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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il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第一部份:會議紀實)  
時間：2005 年 9 月 12 日～16 日  地點：Grand Cube Osaka in Osaka,Japan 

報告撰寫者：李嶸泰、周坤賢、吳博凱、邱俊翔、林晏吉、柯永彥、郭治平、熊彬成、

盧之偉、魏佳韻、龔東慶   (依姓名筆劃順序) 

贊助單位：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 

一、開幕                   （熊彬成） 

大 會 當 日 一 開 始 由 主 辦 主 席 Adachi 及
ISSMGE主席Van Impe開場後，隨即由日本的

Furudoi，新加坡的Leung及大陸的Cheng三位

先生，分別針對日本關西國際機場之第二期工

程、東南亞之海域大地工程以及大陸長江三峽水

壩等大型工程案例介紹，由於均為國際上數一數

二之大規模工程，印象確實深刻。隨後，巴西之

Schnaid針對地盤現地探測之技術、方法及探測

結果之判讀，均有精闢之見解，內容並引用國內

交通大學黃安斌教授及台科大廖洪鈞教授之研

究成果。本報告內容，依大會議程順序及其他行

程之安排，參加者將分別針對參加及參訪心得，

敘述於以下各章節：  

二、Major Project Session  （邱俊翔） 
本議程由三位講者組成，分別概述如下：  
Second phas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rge-scale 
reclamation work on soft deposits （關西機場

第二期工程建造計畫—大規模海埔地工程）－這

個 專 題 由 日本 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nd Development Co. 之T. Furudoi進行簡

報。當初興建關西機場目的之一係為了減少飛機

起降造成的噪音污染而將機場建在與陸地有一

段距離的人工島上。這個人造之海埔地，由於其

下有相當厚的黏土層，因此施工管理上對於沈陷

的控制是相當嚴謹的，且是工程成敗的關鍵。該

工程共分兩期，此報告針對關西機場的第二期工

程所遭遇的沈陷問題所採行的工程對策及施工

管理有深入的說明。  
Challenges in offshore geotechnics in 

Southeast Asia（東南亞近海大地工程挑戰）－

這 個 專 題 由 新 加 坡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之C. F. Leung進行簡報。東南亞是世

界上石油與天然氣海上開採的活躍區域之一，很

多型式的開採平台被使用，不同型式的裝置也造

成不同的地工問題。所使用的開採平台中，在東

南亞以 jack-up單元最廣為使用，它係由3到4根
獨立支柱所支撐，每支柱有其所屬的基礎，稱為

spudcan。這類型的鑽油平台最常引起的地工問

題主要有：在平台設置時，荷重造成基礎的貫入

破壞（punch through）以及平台移動時spudcan
拔出所遭遇的困難。之所以會有上述的貫入破

壞，主要係因此區域特殊的地質環境，軟弱黏土

層上覆蓋一層相對較薄之硬黏土，當基礎座落於

硬黏土層，平台荷載作用下，常會有基礎貫穿硬

黏土層的情形發生。此報告針對為探討spudcan
之貫入與拔出行為所進行的離心機試驗與結果

進行簡要的說明。  
An introduction of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ssues for Three Gorge Dam 
Project （長江三峽壩大地工程問題介紹）－這

個 專 題 係 由 中 國 大 陸 武 漢 Yangtze Rive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進行簡報。長江三

峽大壩工程計畫目前是世界上最大之水利工程

計畫，建造地點位於中國湖北省。該壩為一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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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重力霸，壩頂長2,309公尺，壩高程為185公
尺。在這個工程計畫中所面臨的大地工程挑戰

有：第二施工階段深水區的土石擋水壩工程、永

久閘門區的岩坡穩定問題以及大壩岩石基礎的

穩定度。這個報告針對當時為解決探討這三個課

題所進行的相關研究作簡要的敘述。  

三、Plenary Session 
3.1 Session A: Geocharacterization and 

properties of natural soils by in situ tests
（盧之偉） 

Fernando Schnaid 教授首先簡介目前常用

的現地地質調查方式（SR, CHT, DHT, PMT, 
PLT, CPT, SPT, DMT, VST, CPMT等等）並將

其歸納成無破壞或半破壞型土壤探測法、侵略型

土壤探測法以及結合型土壤探測法，接著再分別

就黏土性質（Clay property）與上述現地地質調

查的各項技術做一些常用correlation的介紹，再

配合一些耳熟能詳的土壤模型對所求得的參數

進行解說，其次則是針對砂性土壤性質（Sand 
property ） 以 及 黏 結 性 地 工 材 料 （ Bonded 
geomaterial）土壤性質以類似的次序進行論述

以及講解。最後，再對土壤滲透性質以及現地調

查應變速率等等進行解說。  
其中，Fernando Schnaid 教授所提出來在

黏土性質試驗中，因為現場試驗的應變速率與實

驗室裡應變速率有好幾個order的不同，所以現

場試驗所求得的黏土不排水參數與實驗室裡求得

的會有非常大的差異，並且直接影響到數值分析以

及解析的精確性。於顆粒土壤性質部分， cqG0 以

及 600 NG 是對於cemented 和aging土是相當敏

感的，所以可以藉由此方法來做地質調查。  
筆者認為此篇論文除可提供學界於土壤模

型之參數取得方面予以借鏡參考之外，對實務界

方面也對常用現地試驗與土壤參數之應用方面

提供很實用的訊息。  

3.2  Session B: Computational modeling of large 
deformations and the failure of geomaterials                      
（盧之偉） 

Fusao Oka 教授是日本京都大學的土質領

域專攻的正教授，主要專長是土壤模型之開發以

及其於大地工程上之應用，於演講中他把自己近

年來研究成果以及發展做了一個很扼要的報

告。其內容最主要是介紹近年來自行發展出的土

壤模型與其在計算大地工程學（Computational 
Geotechnics）中的各種應用。  

我們都知道一套完整的數值模擬工具，首要

條件是要有較完整的土壤模型以充分模擬土壤

的行為與特徵，再搭配高精度數值手法編譯出數

值解析程式。其中有各式各樣的挑戰，例如：如何

能考慮 strain localization, progressive failure, 
chemo- thermo- hydro- mechanical 的行為，以及

如何對土壤模型中參數校正（calibration）以及整

套數值軟件之驗證（validation）等等。  
在他的研究中有一個方向是以液化解析手

法來探討大地的動態行為以及其與結構物等的

互制關係，其中有一個案例是解析與探討一棟在

神戶地震中因液化問題而發生傾斜的七層樓高

的樁基礎建物，對其基樁因液化或（和）地震所

引起的大慣性力所造成的破壞的行為檢討。其

中，樁基礎勁度可因軸力不同而改變、上部結構

物也併入計算中、以及以有效應力手法考慮的3D
液化解析是他的特點。  

3.3 Session C: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魏佳韻） 

環境問題成為地工界關注之議題始於80年
代，相關之研究已近四分之一世紀，來自美國科

羅拉多大學土木工程係的Shackelford教授首先

回顧80年代地工界關注之問題圍繞在：(1)新式垃

圾掩埋場之設計與施工，例如使用於處理都會區

廢棄物以及危害性廢棄物之工程掩埋場；(2)舊式

之工廠所造成影響公共健康及環境污染區之評

估與復救。此時之主要關注在正確量得各種地質

材料之水力傳導性（hydraulic conductivity），

包含天然之阻水層、夯實黏土襯墊、垂直截水牆

及使用於掩埋場之覆蓋物等。此外，亦關心垃圾

溶出液對土壤K值之影響、污染液傳輸通過夯實

黏土襯墊所扮演之角色，以及掩埋場由不良品質

材料築成之問題等。  
來到90年代末，講者提及大地工程師們持續

將焦點放在於現地及實驗室量測所得K值之尺寸

效應，以及例如垃圾掩埋場之壓縮性及預測沈陷

量之能力等掩埋場相關問題。此外，使用除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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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止水膜以外之地工織物、地工流網、地工複合

