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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璟芳*  整理 

一、緣  起 

賴典章先生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副

所長退休，生涯中曾陸續參與新中橫、北迴鐵

路、南迴鐵路先期地質勘測調查、台灣坡地社

區工程地質調查探勘、陸上砂石資源、台北盆

地地下地質、台灣地區地下水觀測網水文地

質……等國家重要基礎設施調查。並歷經高雄

壽山崩塌、太極峽谷落石、林肯大郡順向坡崩

塌、梨山地滑、集集大地震 -九份二山堰塞湖

處理、美濃水庫、五楊高架道路不穩定邊坡、

鳳山水庫山脊滲漏、澎湖小池水庫滲漏、湖山

水庫截水牆缺漏、國道 3 號大埔順向坡崩

塌……等重大災害之勘查及問題處置。並長期

擔任經濟部水利構造物安全評估工作小組委

員、水土保持局水土保持規劃及計畫審查委

員，新北市坡審委員、區域計畫委員與土地變

更編定委員。  

民國 105 年 8 月 4 日、8 月 26 日在地工

技術基金會的安排下，由基金會俞清瀚董事長

(富國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冀樹勇

執行長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地工中

心、防災中心主任 )、紀宗吉先生  (地質調查

所環境工程組簡任技正 )及基金會副執行長  

李碧霞小姐等一同訪問賴副座，希望就賴副座

豐富的工程地質勘查經歷與人生道路上的心得

點滴，分享予地工技術界的夥伴及後輩參考。 

二、就學之路 

2.1 大學與軍旅生涯 

賴副座年輕時進入台灣大學地質系就

讀，於民國 62 年畢業，畢業後隨即投身軍旅

(民國 62-64 年間)，當時預官(第 23 期 )考試錄

取特種官科的經理官科，賴副座因而在軍旅生

涯中，多了財經管理學校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照片一  賴副座侃侃而談過去的現地勘查經歷 

前身)進修研習的機會，也開拓其於「管理學」

上的新思路。預官受訓結業後，分發抽籤時抽

中了空軍，爾後遂分配至新竹空軍基地飛行管

理中隊服役(以外場管理為主)。兩年軍旅生涯

屆退前，參加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格並取得應

用地質技師資格，退伍後分發至台灣省地質調

查所(現中央地質調查所前身)，開啟了賴副座

與工程地質領域的不解之緣。  

2.2 赴德國研究交流 

賴副座逐漸從自行摸索與實務驗證中累積

工作專業，在歸併中央地質調查所後不久，民

國 68 年獲得德國 CDG 獎學金至德國阿亨科技

大學及北萊茵邦地質調查所交流一年 (TH 

Aachen 現為阿亨(或稱亞琛)工業大學，歐洲著

名理工大學；2007 年後入選 9 所德國最重要

菁英大學之一)，此階段也是賴副座自認影響往

後個人生涯最重要的經歷。赴德國交流的日

子 ， 前 四 個 月 在 CDG 的 薩 爾 布 呂 肯

(Saarbruecken)、維爾茨堡(Wuerzburg)語言

中 心 和 羅 騰 堡 (Rothenburg) 的 歌 德 學 院

(Goethe Institute)學習語言，其後則是專業學

程，在北萊茵邦地質調查所期間多半花在工地

參訪。因德國人格外注重家庭生活，不偏好住

宿在外，每天幾乎開車行經 200-300 公里路程

訪視勘查工地(含 TBM 鑽掘)。調查的足跡也遍

及各類基礎設施工程，如公路邊坡、水庫和隧

道開挖等。其中最讓賴副座印象深刻的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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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四點：第一，因地制宜的彈性化工程規劃

