同主辦，今年 (2018)十一月

於再次於南投日月潭舉行，除了開會地點風

景優美、環境清幽外，尚有特殊意義。其

一，於 1985 年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首次

與學會發起主辦之大地工程學術技術研討

會，就是在日月潭舉辦，非常成功，從此台

灣大地工程的產、官、學、研等同道間技術

研討及合作開啟了新局，延續迄今已成為台

灣大地工程界最具規模的研討會﹔其二，於

1999 年的九二一地震的震央與斷層即在南投

縣境的集集與車籠埔斷層，迄今已近二十年

之久，雖各項災後重建修復工作皆已完成，

尚有一些保留因地震肇致的遺跡仍值得一

看，體認一下大自然災害無比的破壞力，藉

以提醒吾輩技術能力的渺小。  
本次會議主題為大地工程永續發展與新

挑戰，會議日期及內容則由雙方共同討論，

在兩岸地工技術 /岩土工程同道共同精心籌劃

與熱情參與下，本屆研討會過程順利圓滿，

成果多元豐碩，並獲得熱烈迴響。  

二、開幕 

大會由台灣方主席周功台董事長致歡迎詞

後揭開序幕，隨即由大陸方主席張晉勳會長致

詞；隨後分別邀請龔曉南院士、王新杰院長、

李建中博士及歐晉德博士致詞，以下為摘要記

錄致詞內容。  
周功台董事長  

歡迎地工同好參加 2018 年兩岸地工技術 /
岩土工程交流研討會，本次會議以大地工程永

續發展與新挑戰為主軸，會議主題包括深開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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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含防洪工程)、深基礎工程(含海域大地)、
捷運潛盾(捷運及近接工程 )等，本次會議論文

共 58 篇，台灣方面 35 篇，大陸方面 23 篇。

大陸共有 35 人以及台灣 66 人共同熱情參與本

次會議。會後大陸代表團尚有工程參訪行程，

希望參訪的大陸朋友給我們建議與指導。歡迎

並感謝各位的參加，預祝大會順利圓滿。 
張晉勳會長  

非常高興今天在日月潭聚會，進行第十一

屆海峽兩岸地工技術 /岩土工程研討會，感謝

台灣同行創造了這麼好的交流場合，也對大陸

同行的積極參與深表感謝。這次的交流仍然傳

承一直以來的原則，規模不大，但交流內容力

求深入細緻。台灣同行在岩土工程問題研究的

細緻程度值得學習，而大陸方面因處於大建設

時期，技術發展速度比較快。希望這一次的交

流能促進兩岸相互學習、共享經驗，共同推動

技術發展，謝謝大家。  
龔曉南院士  

非常感謝邀請我來參與會議，我第一次來

台灣，踏上寶島，對於台灣自然環境的保護印

象深刻，一路上工作人員的工作細緻給我留下

很深的印象，值得學習。本研討會對於兩岸的

交流起了率先的作用，新技術、新工藝的交流

對於兩岸工程建設有很好的作用。希望研討會

越辦越好，也邀請台灣同行參觀浙江杭州的建

設計畫，為了迎接亞運會正在修築多條地鐵，

近幾年會有很大的變化。  
藉此機會介紹一下大陸方面相關研討

會，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土力學與岩土工程分會

四年一次的大會，明年可能在天津大學舉辦。

基坑工程研討會兩年一次，今年(2018)舉辦第

十屆，第十一屆 (2020 年 )將在成都舉行；地

基處理研討會今年舉辦第十五屆，2020 年第

十六屆將在重慶召開；土工測試研討會每年一

次，這些研討會歡迎台灣同行參與，交流新經

驗、新技術與新方法。預祝這會議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王新杰院長  

台上的老朋友、台下的老朋友與新朋友大

家好，海峽兩岸岩土地工交流會至今十一次我

都參加了，這次帶著激動的心情又來到台灣。

這次大陸來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很齊全代表了

岩土技術鏈條上的方方面面，包括大學教授、

設計院代表、施工單位、施工機械製造單位及

監測單位等。多位代表都非常年輕，讓我感到

非常欣慰。我已進入耄耋之年，希望這個交流

會能完成傳承年輕一代，繼續推動。  

 
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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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中博士  
大家好，很高興再次歡迎大陸朋友及台灣