材等地工合成物於90年代逐漸增多，地工皂土毯

之使用並於此階段進入市場。大地工程師們已瞭

解到要更瞭解污染物之傳輸等問題，更需擴展例

如化學以及地下水文學等背景知識。  
由於工程師們對襯墊及覆蓋系統之更瞭

解，努力方向轉為去改良 (1)對垃圾掩埋場滲出水

收集及移除系統之操作 (2)垃圾沈陷量之預測能

力，以及 (3)地工合成材料用於掩埋場之性質。此

外，90年代亦開始注意垃圾掩埋場之靜、動態穩

定等議題。  
講者亦回顧到，70至90年代初期，大地工程

師們開始注意污染區之評估及復舊或清運之問

題，其則多與地質、化工及環境工程等專業相互

合作。大地工程師們多提供尤其是土壤行為之知

識及土木工程系統於污染區之開發及評估系統

上之應用。也由於大地工程師長期研究黏土之工

程材料特性，90年代也有很多將採用，例如以電

滲法移除黏土中污染物之研究成果。此外，大地

工程亦應用地盤改良之技術及經驗去處理地下

污染物之穩定及固化，以及利用皂土截水牆等技

術以阻隔污染的地下水。此一同時，並有為復舊

之現場處理系統技術之發展。回顧這一段發展

史，面對未來之研究與技術發展方向，環境地工

已成為大地工程師們研究及執業之重要項目之

一，因此，講者歸納於當前或於未來，環境地工

之重要議題有七大項，其為 (1)廢棄物存放系統之

長期效應 (2)可接受的隔離結構及材料 (3)隔離結

構及材料之創新發展之研究 (4)新廢棄物型態之

出現 (5)生物程序作業之明顯增多 (6)模型或模式

之角色及定位，及 (7)專業上認定之重要性。講者

針對這七大項目逐一說明、解釋，並輔以案例對

照，亦讓聽者瞭解到這未來發展之重要性，尤其

在全球注重環境及環保等議題之此時，大地工程

師們亦能對我們生活環境品質盡一份力量。  

3.4 Session D: The challenges of offshor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吳博凱） 

本議程主講者為Prof. Randolph，亦為43rd 
Rankin Lecture得主，主要專長為樁基礎設計。

於演講中，Prof. Randolph 依序分述以下主題

於海域大地工程的發展與現況： (1)工址調查 (現

地試驗 )與土壤試驗、 (2)樁基礎之施工與承載力

評估； (3)淺基礎與沉箱式基礎之設計方法與施

工；(4)機動式鑽井平台之基礎形式與設計考量；

(5)海域工程之基礎錨定系統之種類與設計。相較

於一般（陸域）大地工程，海域大地工程之基礎

一般承受皆較多的靜態與動態荷重組合（含軸

向、側向與彎矩）。此外，海域大地工程的基礎

尺寸通常較大，而其基層土壤為特殊土壤（如碳

酸鹽沉積岩、鈣質石灰土等）的例子亦非少見。

因此，海域大地工程問題與陸域大地工程問題所

關注的重點有所不同。Prof. Randolph於此演講

中，簡明闡述上述差異點，並提出他的觀點，讓

吾人對此領域的發展與願景能有較深刻的認識。 

3.5  Session E: Pile foundations: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analysis and design（柯永彥） 

演講中，Prof. Viggiani 將樁基礎的試驗與

調查，分析與設計等相關議題作了一全面性的概

略介紹。  
其根據實際工程案例與現地試驗之結果，討

論到單樁的施築技術對單樁承載力以及載重～

沈陷關係之影響，其中後者所受到的影響較小，

因此在施築方法之選擇上，應以承載力為關注之

重點。而由施築過程中的各項參數監測，有助於

對樁基礎行為之掌握，因此這邊也對一些實際監

測的案例作了回顧。一些能簡單預估樁身沈陷量

的經驗公式，也在此被提出來討論。  
另外，演講中也討論了一些工程上具實用

性，但又具備適當理論基礎之樁基礎受垂直載重

的分析法，能達到應用與理論之諧和，其可被應

用在不同形式基樁之最佳化設計－達到最大經

濟性與可接受之功能性。而由於目前被廣泛採用

之傳統設計法－以安全係數為考量之設計法，常

未能充分考慮基樁之性能表現，而造成不經濟之

設計，因此有進行全盤檢討之必要。目前國內陳

正興教授亦欲推動基礎結構之性能設計法，而與

本演講中所提出的看法互相呼應。  

四、Terzaghi Oration（盧之偉） 

Terzaghi Oration 是 為 了 紀 念 Prof. 
Terzaghi 而設置的，在國際大會之中要是能被邀

請上來報告，對所有的學者專家們絕對都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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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的榮譽。這個演講設置的目的最主要是希望鼓

勵在地工技術界的所有人士們皆能學習 Prof. 
Terzaghi在追求地質以及工程之知識與智慧以及敏

銳的觀察力。並以此去不斷的改善設計方法以及內

容、追求卓越的知識以改善人類的生活最終依

歸。  
而今年請到的是在Geo-Delft曾任所長以及

在TU Delft兼課的Frans B. J. Barends。Prof. 
Barends在地下及水滲流專業領域以及軟黏土地

盤沈陷專業領域上，不管是在學界或工程界，皆

有著卓越的成就以及影響力，筆者以前在荷蘭時

也曾在Prof. Barends的門下修習過地下及水滲

流，他上課的內容不會單單只有數學式子或條

文，而是永遠充滿著現場案例，更重要的，他的

哲理。記得，筆者在與Prof. Barends請教問題

時，他永遠會用一雙透徹的眼睛看著你然後再配

合著慢調細語的解說，讓筆者感受到一個無以言

語的力量以及知識慢慢灌注進身體。五年後的今

天能再次上他的課、握到他的手、和他敘舊並且

感受他穩定依舊的力量，對筆著而言是這次

Osaka之行的最美好回憶之一。  
Prof. Barends在此次演講中以五個章節分

享他的哲學，以大地工程的已知與未知為起頭，

將所欲知之知識予以分類探討，進而談論大地工

程與溝通，再談大地工程涵意與定位以及將來的

挑戰。筆者謹將此五項大項列出希望能勾起讀者

興趣後，再親身涉入其哲學涵意極為深遠且有意

義的本文中一覽究竟。  

五、Heritage Lecture: Development Of 
Geotechnical Earthquake 
Engineering In Japan  （吳博凱） 

此次Heritage lecture 於9月16日會議閉幕

式前的時段舉行，在經由石原研而教授 (Prof. 
Ishihara) 的簡短介紹下，東京大學土木系地盤

工學研究室的東畑郁生（Ikuo Towhata）教授以

一襲日本傳統服裝，輕搖摺扇從容踏上講台後展

開。其演講題目為大地地震工程於日本的發展。

東畑教授為石原教授之得意門生，長年來於大地

地震工程領域一直持續發表相關的實驗結果與

所創建之分析理論。茲將東畑教授的演講內容概

要及筆者個人的一些淺見感想綜合敘述於下。  
Prof. Towhata首先以所收集的珍貴地震案

例照片（如 1964年Niigata地震、 1995年Kobe
地震等）來說明地震所可能引致之液化、地表沉

陷、側向流動變位、地下結構物上浮及邊坡破壞

等重大災害。有鑒於大地結構物受震破壞的程度

常不易估量，Prof. Towhata提出了一大地工程

耐 震 性 能 設 計 的 概 念 （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method），其以「人」為主角，