設計：意指滾動式更新的設計方法。由於山區

或地下地質資料缺乏，難以從鑽探的點分布資

料，精確拓展為面狀的空間分布，故德國在制

度面上，允許工程施作中因現地勘查結果，針

對可能影響工程進度的各項地質問題，迅速現

地調整後續設計方案，以利工程興建能如質如

期完工。曾見德國某一水庫溢洪道在開挖時發

現風化層超過設計厚度，經現勘專業討論後，

北萊茵邦地質調查所地質師即可立即決定變更

設計，繼續下挖 50cm 以利工進。反觀台灣受

限於各種規定，現場第一線工程師面臨問題時

無法迅速進行應變，冗長的行政作業常延遲工

期甚至衍生災變。第二點為對於古(遺 )蹟維護

觀念之深植：也曾見公路邊坡穿越採石礦跡形

成之湖泊，德國人會盡可能地以不破壞既有樣

貌的方式，保存古遺跡，而非單純以工程施作

為目標，而毀損過去歷史文化所遺留的各項地

景瑰寶。再者，褐煤是德國境內重要的礦產，

放眼數十平方公里見方的露天礦場，相當常

見，惟其在開採規劃時，即將地表裸露後的綠

化植生納入規劃，且區分第一、二、三……代

輪替植物，依序種植，大為降低礦場開採後的

地表裸露與粉塵漫飛等問題。此一狀況在台灣

公路建設遭遇考古或自然遺跡時，也是經常面

臨的兩難，但德國人寧願選擇妥協，以替代工

程方案，換取無法回復的歷史遺跡，在在表現

出成熟的公民水準。第三項是阿亨科技大學土

木研究所在早期即率先採用電腦處理土木與地

質等圖資，除了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外，對於基

礎資料的管理，也達到長期保存之目的。在旅

外德國的時光中，賴副座也深刻體認到了德國

專業合作所衍生的高效能，藉由團體合作取代

單打獨鬥，以提升整體工作效率。反觀長期受

中國儒家文化薰陶下的華人社會，多半獨善其

身，且不易稱讚他人，因此在團隊合作上，整

體工作效率，往往不如德國人顯著。最後一項

印象深刻的觀點，則是在德國修習期間，德國

對人權、自由、民主及社會安全的法制保障以

及其落實於社會教育與民眾日常生活的體現，

所受的啟迪，相較於台灣而言，德國更重視的

是，維護立法者代表人民在立法時，所界定要

保護的價值，而非僅拘泥於法律條文表述的文

字意涵。此外，賴副座在研習結束返臺之際，

也因為在德國郵局歸還櫃台登錄錯誤所溢領的

儲金，收到該郵局寄返 34 美元的獎勵，以表

彰其誠實的義舉。此事也讓我們了解在法規面

以獎勵代替懲罰，有時更能收到法律規範外的

預期效果，此一經驗也著實影響賴副座在日後

從事地質法規業務上的諸多觀念。 

2.3 亞洲理工學院進修 

歷經一段工程地質調查工作後，賴副座於

72-74 年間又經由國合處獲得 CDG 獎學金資

助之契機，前往泰國 -亞洲理工學院(AIT)大地

與交通研究所深造，主修大地工程與交通組。

受限於當時之時空背景，前往就讀的門檻甚

高，入選者皆經 AIT 副校長來台面試通過。

當屆與賴副座共同錄取地質領域者，全國僅有

三人 (現任交通部常務次長范植谷亦為 同

期 )，審核通過者皆是該領域一時之選。由於

受到工作實務的洗禮，在返回學校後，更能清

楚知曉需要充實的基礎學科。選修課程多與工

程地質息息相關，如土壤力學、土壤動力學及

土壤結構學等，皆屬傳統地質人較少接觸之課

程。修習過程中，有別於台灣的教學模式，亞

洲理工學院多採實務教學為主。以評估電廠興

建而言，首先需充分了解廠區設施的硬體興建

項目 (如發電機廠、配電廠、儲煤場及冷卻池

等 )，再從中探討當地之地質條件是否合適？

或者需要進行那些地工改良？由於當時外派

至亞洲理工學院的菁英學員，一部分為土木工

程背景，透過工程實務課程討論的跨領域合

作，也讓賴副座瞭解土木工程師的思維模式與

溝通語言，無形中也培養了日後與工程師合作

解決地工問題的相處之道。歷經兩年戰戰兢兢

的學習歷程，賴副座最後以“Study on the 

geotechnical property of rock masses along 

the Suhua Highway, and their engineering 
significance” (蘇花公路岩體地工性質及其

工程特性 )為主題完成碩士論文。學成返國

後，賴副座更參加 77 年公務人員甲等考試，

甲等特考除了書面資料審查、筆試外，另需面

試，針對工作態度進行考評。由於賴副座於專

業及職場之優異表現，終獲高分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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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赴美國地質調查所研習 