同道在此深入討論地工岩土議題，地工人都很

好相處，我們都很謙虛，了解地下工作除了自

己工作努力外也要老天賞臉，大家都不驕傲，

都很謙和，能夠很好交流，深入討論問題。這

個交流會已經有二十幾年的歷史，是非常美好

的事，我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因為我們很沉

著、很低調推動兩岸交流活動，「兩岸猿聲啼

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讓我們繼續把這美

好的聚會辦下去。  
歐晉德博士  

每次來參加研討會，都有一種同樣的激

動。台灣是歐亞、菲律賓板塊碰撞產生的，地

質作用一直在進行中，1970 年代十大建設台

灣沒有太多的選擇，台灣土地小，遇到地質不

好的地方，只能想辦法克服。地工技術基金會

成立三十幾年來，當時想把學習到的心得與大

陸伙伴一起分享，進而在世界上提出貢獻。現

今大陸從 2000 年後突飛猛進，工程以世界級  
 

角度在進行，這 20 年迅速累積了全世界所沒

有的經驗，值得台灣同道們來學習。我在從事

高速公路建設時，曾想過以 200 公尺高橋墩、

2000 公尺大跨橋在台灣山區通過；陳斗生博

士與王夢恕院士也曾提過，從新竹到平潭僅

150 公里，水深僅 70 公尺，兩岸能否合作高

速鐵路通過？工程師要有雄心走出新的路，走

向一個未來。楊萬里的詩「萬山不許一溪奔，

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

出前村」就是地工人要走的路。  

三、紀念講座與專題演講 

大會主題報告計有九篇 (含一篇紀念講座

及二篇邀請演講 )，分別由台灣三位及大陸六

位專家學者發表精彩報告，各篇主題及主講人

如下：  
第一天議程  11 月 11 日  

1. 邀請演講：「基坑工程事故原因分

析」，龔曉南院士  (浙江大學土木工程學 /中國

工程院教授 /院士)  

 
周功台董事長致詞 張晉勳會長致詞 龔曉南院士致詞 

 
王新杰院長致詞 李建中博士致詞 歐晉德博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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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軟弱黏土深開挖之複合系統勁度」，

謝旭昇博士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 「岩土與地下工程的整體安全及性能

化設計」，鄭剛教授  (天津大學建築工程學院 ) 
4. 「臺灣離岸風電深基礎工程之挑戰」，

冀樹勇博士 (中興工程顧問社大地工程研究

中心主任 ) 
5. 「超高層建築深基礎設計與工程實

踐」，吳江斌博士  (華建集團上海地下空間與

工程設計研究院) 
第二天議程  11 月 12 日  

 

6. 「第五屆陳斗生博士紀念講座~岩土 /
地工感悟」，王新杰首席顧問(中國建築業協會

深基礎與地下空間工程分會) 
7. 「盾構施工與近鄰工程」，陳仁朋院長

(湖南大學土木工程學院) 
8. 「捷運潛盾與近接工程風險管理制度

之探討」，高宗正董事長(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

究院) 
9. 邀請演講：「預製裝配式地下車站新技

術研究與應用」，楊秀仁總工程師 (北京城建設

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龔曉南 院士 演講 謝旭昇 博士 演講 王新杰 首席顧問 演講 

 
鄭剛 教授 演講 高宗正 董事長 演講 冀樹勇 主任 演講 

 
陳仁朋 院長 演講 吳江斌 博士 演講 楊秀仁 總工程師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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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文發表 

本屆研討會包含專題演講，共彙集 58 篇

兩岸專家、學者之精采研究成果及實務案例，

計台灣 35 篇、大陸 23 篇，論文集並依慣例分

為台灣卷、大陸卷兩冊。於研討會期間除議程

之主題報告外、另依深開挖工程 (含防洪工

程 )、深基礎工程 (含海域大地 )、捷運潛盾 (捷
運及近接工程 )、大規模崩塌整治工程、大地   

地震工程及其他等六大主題分組進行 36 篇論

文之專題發表，包括台灣 23 篇、大陸 13 篇；

其中主題「深開挖工程(含防洪工程)」及「捷

運潛盾(捷運及近接工程)」分別計 9 篇及 10
篇，約佔發表論文數 53%，足見本研討會除

傳統地工技術及基礎研究課題外，對於都會區

深開挖與潛盾近接施工之影響評估等，亦有相

當比重之經驗交流與研討。有關六大主題發表

的論文及主講人詳列如下表。 

六大主題發表的論文及主講人 

論  文 主講人

一、深開挖工程 (含防洪工程 )  
基於臨時支護樁的永久支護結構體系  李連祥  
都市更新之大地工程~台灣經驗  何樹根  
深開挖扶壁之研究  謝百鈎  
非等方性邊界面模型  洪   瀞  
臺中都會區卵礫石層大深度開挖之挑戰與突破  蔡淵堯  
軌道交通施工監測新技術發展  馬雪梅  
鄰近建物深開挖有限土體效應之案例探討  吳智偉  
地下空間工程鄰近施工之管理  李維峰  
熱熔錨、數位智慧錨、熱熔數位智慧錨  周建明  