針對直接感受到地震破壞程度的人員，如災區民

眾，緊急應變人員，災後重建人員等進行訪談，

利用「人所感受到的所謂”破壞程度 ”」，據以訂

出不同程度地震下大地結構物所應具備的性能

水準。此外，於前述說明亦可知，如何預測及抑

制地震所引致之變位，為目前地震工程的主要研

究重點之一。 Prof. Towhata將此變形區分成

Cyclic loading所引致之累積殘留變形與液化所

引致之地表沉陷（及側向流動變位）兩種情形，

並分別依序介紹其相關之地工模型實驗結果、發

生機制與推估理論。於液化所引致之地表變形部

份，東畑教授依自己的經驗指出於1980年代左

右，大地工程界對於液化所引致之地表沉陷的機

制與危害性尚未有完整的認知，而隨著災害資料

的累積，日本建設省於1996年首先提出一經驗法

則指出災後河堤之沉陷與其高度之比值的上限

值為0.75，而此上限值可由假設河堤漂浮於一完

全液化的土壤的情況下，依浮力原理概算得出。

Prof. Towhata 於論文中另提及一將應變軟化

曲線與其相對密度及圍壓進行正規化的概念，因

此於1-G振動台模型中可使用較現地相對密度為

低的土壤進行試驗，並能據此將1-G振動台的試

驗結果推及預估實際地盤於地震後之變形特

性。上述1-G振動台相關試驗結果顯示，利用板

樁與排水礫石樁打設於重要地下結構周圍的確

能有效抑制因地層液化所引致之結構物上浮的

問題。此外，Prof. Towhata提出一將液化後土

壤視為Bingham（or Newtonian）黏滯流體的

概念導入FEM計算模組，並能據以分析地層於液

化後之殘餘變形量之計算方法。其它主題，則如

樁基礎承受液化後側向流動之行為等。  
筆者曾於上述地盤工學研究室求學，雖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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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見習上述模型試驗的準備與進行過程，惟對其

試驗規劃的考量重點並非完全了解，如今能重新

再次經由此論文有系統的介紹與闡述後，終能有

進一步的認識。由於1995年Kobe地震造成極嚴

重的大地工程災害，東京大學地盤工學研究室因

此契機而獲得經費補助籌建了一小型（單自由

度）之振動台，而能進行上述一系列之大地地震

工程相關研究。如今，十年有成，令人不得不感

佩其於此領域之努力貢獻與研究能量。  

六、Technical Sessions 
6.1 Session 1a: Laboratory Testing (I): 

Fundamental properties（邱俊翔） 

本議程由英國Imperial college之Richard J. 
Jardine進行綜合報告，他整理三十五篇論文關

於以室內試驗推求土壤基本性質之探討，可分類

成： (1)高等土壤力學試驗， (2)區域性大地工程

課題與特殊土壤以及 (3)化學試驗、影像分析

（ image analysis ） 與 索 引 技 術 （ indexing 
technique）三部分。報告最後他再針對這些文

章中對於天然土壤的降伏行為與勁度性質作更

深入的介紹。  
在其討論的文章中，令人注意的是Cerato 

and Lutenegger (2005)的發現更基本的方法去

量化黏性土壤的塑性與礦物組成。他們主張土壤

的比表面積（specific surface area, SSA）與陽

離 子 交 換 容 量 （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CEC）可以用來度量土壤固有的特性。  

6.2  Session 1b: Laboratory Testing (II): Strength, 
large deformation, and hydraulic properties
（盧之偉） 

本議程裡約有四十幾篇論文廣泛討論各式

各樣的土壤材料，若分類來看可分成：非飽和

土、黏土之長時間行為、粒狀土、混土、其中化

學物所生成之性質、試驗技術。唯於此四十幾篇

論文中除少數特例以外皆無將土壤模型納入一

併討論，故雖有許多有意義的實驗數據但無法立

即運用於類似條件工程問題的數值模擬參考。  
其中， M.J. Lipinski以及 W. Wolski 將

Isotropic 以 及 Anisotropic 的 不 同 細 粒 料 之

Ticino砂的不排水行為試驗成果歸納而成一些個

有趣的圖表或許對液化流動現象有興趣的讀者

有些幫助。  

6.3  Session 1c: In-Situ Testing（周坤賢） 

有關現地試驗的分組討論是由英國結構大

地工程中心的Powell博士擔任總報告人。成功的

地工設計有賴於對所屬地層材料之力學行為透

徹的了解。有關地表下探勘的目的主要可分為四

大類： (1)地表下地層的特性及排序 (地質領域 )。
(2)地下水的調查（水文地質領域）。 (3)物理和

工程性質的調查（工程領域）。(4)土壤內含物質

的分佈和組成調查 (環境地工領域 )。現地調查包

括有鑽孔、取樣、現地試驗、全尺度試驗以及地

球物理探測等。現地試驗相較於試驗室試驗是比

較快速、簡單、便宜同時又可以保持土層之自然

狀態以達成連續試驗的目的。  
除了針對現地試驗之優特點以及歷史發展

進行說明外，Powell博士亦針對來自於19個國家

總計27篇的文章進行綜整說明。這些文章主要包

括有試驗設備的發展、儀器校正的改良、新的經

驗公式、增加可探測土層的種類等。如果以試驗

方法來分的話，則包括有CPT/CPTU、SCPT、

地球物理探測、SPT、DMT、DP、PLT以及某

些案例分析。而Powell博士本身就是研究有關

CPTU方面的。  
針對目前現地試驗的發展，Powell博士提出

了幾點結論。經由改良試驗的品質來獲得更佳的

試驗成果進而建立資料庫可以更加了解土壤的

行為。由於試驗儀器及方法的不斷更新，現存的

某些經驗公式獲得了驗證，而有些則被提出不同

的解釋。  

6.4  Session 1d: Modeling（邱俊翔） 

本議程由加拿大University of Calgary 之
Richard Wan進行綜合報告，主要係針對大地工

程模擬上的兩大要素：材料組成模式與數值分析

進行介紹，共有二十一篇論文被納入討論。在土

壤組成模式方面，探討黏土與砂土之組成模式；

數值分析上，對於不同地工結構之數值模擬，如

土石壩、加勁土壤、基礎沈陷等等皆有相關的討

論文章。  
在Wan所作的結論中，有個觀點筆者亦有同

感，他認為現在發展之一些數值模型，愈來愈複

雜，並且有些參數很難透過實驗來求得，這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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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模式發展者與使用者間有很大的落差，進而侷

限數值模式的應用性。他建議研究者應該花多一

點心力在物理模型的建立上，因為這是所有研究

的起始點，發展模式應搭配物理模型來建構，會

使分析模式更具物理意義。  

6.5  Session 1e: Analysis（郭治平） 

大地工程中無論是實驗結果的分析或數值

模擬結果的分析都常為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尤

其是分析結果的可靠性更是非常重要。本議程由

日 本 Okayama 大 學 的 Murakami 進 行 綜 合 報

告，共有三十篇文章，其中再分為以下八部分進

行討論：A.組成律以及應用、B.二維與三維條件

下承載力差異、C.土壤取樣中的局部變形、D.靜
態載重下土壤與結構互制行為、E.受震時土壤與

結構反應、F.數值分析技巧、G.樁與堤的觀測與

預測行為、H.水力破壞、I.流動與滲流。  
而本議程中討論了以下幾個重要的課題，值

得當作參考：1.對於分析的解法、組成律、數值

演算的公式、施作與檢核所提出的新方法；2.地
工合成材料的變形與破壞，由應變量局部化與不

穩定性、大應變與小應變比較、排水與否等情況

進行探討：3.由基礎、堤壩、擋土結構與地底下

施工、地盤改良與地工加勁、模擬等案例進行土

壤結構互制行為探討；4.土壤動力、土水耦合、

環境問題等； 5.室內與現地試驗結果的參數訂

定、合適的組成律來預測現場的土壤結構互制行

為；6.數值分析的實際模擬與設計。  

6.6  Session 1f: Prediction and Performance  
（郭治平） 

預測與實作結果一直是學術界和實務界最

感興趣的話題，因為合理的預測將使工程本益比

與安全性有顯著的提升效果。延續TS 1e的議

程，本議程即為探討預測與實際應用結果差異，

由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的David M. Potts進行綜合

討論。本議程由來自十八個國家的三十三篇文章

所組成，最主要探討主題為理論預測值與室內或

現地實驗的差異比較，而其中幾篇文章為提出將

過去的經驗公式能作更精準預測的修正。軟弱黏

土的沈陷量從過去至今一直是歷久不衰的問

題，所以共有十三篇文章針對此進行研究，其中

較具體的成果為Mersi等人（2005）所提出的二

次壓縮開始時黏土中的超額孔隙水壓界定，其餘

文章還有新曼谷機場基礎土壤沈陷的分析與預

測、經驗公式修正等。較新穎的預測方式為使用

類神經傳導方式探討目前傳統土力常用的參

數，與觀測值比較後發現結果相當值得採用。而

不飽和土壤力學的預測也有很不錯的展現，與過

去發展幾近完備的飽和土壤力學相較，更能符合

現地土壤的條件。  

6.7  Session 2a: Ground Improvement（李嶸泰） 

這一個 session有相當多不錯的報告，如A. 
Al. Tabbaa（UK） -灌漿之耐久性；N. Jelisic
（Sweden） -土體之安定性；P. Seco e Pinto
（Portugal）-隔牆；J. Maertens（Belgium）-
品質控制；Y. K. Chow（Singapore）-動力夯實…
等三十七篇。  