早期公部門對於選派優秀人員赴外培訓

相當重視，賴副座在民國 78 年間經地調所遴

選派赴美國地質調查所 (USGS)進行為期一個

月的研習 (同行者另有現任環工組費立沅組

長 )。主要任務為學習新興的水文地質調查技

術，並以工程角度，探討地表地下水文循環對

施工過程的影響。當時美國的水資源與地質調

查，已率先整合地表水與地下水及環境污染傳

輸技術，可謂當時的技術先驅。受惠於先前德

國的交流經驗 (如湧水、坑道排水、點井洩降

問題及水文地質圖製作等 )，賴副座學成返

國，隨後也主導了民國 81 年起為期 17 年的

台灣地區地下水觀測網水文地質調查計畫，以

精進國內該項調查之相關知識與技術。  

三、工作生涯歷程分享 

3.1 從事工程地質的緣由 

自民國 64 年退伍後，即進入工程地質領

域服務，至 96 年從中央地質調查所退休，共

計 32 年公職生涯。退休後賴副座仍繼續擔任

坡審小組及水庫安全評估小組等委員，另擔任

青山工程顧問公司之顧問一職，傳承自身寶貴

經驗回饋社會。  

基於對地球科學與大地工程的好奇心使

然，毅然選擇該領域投入職涯。在進入工程地

質領域後，賴副座經常參加專業審查會議，過

程中學習到如何從基礎的地質概況，提出工程

設計上可能遭遇的問題與後續解決對策研

擬。賴副座指出，審查會常需配合現勘，一切

眼見為憑，讓證據自己說話，道出其形成的過

程及其可能共生的地質現象，進一步推敲其對

工程可能的影響或隱藏的風險。否則不輕易相

信報告所提的結論。再者，由審查中亦可探究

不同領域專家對於問題所反映之邏輯與切入

點。實事求是的精神，相當值得後進學習。  

3.2 不同階段的工作歷程 

3.2.1 十大建設階段 

進入台灣省地質調查所初期，因工作仍多

偏屬煤礦相關業務，且所內人員編制規模亦不

大，較少參與工程地質業務。直至政府推行十

大建設期間，開始進行一系列之國家級基礎建

設後，時逢北迴鐵路 (花蓮站至蘇澳新站)建設

需求，沿線里程共 81.6km(包含橋樑 22 座、

隧道 16 座 )。因緣際會下，賴副座參與了國科

會計畫 (現為科技部 )，始投入鐵道沿線地質調

查 (民國 62 年 )，在現勘過程中曾遭遇數次隧

道坍塌，逐漸瞭解到坑道內木支撐工法之不

足，即便工程建設艱難，該路線仍於民國 79

年順利完成全線通車。後續年間，賴副座更參

與了後續東線鐵路 (花蓮至台東 )拓寬工程規

劃的地質調查，用雙腳逐一探查沿線山河險

阻，一步一腳印的方式記錄著工程規劃所需的

各項地質概況。  

有了十大建設的成功經驗，民國 69 年

間，十二大建設亦如火如荼地展開。南迴鐵路

草創之初 (枋寮至台東，共計 98.2km，共 14

站 )，賴副座也奉派投入前兩階段的全線地質

勘查工作 (來義 -太麻里段、來義 -金崙段；照片

四 )，早期的選線規劃，原擬從屏東縣來義鄉

深入東部，後來因種種窒礙難行的工程因素；

如太麻里溪上游大規模山崩與土石流災害，致

使原路線無法再進行，而一再南遷。最終，易

於施工且短工期方案勝出，即目前取道枋山線

至台東之南迴鐵道路線。最終南迴鐵路於民國

80 年完工，為台灣環島鐵道完成最後一塊拼

圖。訪談中，賴副座也特別提到南迴鐵路因岩

覆深度常大於 2,000m，致使施工過程中可能

遭遇岩爆，無法克服，是本路線與北迴線最大

之不同點。  

此外，賴副座也在新中橫公路 (東埔-塔塔