二、深基礎工程 (含海域大地 )  
高層建築之大尺寸樁施工與案例探討  施志鴻  
近期特殊試樁工程案例介紹  張有恒  
高層建築基礎優化與設計  孫宏偉  
矩形壁樁垂直承載行為探討  徐明志  
都市更新舊基礎地工障礙處理案例探討  黃志祥  
地鐵深基坑開挖對周邊環境的影響性分析  賈建偉  

三、捷運潛盾 (捷運及近接工程 )  
預製裝配式地下車站新技術研究與應用  楊秀仁  
臺北捷運松山線潛盾隧道近接施工議題探討  周忠仁  
捷運潛盾隧道環片受近接施工影響之安全評估與補強策略研析  賴建名  
多樣化潛盾車站  李魁士  
近接捷運隧道及高鐵設施之狹小基地深開挖之規劃分析與監測結果案例介紹  郭晉榮  
大跨徑公路隧道與極小淨距輕軌隧道層疊近接施工技術研究  劉曉敏  
綜合物探手段在軌道交通岩溶勘察的應用  曹   飛  
大型盾構機製造與發展  程永亮  
長距離矩形頂管在綜合管廊建設中的應用與探討  陳雪華  
全回轉鑽機在國內的發展與應用  陳建海  

四、大規模崩塌整治工程   
由 ”水 ”引發的基坑事故典型案例  馮科明  
坡地位移及水文之微觀與宏觀調查整治成效研究  曾佳漢  
板岩地層之災害修復與潛移現象探討  羅俊宏  
德基水庫集水區台 8 線 63k 地滑區治理計畫  劉東京  
順天應人與節能減碳：綠色邊坡工程海峽兩岸案例探討  周南山  
應用時域反射技術於萬山大規模崩塌地之邊坡滑動監測  何學承  
國道邊坡地錨既存荷重非破壞檢測技術進展  趙紹錚  

五、大地地震工程   
重力式岸牆結構地震動態行為模擬  楊騰芳  
米崙斷層機率式斷層位移危害度分析  鄒瑞卿  

六、其他   
鹵水攜熱能力與凍管間距對凍土發展影響之人工冰凍模型試驗  黃任中  
北京市軌道交通工程 BIM 應用及智慧化建造技術初探  李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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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實況 

分組報告發表實況 

2018海峽兩岸地工技術/岩土工程研討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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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閉幕及宣言 

為期兩天的 2018 日月潭會議研討與交

流，在周功台董事長及張晉勛理事長致詞及

互贈紀念品下圓滿結束，最後由地工技術    
 

 
 
基金會林銘郎執行長宣讀本次會議共同宣

言，並由周董事長及張理事長兩人代表兩岸

雙方共同簽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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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後紀 

歷經連兩日密集且精彩的演講及論文發表

研討，會後安排與會 22 位貴賓進行參訪行程： 
11 月 14 日   南投和菓森林制茶→國道 4

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隧道及中坑溪橋工程→

台中車籠埔斷層之石岡壩→台南晶英酒店 

11 月 15 日   安平古堡、樹屋、四草綠

色隧道→搭乘高鐵前往臺北→101 觀景台→

臺北萬豪酒店  
11 月 16 日  自由廣場→國父紀念館→離台 

七、其他 

兩岸的交流在近二十六年來兩會的努力

下，除技術上互相砥礪外，更於新觀念及新

工法上互相扶持。面臨本次研討會主題「大地

工程永續發展與新挑戰」，兩岸之環境條件與

所面臨大地工程挑戰各有所異，而在某些克服

困難思緒脈絡上亦具共鳴性及可相互借鏡。誠

如張晉勳會長書序提及：岩土工程建設的內涵

十分廣博，此區區數幾十篇，也僅冰山一角

而已，大量工作猶待我們去做。  

 
周功台董事長閉幕致詞 周功台董事長與張晉勛理事長

互贈紀念品 
周功台董事長及張晉勛理事長

簽署共同宣言 

國四台中環線參訪(一) 國四台中環線參訪(二) 

台南參訪 臺北萬豪酒店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