Masaki Kitazume為這個Session做一個綜

合報告，他把地盤改良技術分為四大類：  

改良原則  工程方法  
置換（Replacement）  開挖置換；強制置換  
排水（Drainage）  預載工法；以垂直排水帶預

載；除水；化學除水  
夯實 (Densification) 振動夯實；打擊夯實  
混合物攪拌穩定（Admixture 
stabilization）  

機械的混合攪拌；灌漿；高

壓噴射混合  

並在最後提出一些討論與思考的方向：  
1. 垂直排水帶工法：排水變形之型態對於壓

密速率之影響。  
2. 動力夯實工法：為了更確切地評估改良之

影響，應用數值方法在動力夯實的預測方面。  
3. 混合物攪拌穩定：不同類型土壤所使用之

混合劑的合適類型和數量。  
4. 混合物攪拌穩定：受處理土壤的特性，特

別是指長時間其依時行為之特性。  
5. 混合物攪拌穩定：品質保證方法 (Quality 

assurance method)的應用性、優勢與極限。  

6.8  Session 2b: Reinforcement and Stone 
Column（吳博凱） 

本議程由日本九州大學Prof. Ochiai（落合

英俊教授）擔任主席，加拿大的Bathurst教授擔

任綜合報告者。上述兩位教授皆是國際知名的加

勁土方面的專家，但於礫石樁領域之研究則相對

較 少 涉 獵 。 因 此 Bathurst 教 授 於 綜 合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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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report）時笑稱於進行撰寫此份綜合

報告 [1]的過程，對他而言其實也是種學習。我想

這是Prof. Bathurst的謙稱之言。以應變的觀點

分類，加勁土的補強機制一般主要為 tensile 
reinforcing mechanism，礫石樁則可歸類為

compression reinforcing method，兩者機制雖

似不同，卻有異曲同工之妙。上述兩位教授於會

議進行期間，群覽各論，想必有其心領神會之

處。除General report之外，本議程的panelists 
共有四位專家學者各以簡報方式進行相關主題

的報告，分別如下：法國的Mr. Simon 的主題為

Non-geosynthetic reinforcement。義大利的Mr. 
Cazzuffi 的 主 題 為 Reinforcement by 
Vegetation。剛擔任ISSMGE亞洲區副會長的印

度 籍 Madhav 教 授 所 發 表 的 主 題 為  Stone 
column。最後則為匈牙利籍 Scharle 教授的

Structural failures and lessons learned.  
於加勁土領域方面，共有來自13個國家約20

篇的論文列入討論。上述論文的主題共包含加勁

擋土牆、橋台結構、邊坡、路堤及淺基礎等應用

領域，並以說明擋土結構類的論文為數最多。上

述論文中所使用的加勁材種類，除以面狀的地工

合成材佔多數外，地錨及 fiber-reinforced soil
的使用亦復可見。在加勁擋土與橋台結構類的文

章中，日本Aoki et al.發表一種以 cemented- 
treated soil做為地工合成材加勁橋台背填材的

新工法，並指出此工法能有效減少沉陷量與提升

耐震性。  Benjamim et al.及  Stanic et al. 分
別討論於實體加勁擋土牆之現地量測的強度變

形特性及其數值模擬結果。其他涵蓋之主題則如

土壤夯實過程對加勁擋土牆之影響、以土囊（soil 
bag）做為路面隔震層之研究、施加地錨之邊波

之短期與長期行為、fiber-reinforced soil之強度

與變形特性等。  
於礫石樁土領域方面，共有8篇論文發表，

其主題則可概分為案例介紹分析、數值模擬及實

驗室相關試驗等三方面。案例分析文章主要討論

礫石樁工法改良前後之地層緊密程度之檢驗方

式、改良地層之荷重與沉陷關係曲線等；數值模

擬方面之主題則包含以3D-FLAC程式進行改良

面積比的參數研究、以unit-cell複合土體的概念

導入 3D FEM的分析方法等；另外，印度學者

Shroff and Patel則發表於試驗室中利用以一縮

尺高嶺土圓柱土體內含不同長度與粒徑所組成

的礫石樁體下進行其荷重與沉陷關係曲線之試

驗結果。  
參考文獻  

 [1] Bathurst, R.J. “General report on 
Technical Session 2b: Reinforcement and 
Stone Columns,” Preprints of 16thICSMGE, 
pp. 101-105, Osaka, Japan, 2005. 

6.9 Session 2c: Excavation, Retaining Structures, 
and Foundations（龔東慶） 

本議程包含三十四篇論文，討論有關開挖、

擋土結構物和基礎的工程行為，其中約有十一篇

論文探討有關開挖的問題。一般說來，探討開挖

工程引致結構物和四周土體變形特性，最直接的

方法便是進行詳盡的開挖監測，不過由於開挖施

工所需時間相當長，加上施工介面複雜，完整的

監測所費不貲，因此回顧過去數十年，高品質的

監測案例並不多見，本議程中Blackburn等人發

表一篇Ford汽車中心開挖的監測，內容相當完

整，可供相關人員參考。另外，開挖引致四周鄰

房損害的問題也時有所聞，Portugal等人發表的

論文，探討如何進行開挖引致沈陷對鄰近建築物

的影響評估，相當值得閱讀。  
6.10  Session 2d: Tunneling（周坤賢） 

有關隧道這個分組討論是由英國劍橋大學

的Mair教授來進行總報告。這個分組討論總計有

來自於十五個國家的二十二篇論文。討論的內容

包括隧道開挖以及建造的過程、隧道的穩定分

析、地表沉陷、隧道襯砌行為以及地熱能量的開

採等。  
隧道建造的方法可大致分為隧道鑽掘機

法、機械開挖以及明挖覆蓋等方法。在這一次的

和台灣比較有關的隧道工程是由亞新工程顧問

S.W. Duann等人介所發表有關台灣高鐵計畫

C220標所鑽挖的直徑15m的鐵路隧道工程，隧道

斷面積由140m2～170m2不等。這個隧道是在軟

弱的沉積岩及礫岩中開挖，其頂部覆土深度小。

這個隧道是採用NATM工法施工，以噴凝土來做

為開挖面的立即穩定，二次襯砌是採用現地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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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襯砌。這個工程的主要特色就是在覆土厚

度9公尺的條件下，成功穿越國道高速公路。隧

道是採兩側先挖，構築側壁後再挖除中間岩體。

在隧道開挖的輔助工法包括有先撐鋼管、開挖面

岩栓、徑向岩栓以及經由監測資料回饋分析以調

查支撐配置。作者特別指出由於地表的傾斜以及

不利的地層條件和軟弱的岩體不對稱的作用

力，此不對稱的作用力對於地表的沉陷以及隧道

內收斂針的計測結果影響很大。  

6.11 Session 2e: Marine and Transportatio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吳博凱） 

本議程由NGI的Dr. Lacasse擔任主席，葡萄

牙籍的Prof. Comes Correia教授擔任綜合報告

者。Prof. Comes Correia 以近三十頁的篇幅撰

寫此議程之綜合報告。該文中引用眾多參考文獻

與最新研究成果，建議對此領域有興趣之讀者可

直接參照此份極具參考價值之報告 [1]。茲將此份

報告之結論擇要敘述如后。一般而言，不論是如

海域結構物（offshore structure）所通常承受10
秒（或以上）為週期的風力或波浪之反覆荷載、

或如路基或鐵道之基盤材料（subgrade soil）所

承受之高頻率交通反覆荷載的例子，如何掌握土

壤於反覆荷載下之強度與變形特性與土壤的非

線性變形特性為此領域的核心研究課題。此外，

於海域結構物方面，目前的其他主要課題尚包

括：如何預估近岸結構物之基礎的承載力、於反

覆荷重下之變位、基礎動態勁度等，及如何選擇

較低成本之基礎型態等問題（如於深海區選用

anchor錨定基礎等）。於路基或鐵道之基盤材料

方面之重要新興研究課題則涵蓋：新基盤材料

（或鋪面材料）之研發、性能設計法與性能試驗

法之研究；此外，由於路基材料一般可視為

unbound granular soil，因此如何發展合適的現

地試驗以評估其於不同應力與應變位階與不同

荷重與應變速率下之勁度亦為一重要課題。  
本議程中，共有32篇的論文發表，並可分為

以下三個次領域： (1) Offshor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 Road and airport pavement; 
(3) Railways。上述次領域所討論之主題皆可再

依 以 下 敘 述 區 分 成 四 個 主 要 主 題 ： (a) Soil 
characterization; (b) physical modeling; (c) 

theoretical modeling; (d) Monitoring。  
參考文獻  

[1] Correia, A. G. “General report on 
Technical Session 2e: Marine & Transportatio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Preprints of 
16thICSMGE, pp. 125-150, Osaka, Japan, 2005. 
6.12  Session 2f: Embankments and Dams（盧之偉） 

本議程裡約有三十篇論文討論壩及堤防，若

分類來看則可分成：壩體材料之特性與行為、地

基沈陷問題、壩體穩定性以及施工技術與過程。

其中有約十篇的文章裡以數值計算當作研究工

具，唯絕大多數僅限於與既有資料進行比對；有

一篇文章提供一套新的智慧型回填料壓實系統

給大家參考以及有部分文章對變形材料性質進

行討論。綜合言之，文章中所提出實例主要集中

在荷蘭的堤和伊朗及葡萄牙的石壩。  
其中，A.G. Arnosson and S. Erlingsson提

出了一套抗液化堤防設計方法，方法相當簡單且

容易上手，手法大致上是以手邊既有的總應力有

限元程式PLAXIS搭配使用內建的土壤硬化模型

進行壩體受震行為評估，求得壩中土體的受震反

應剪力，再導以Seed的液化判定式與實驗資料比

對、進行液化評估。此項方法或能提供一般簡易

工程設計時使用，唯筆者好奇這種手法與直接使

用Quake計算所得成果之差異。  

6.13 Session 2g: Pile Foundation (I): Piled Rafts, 
Bearing Capacity, and Analysis（柯永彥） 

本議程由來自德國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armstadt的Prof. Katzenbach進行綜合報告，

對議程中三十二篇接受之論文個別做了簡短的

概略介紹，讓人對各篇論文之重點能有一大致的

瞭解。這些文章可大致分為以下主題：(1)數值分

析方法：新的發展與改進以及參數分析；(2)模型

試驗：離心機試驗與震動台試驗； (3)全尺寸試

驗：全尺寸基樁之靜力與動力試驗以及其反算分

析；(3)案例分析：基於觀測資料進行之群樁基礎

之沈陷與載重分佈分析；(4)現地貫入試驗：根據

現地貫入與鑽孔試驗，進行樁基礎承載力估算法

之發展與改進。  
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例如有許多日本學

者都進行了大型的震動台剪力盒試驗，來模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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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地震中的現象對樁基礎造成的影響，如液化、

側潰、與地震之反覆動力作用下基樁之行為等

等，讓人對日本的試驗設備與技巧耳目一新。尤

其日本採用的剪力盒尺寸都相當的大，一方面或

許是因為日本國內具有較大型的震動台，另一方

面，我想日本投入在地震相關研究的經費應是相

當可觀。而其研究成果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他們做了不少基樁在地震時所受的側向慣性力

以及基樁在液化側潰時所受的側向推力之相關

研究，主要在觀察此時之樁身應力分佈與樁身變

形曲線，此一方面目前在工程上考量的並不深

入，所以相當有參考的價值。  

6.14  Session 2h: Pile Foundations (II): Installation, 
Quality Control, Performance, and Case 
Histories（柯永彥） 

本議程由來自澳洲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的Prof. Lehane進行綜合報告，其整理

出來的主題有：(1)不同形式之基樁：包含場鑄鑽

掘樁、油壓貫入樁、場鑄套管樁、版樁等，討論

重點在於各種創新的或改進過的基樁工法，其需

能兼顧成本之經濟性與足夠之承載力需求，且必

須注意到在都市地區需降低震動與噪音等擾鄰

現象；(2)樁之側向荷載行為：包含有利用數學模

式例如變分法來推導，以及利用現地試驗或案例

分析的結果來歸納等方法，甚至受側向動力作用

的基樁行為亦被探討；(3)基樁試驗：包含動力試

樁、Osterberg load cell 測試樁及靜力試樁結果

之詮釋，另外，在本主題中樁的品質控制與監測

亦被強調；(4)舊有樁基礎的重新利用：主要著眼

在舊有基樁的承載力與沈陷如何估算，並且將此

成果應用在設計方法上； (5)土壤～結構互制分

析：主要以三維數值模型來針對一些案例進行分

析，來呈現出土壤～結構互制之效應。  
其中讓我印象較深的包括有一些台灣比較

少見的技術，例如油壓貫入樁，貫入的軸力可達

千噸，但相較於動力貫入樁的噪音，擾鄰現象少

了許多，其對土壤的擾動亦較動力貫入樁為小。

有數位學者便利用室內或現地試驗，進行了油壓

貫入樁承載力特性與群樁效應的研究。其中最令

人印象深刻的一個發現為，有幾位學者都提出，

油壓貫入樁在貫入後，會發生所謂應力鬆弛

（relaxation）的現象，此一現象會使得樁實際

的極限承載力小於貫入之軸力，而與過去常被認

為是油壓貫入樁的特點之一－極限承載力大於

或等於貫入之軸力－互相抵觸，其主要會影響承

載力中底承力的部分。另外例如對於基樁受不同

應變速率下的行為，也有幾位學者都做了相關的

研究，其主要針對不同的樁載重試驗（大應變速

率：傳統動力試樁；中等應變速率：台灣近年開

始採用的靜動態試樁；小應變速率：傳統靜力試

樁），針對其應力作用時間，樁身對應的行為差

異，可靠性與成本各方面進行比較，這些成果在

樁載重試驗結果的的詮釋分析上相當有應用價

值。以上這些研究不但有其學術價值，在實務上

亦能做許多的應用，恰好符合本次研討會的一個

討論重點：學術與實務之間的相互配合關係。  
6.15 Svession 3a: Waste Disposal and 

Management（吳博凱） 

本議程由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的  Prof. 
Daniel擔任主席，及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

校Prof. Benson擔任綜合報告者。本議程中，共

有來自17個國家的33篇論文發表。  本議程之發

表主題可區分為以下八個領域（依發表論文數目

多寡排序），(1) Mechanics of waste containment ; 
(2) Containment transport issue; (3) Engineering 
properties of wastes and contaminated soils; (4) 
Nuclear waste containment; (5)Unsaturated soil; 
(6) Assessment of barrier materials; (7) Cutoff 
wall; (8) Others. 
6.16  Session 3b: Remediation（盧之偉） 

於此之主題皆是繞著污染地之改良打轉，有

遠遠較15屆ICSMGE的十一篇多了十七篇（共二

十八篇），主要主題可分為實驗室調查相關論文

十一篇，環境保護、危險度以及永續性相關論文

七篇，數值模型或物理模型等相關論文四篇，大

規模計畫介紹以及歷史案例之回顧等相關論文

四篇，以及現地調查試驗等相關論文二篇。其

實，由論文量明顯增加的情況不難瞭解到環保意

識抬頭以及環境地工的重要性。  
其中，讓筆者非常有興趣的是Zhivoderov介

紹 關 於 Chernoby1 核 能 發 電 廠 事 故 的 這 篇 文

章，他主要是提出以將地工技術融入目前的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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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制技術內，並指出地下水及地表水等的污

染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必須持續不斷的合作以

及檢討，以及提出在發生核能外洩事故時，輻射

線等污然源等在起始條件上跟風吹方向有較大

關連性的看法供讀者參考。  

6.17  Session 4a: Slope Stability and Landslides
（龔東慶、林晏吉、魏佳韻） 

本議程由日本的Hiroyuki. Nakamura擔任

主席，香港的Kam Tim擔任綜合報告者。  
除General report之外，本議程的panelists 

共有四位專家學者各以簡報方式進行相關主題

的報告，分別如下：義大利的Luciano Picarelli，
其 主 題 為 The mobilized shear strength in 
first-time slides in OC clay。巴 西的 Willy 
Alvarenga Lacerda，其主題為Slow movements 
in saturated, long colluvial deposits of tropical 
regions。加拿大的D. G. Fredlund所發表的主題

Where are we going in the analysis of 
landslides。最後則為日本籍Atsushi Yashima，其

主要是以實際案例介紹Predicting method for 
large deformation during slope failure。 

本議程有三十五篇論文討論邊坡穩定、山崩和

坡地滑動的問題，研究項目包括邊坡變形監測、邊

坡穩定分析方法探討、邊坡土壤加勁、土釘室內試

驗等等，相當廣泛。其中Aryal等人之論文，以傳統

的極限平衡法和有限元素法，針對一個位於尼泊爾

的自然邊坡，可能因為水利計畫的興建導致滑動之

穩定分析，文中也進行有關水位變化和地震對邊坡

穩定的影響，是一篇不錯的論文。 
至於綜合討論議題則包括了： First-time 

landslide and its slope movement before 
failure 、 Mechanism of slow movement 
landslides以及Factor of safety of sliding slopes
等三項。 

本議程裡共有三十五篇論文廣泛討論有關

邊坡穩定及地層滑動之議題，論文分別來自二十

個國家〈除日本八篇、加拿大三篇、義大利三篇、

巴西二篇、希臘二篇、挪威二篇，其餘國家皆為

一篇〉，由於邊坡穩定及地層滑動的議題複雜性

較高，且各個機構研究的興趣及方向不盡相同，

故以本議程投稿之三十五篇論文為例，有十九篇

是由二個以上不同研究機構所共同合作完成，故

本議題在未來研究之趨勢，將由各研究機構、公

司及學術單位間之相互分工合作，以獲得更完善

之研究成果。  
若將本議題投稿論文稍作區分，大致可分類

為以下幾個部分：現場研究部分、實驗及理論部

分、地層滑動之原因探討、被影響中之結構物部

分及補救防治措施等。  
先就現場研究部分來說，投稿論文將近有十

九篇之多，其內容大致包含地區及邊坡之地質描

述、Lithology、Geomorphology、地下水分佈

情況及水位高低之影響、季節性與飽和度的關

係、土壤滲透性、地層滑動前之降雨歷時紀錄、

土壤形態、基地之工程背景、鑽探資料及地層剖

面等；此外，在此十九篇論文當中有十一篇談到

現地監測的部分，其主要之現場監測標的物大致

為邊坡及其相關之地工結構，如擋土牆、socket 
wall、地錨、土釘及加勁構造物等；監測內容主

要為邊坡之位移量、移動速度、水位、飽和度及

土壓力；而監測儀器為penetrometers, geodetic 
survey markets, electrical resistance 
tomography devices, GPS satellites, piezometers, 
extensometers, inclinometers, tiltmeters and 
earth pressure cells等，故知在現地地層滑動研

究部分，現地監測已被認可且被廣泛的利用。在

這裏有幾篇論文值得特別提出來，如Tommasi et 
al.(2005)針對過壓密黏土質邊坡移動及水壓變

化之情形做了深入的探討，利用水壓計及傾斜管

之20年監測資料加以分析研究，提出了水流滲透

所需之properly-selected-prolonged-delay；另

外還有 Thielen et al.(2005)針對降雨入滲期

間，吸水邊坡之飽和度隨時間變化情況之研究，

整合了大地及地質的方法，利用ERT（electrical 
resistance tomography）取得許多3D的資料加

以分析。  
另外有二十二篇投稿論文乃關於實驗室研

究部分，包含了一般標準試驗〈包括土壤含水

量、比重、孔隙率、密度、飽和度、粒徑分佈、

阿太堡限度、直接剪力試驗、三軸試驗及無圍壓

縮試驗等〉及特殊試驗〈1g振動臺試驗、離心機

試驗、特殊直剪試驗、以含植物根部為土樣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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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環剪試驗、針對拉拔之土釘進行大型剪力盒試

驗〉，亦有論文提及採用礦物學及SEM(scanning 
electronic microscope)來研究土壤微觀結構。因

此目前在探討有關邊坡穩定及地層滑動的問題

時，實驗室研究部分仍然是相當受到肯定。  
而在理論分析探討部分，大致可概分為數值

分析（numerical analysis）、危險分析（hazard 
analysis）及資料分析（data analysis）。而數

值分析又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決定安全係數之

極限分析；另一是用途較廣的數值模擬方法（如

有限元素法 ,FEM），在這些數值研究的文章中

許多採用FEM研究整合非線性 time-dependent
土壤行為及非均質之地層狀況，而其中PLAXIS
電腦軟體的應用受到相當程度的歡迎，尤其是用

在模擬邊坡破壞的過程。三十五篇論文中有九篇

是採用FEM分析，而僅有二篇是採用極限分析，

許多作者認為傳統的極限分析方式無法預測地

層滑動的時間函數、發生過程及潛變情況。無論

採用FEM分析或極限分析，至少有4篇論文引用

回歸分析（back analysis）；而有三篇採用資料

分析（data analysis），乃針對地質資料或過去

發生事件進行研究；另有三篇論文乃研究地層滑

動之危險分析（hazard analysis）。在此特別值

得一提的是Bhattarai et al.(2005)的研究，利用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整合

了剪力強度變化與其他地質因素之關聯性，然而

主張在同樣的地質組成下，剪力強度維持一個常

數是有爭議的，因為風化程度在剪力強度中扮演

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因此使用此種方法須因地制

宜。另於本次議題投稿之三十五篇論文當中，僅

有二篇探討土石流（debris flow）的問題，且亦

缺少了探討Rockfall問題之文章，實為可惜。  
導致邊坡不穩定及地層滑動的原因有許

多，本次三十五篇論文當中至少有九篇提及降雨

乃引起地層滑動之主因，另有六篇則提到地震所

引起之地層滑動；其中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Kabasawa & Kokusho(2005)針對砂值土壤中含

粉土層之邊坡進行振動臺試驗，試驗結果顯示，

在高不透水性之粉土層下方累積了一水層，此水

之產生乃因振動而導致土壤液化所激發之超額

孔隙水壓不排水現象，此現象對地震區之地層滑

動非常重要；此外還有許多論文乃針對人類行為

如採礦、建築隧道及高速公路等，所引起之地層

滑動亦有研究之。  
在針對地層滑動區域之探討部分，三十五篇

論文之中有五篇探討之滑動區域是位於高速公

路旁，三篇是位於鐵路旁，而二篇是位於隧道附

近，另外還有一篇是在探討水力發電廠旁之地層

滑動。雖然目前在大陸上有許多大壩及水力發電

廠之工程正在進行，因而衍生出許多地層滑動問

題，但在此次會議上卻沒有看到有人發表，實為

可惜。  
另外於邊坡穩定及地層滑動防治補救措施

研 究 方 面 ， Salloum et al.(2005) 和 Yin et 
al.(2005)貢獻了他們在土釘抑制地層滑動上的

研究成果，Dimitrievski et al.(2005)針對特殊

的加勁材加以研究，而Cazzuffi & Crippa(2005)
貢獻了他們針對植物的根是否可增加土壤的剪

力強度的研究成果，其他論文尚有針對採用地

錨、基樁、擋土牆等措施加強防治與補救措施等

研究。  

6.18 Session 4b: Earthquake Related Problems
（魏佳韻） 

本議程由美國的K. H. Stokoe擔任主席，R. 
W. Boulanger 擔 任 綜 合 報 告 者 。 本 議 程 的

panelists 共有四位專家學者各以簡報方式進行

相 關 主 題 的 報 告 ， 分 別 如 下 ： 智 利 的 R. 
Verdugo ， 其 主 題 為 Fines content & 
liquefaction resistance。日本的T. Kokusho，
其 主 題 為 Dynamic properties & site 
response。土耳其的A. Ansal所發表的主題Site 
response & zonation 。 最 後 則 為 希 臘 的 G. 
Gazetas的Site response & seismic codes。  

相關此議題的文章共彙集了二十八篇，分別

為二十篇的液化問題、六篇的場址效應微分區與

斷層破裂問題，以及二篇的邊坡穩定。以液化問

題而論，主要是以案例研究的方式來瞭解特殊工

法應用在液化問題的情形；同時，並透過實驗室

的震動台與離心機試驗，進而瞭解土壤本身與結

構體間之互制情形。  
關於場址效應微分區與斷層破裂問題，主要

則是以大區域的方式進行研究，藉以瞭解在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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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震動波的傳導狀況，並用微分區的方式瞭解

地震波在區域的分佈特性，最後更以智利為區域

案例進行研究成果的介紹。至於邊坡穩定方面，

則分別是以擬靜態與有限元素的方式，模擬地震

對邊坡穩定之影響情形。  

6.19  Session 4c: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 Sites
（郭治平、吳博凱） 

除了物理、數學或力學這些大地工程常討論

的問題外，歷史遺址或古蹟應該也是值得大地工

程 師 注 意 的 一 環 。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1956 年

UNESCO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於新德

里舉辦的第九屆常態會議建議應設立相關機構

來 肩 負 此 事 ， 於 是 於 1959 年 ICCROM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正式於羅馬成立。ISSMFE/ISSMGE
也有相關的文章報導，如1981年第五屆ISSMFE
本議程主席Prof. J.Kerisel由拯救城市與舊建築

為導言，引發熱烈討論。隨著時序，這方面的技

術與議題於1985到1989年間被排入TC-19，也於

1988年在雅典舉辦結合工程與歷史遺產保護工

作 的 研 討 會 （ IAEG ） 。 隨 後 1994 年 第 八 屆

ICSMFE、1996年Prof. A. Croce紀念研討會、

1997年第九屆ICSMFE等，乃至2001年第十五屆

ICSMGE，由Prof. Jamiokowski報導了著名的

比薩斜塔（Tower of Pisa）扶正案例，正再度顯

示其實歷史古蹟的維護需要新穎與紮實的地工

技術才能完成。本次2005年第十六屆 ICSMGE
本議程由Y. Iwasaki擔任綜合討論，共有六篇文

章，從十三～十五世紀的柬埔寨石造廟殿、十七

～十九世紀於俄國、歐洲的磚造或大理石建物、

日本的木造結構，分別探討如何加強擋土結構、

抽換基礎等技術，並有良好的成果，其中不乏許

多創新的灌漿、加勁等技術，值得擁有許多古蹟

的台灣工程師參考與學習，特別是經過921大地

震的摧殘，許多被破壞或亟待保護的遺址，更需

要大家以新技術與方法去保存（郭治平）。  
本議程於2005年9月14日舉行，由俄羅斯學

者Ilyichev擔任主席，日本地域地盤環境研究所

（GRI）的岩崎好規博士（Dr. Iwasaki）擔任綜

合報告者。Dr. Iwasaki 於綜合報告中以不小的

篇 幅 介 紹 過 去 數 十 年 間 聯 合 國 文 教 組 織

（UNESCO）與 ISSMFE（GE）等組織將地工

技術應用於古蹟保存上之所曾付出過之努力  
[1]。例如，當 1960年埃及政府於亞斯旺高壩

（Aswan high dam）設計過程中發現伴隨此建

設將會淹沒下游著名的古蹟阿布辛貝神廟（Abu 
Simbel）。因此，在UNESCO的贊助支持下，

花了四年的時間將此古蹟基座提高了約 60公

尺。其他在UNESCＯ的協助下，進行古蹟保存

的著名例子尚包括：1972年協助將與中國的萬里

長城、埃及的金字塔及柬埔寨的吳哥窟等被西方

考古學界同列為東方四大古蹟的印尼婆羅浮屠

（Borobudur）所進行古蹟保護與重建工作，以

使其免除邊坡滑動之虞。有鑒於保護世界文化遺

產的重要性與專業性，ISSMFE於1981年瑞典斯

德哥爾摩所召開之10th ICSMFE期間依照  Prof. 
Croce and Prof. Kerisel的建議而成立了現在

的 TC-19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for 
Researcher and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 sites, 
Monuments and Sites”。TC-19之後曾舉辦多次

相關之國際研討會，並於後續之ICSMFE（GE）

會議中皆進行了相關主題之演講與論文發表。  
本議程共有六篇論文發表，其論文主題可區

分為以下兩組：(A)古蹟遺址之大地工程性質調查

與案例研究；及 (B)古蹟結構物之變形機制研究。

(A)組論文之相關主題如：古蹟遺址之不均勻沉陷

問題、古蹟場址之邊坡破壞案例分析與調查等。

(B)組論文之相關主題則如：以3D-FEM分析古蹟

石造城堡之變形性、以3D-FEM分析磚造古蹟結

構於不均勻沉陷下所引致之變形等。由以上綜合

報告內容與本議程之相關論文發表主題可知，世

界重要文化遺產與古蹟目前面臨的主要大地工

程相關問題為古蹟遺址之（不均勻）沉陷及其邊

坡穩定問題，其他問題則為古蹟材料強度弱化問

題與因遺址地盤材料之沉陷與邊坡穩定所引致

之古蹟結構物變形評估等方面。 (吳博凱 ) 
參考文獻  
[1] Iwasaki, Y. “General report on 

Technical Session 4c: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 Sites,” Preprints of 16thICSMGE,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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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218, Osaka, Japan, 2005. 

6.20 Session 5a: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郭治平） 

再專精的理論與在新穎的實務，終究還是得

結合與教育、傳承下去。本議題共有來自十六個

會員學會的二十四篇文章，廣泛地探討如何藉由

教育學將專業落實到實務應用層面，並從心裡學

至經濟學工程，由Osamu Kusakabe進行綜合討

論。議題中談到全球化使得競爭結構市場導致國

際化的設計與檢驗標準不斷發展，營造工業也因

而需要面對更複雜的不定性與風險管理。所以這二

十四篇文章被細分為(1)大地工程的風險與管理；(2)
大地工程設計；(3)大地工程的教育。風險管理有著

兩大研究方向，一為風險掌控、另一為風險經濟；

由十一篇文章探討之，其中談到BOT的風險、大地

管理系統建立（GeoQ）、風險簡化程序（SRP）、

多準則分析（MCA）等。大地工程設計方面亦有十

一篇文章進行探討，由幾個著名且常用的國家規範

或方法，如ISO、JGS檢討與改進。最後兩篇歸

類在大地工程教育的文章分別由心理學、風險評

估與經濟學來檢視大地工程領域專業教育的結

構，有別於傳統的土壤力學或基礎工程，相當有

意思，也能提供國內相關教育新的思路。  

七、Paper Presentation and Poster 
Discussion Sessions（柯永彥） 
這次會議中，我的指導教授陳正興教授，與

我及我的學姐朱惠君博士，很榮幸地，論文投稿

獲 得 主 辦 單 位 之 接 受 ， 而 共 同 於 Technical 
Session 2g ： Pile Foundation (I) 發 表 了 ：

“Analysis for forced vibration test on a 
proto-type pile foundation in TSIP”，其主要內

容為：利用位於台南科學園區中的高鐵橋樑基礎

實體模型，所進行之一系列強迫振動試驗之試驗

結果與相關之數值分析比較。而承蒙陳正興教授

給我這個機會，讓我本人進行口頭簡報。雖然這

是我第二次在國際性會議進行簡報，但是這是第

一次參加規模如此盛大，參與的國家與單位，以

及參與人員如此眾多的研討會，不免有緊張惶恐

之感。另一方面，由於接受文章的總數相當多，

主辦單位為了讓大家盡量有發表的機會，口頭簡

報時間限定在5分鐘，這對我也是一大挑戰。要

在短短時間內，以清楚明瞭的投影片以及精要的

話語，讓人瞭解到研究的主要目標，進行方法，以

及研究成果，並且要讓人提起興趣，能夠在之後的

海報展示與其他學者做更進一步的互動溝通及交換

意見，並不比長時間的簡報簡單，難度甚至更高。

幸而在反覆練習與陳正興教授的面授機宜之下，順

利完成了我的簡報，也成為在這次會議中最難忘的

經驗。而由於這方面的現地強迫振動試驗似乎在國

際間進行的案例尚不多，因此也吸引了一些日本跟

英國從事樁基礎相關研究的年輕學者來跟我討論，

進一步瞭解試驗的配置、分析的方法、與數值模型

的建立等相關細節，而能夠讓國外學者對本研究

團隊的成果有所認識，也交了一些新朋友，這些

都是相當難得的收穫。  

八、Practitioner / Academic Forum（盧之偉） 
這個議程由Prof. H. Poulos 主持，如同眾

人所知地Prof. Poulos在業界以及學界上均有著

受人矚目之成就，也因此在整個議程的討論過程

中，主席非常能夠掌握學界以及實務界語言的交

接點，並且不時地丟出議點讓與會人士去思考與

討論。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經過主席以舉手方式

調查，當日在場聽演講的與會人士大約有六成是

來至學界，四成是來至實務界的。由八位來賓發

表以及在座專家學著們於討論過後，筆者將其討

論內容要意紀錄如下：  
第一，進入學界工作前，是否應該先有些實

務上工作經驗，使得之後所做的研究能較為務實

呢？與會人士多表贊成。第二，是否應該繼續發

展參數較多的土壤模型呢？與會人士也多表贊

成，唯期待能儘量減少土壤模型內沒物理意義參

數以及完整將此些土壤模型之應用整理發表成

冊。第三，學界和實務界應該共生共榮，由實務

界提供學界一些工程問題，讓學界去思考以及研

究，且由實務界回饋學界一些工程中量測之

data，讓學界去分析、改善分析的模式。而由學

界提供實務界一些新的發現以及研究成果，讓實

務界能夠獲取更新的知識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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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綜合心得與誌謝（龔東慶、林晏吉、
盧之偉、李嶸泰、魏佳韻、熊彬成） 

筆者感謝地工技術基金會此次願意提供經

費，補助十一名年輕工程師和研究人員參加大地

工程界最盛大的國際研討會，藉由實際參與研討

會的議程和工地參訪，相信除了瞭解最新的研究

成果，也能學習到新的施工技術發展，同時可以

認識許多國際友人，加強國際間學術以及文化交

流，這個經驗絕對不是光用錢就可以買到的。與

會期間看見大家求知若渴地到處參加議程，以及

不時地討論會議論文發表的成果，比起之前參加的

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與會人員屈指可數的情況，

心中真的是充滿喜悅，台灣要走入國際不能只是口

號，人人都有責任，相信地工技術基金會這個創舉

只是個開端，我們這十一人要成為種子部隊，學術

界的要努力做研究，多發表論文以及參與國際事

務，建立學術交流的基礎，工程界的也要將有價值

的工程案例和技術提供出來，希望可以略盡一己之

力，讓台灣可以在國際間發聲發光（龔東慶）。  
邊坡穩定及地層滑動是一個相當大的研究

議題，本人有幸能參加此次會議且聽取這麼多來

自世界各地之專家學者，對此議題發表寶貴之研

究成果，著實感動；亦有幸能在有生之年認識這

麼多優秀的國內外大地精英，深表欣慰。在此，

除了要感謝財團法人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

之熱情贊助外，更要感謝富國技術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之栽培、陳斗生博士及田永銘吾師之教誨，

最後要感謝的是家人對我的支持（林晏吉）。  
筆者很榮幸能在這次的國際研討會中見到

國內外著名的學者專家們，以前可只能在書本上

或是國內外期刊雜誌上聽過的名字，這次筆者很

榮幸地能與這些學者專家們見面，有時可以握到

手寒暄交換名片，有時甚至運氣好可以坐在他們

身旁聽演講或用餐。當然，能和幾位優秀的年輕

工程師變成朋友是更值得高興的事，藉由這次的

在日本共享甘苦的情誼，我想這份友誼會很特別

的。最後，感謝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系之

栽培、感謝大地工程學會的推薦能給予筆者機會

參加這個國際盛會和感謝財團法人地工技術研

究發展基金會之部分經費贊助（盧之偉）。  
本次的日本行，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對

於台灣大地界之貢獻很大。除了對於組團協助之

外，還對在學的博士生、年輕工程師進行協助，

鼓勵大家走出去參與世界性的會議。這次會議共

有近一千六百人參加，在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

會的號召下，我們台灣是第三大團，可說是不容

易的一件事情。在日本時，也受到地工技術研究

發展基金會的餐宴招待，在此一併感謝。感謝  貴
會提供如此好的機會讓我可以參與此一地工界

的盛會，並感謝  貴會給予補助與各項事務之協

助。此行我可說是獲益良多，相信一同參與的台

灣地工界前輩們也是一樣吧。（李嶸泰）  
這次的行程，是筆者踏入職場以來所參加的

第一場國際研討會，雖然在國內亦曾參與舉辦過

國際研討會，但是，由舉辦單位轉換至實際出席

單位的感覺是差異很大的，所學習到的地方也有

很大的不同。所以非常感謝本公司（台灣營建研

究院）給筆者這個機會參與此次的國際盛會，使

筆者可以有機會跟隨著台灣大地工程界產、官、

學各界的資深大老同行前往大阪，因為除了在會

場的演說過程中可以吸取國際間之研究成果

外，透過平日與各國與會同仁的溝通與交流，更

可以隨時隨地獲取這些前輩的過往經驗累積，然

這些收穫是無價的。另外，很榮幸這次的行程筆者

可以獲選大地工程聯盟的贊助名額，也非常感謝大

地工程聯盟舉辦這樣的選拔活動。因為透過這樣的

活動，讓筆者可以接觸到位處台灣各地之新生代優

秀的大地工程師，透過這次的參訪行程，除確實將

大會的相關資訊帶回台灣外，在大家的團結分工

下，亦可將大家所學專長進行交流，期許未來亦

能多舉辦相關的活動，使台灣大地工程在大家的

努力下，能早日登上國際的舞台。（魏佳韻）  
此次青年團能夠順利成行，並且獲得豐碩的

成果，除了感謝大地工程聯盟所屬各單位的推薦

以及地工技術基金會的贊助外，還得感謝以下單

位與個人的協助：Dr. Jan Hellings、日商前田

建設株式會社、台灣觀光協會大阪辦事處王沁柔小

姐。(熊彬成) 

註:本文係由常務編輯林三賢教授摘錄作者群參

加16
th
ICSMGE 心得報告之精彩內容整理而成。文章內

容除作順序調整及刪減少部份文字、圖、表以符合本

期篇幅之要求外，均忠於作者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