加 )以及阿里山公路 (嘉義 -塔塔加 )規劃的地質

探勘，貢獻了不少心力，至今腦海中仍深植不

少有趣的回憶，如在山旅踏勘工程廊道的日

子，初與原住民嚮導及挑夫接觸，開啟了其對

於各族原住民習性與文化的瞭解。某次南迴鐵

路踏勘行經屏東縣來義山區時，原住民嚮導因

怕逾越祖靈地範圍，遂止步不前，踏勘隊只好

引領向前，搜尋廢棄數十年的獵徑，證明給原

民看，始得繼續前進勘查路線。反諷地是，搜

尋方法却是學習自原住民，隨手砍切小樹苗或

樹皮，其復建舊痕跡的判釋。此觀念與美國印

地安族足跡追蹤師所採用的方法頗為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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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副座稱其於歷次野外踏勘中，也逐漸體會了

原住民社會資源共享的優點。由於山區資源經

常性匱乏，許多構築在稜線上的獵寮或山屋，

並無族群地域之分，而是每個獵者皆將行程所

需伙食背上山，炊煮或食用不完的則藏於獵寮

內，以供後來者進駐山屋時，可以延續使用。

在某趟從金崙返回來義的五天勘查工作中，賴

副座也見識了原住民樂天知命的精神，工作結

束即使花光了薪餉盤纏，其過人的體力與豐富

的經驗也足以讓他們安全步行返回部落。此與

現在山區產業道路 (或林道 )發達的當下相

比，早期野外調查地質的確是件苦差事，高山

住宿環境條件普遍不佳，但為完成任務，野外

出差 10 天至一個月是家常便飯。工作團隊甚

至包含醫生、警察，隊員數最多曾高達 38 人

(中橫公路東埔 -玉里段地質勘察；照片五)，連

同僱工隊伍超過百人。浩浩蕩蕩的團隊出行

後，團員體力總在第三天後見真章，體力好的

夥伴早餐愈吃愈多，反之，因體力和受高山影

響的則食不下嚥。勘查隊伍前後腳程相差    

3 小時幾乎成了每日的工作常態，白晝偶遇山

嵐輕煙或雨如急箭，到了夜晚則又星夜滿天。

也難怪賴副座猶記他第一次準備高山野外踏

勘時，時任畢慶昌所長於行前召集出差同仁，

但叮嚀的事項全非地質專業，而是提點同仁要

如何學習過大山，並學習保有一顆敬重大自然

的心。  

3.2.2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中央地質調查所早期以傳統地質為主要

業務，應用地質屬次要業務，在這段漫長的工

作經歷中，賴副座印象較深刻的工作包含臺灣

地區坡地社區工程地質調查暨探勘、陸上砂石

資源調查、臺北盆地地下地質調查、美濃水庫

地質問題論證及地質法草創之研擬。  

由於台灣一年砂石需求量約 1 億 m3，砂

石傳統上採自河川，但過度開採導致河床下

切，危及河堤與橋樑安全，因此各河川陸續管

制，甚至禁採，目前僅依賴濁水溪、蘭陽溪與

花蓮地區。為此，地調所進行了為期六年的陸

上砂石資源調查計畫，以了解台灣地區路上砂

石資源分布狀況及可用碎石母岩的蘊藏。  

民國 88 年 921 地震後，九份二山崩塌造  

 
照片二  賴副座於雲南玉龍雪山之留影 

 
照片三  賴副座於紐西蘭笨豬跳橋之英姿 

 
照片四  太麻里溪介達踏勘 (左四為賴典章副座，

張徽正攝，1976.3.21) 

 
照片五  東埔玉里新中橫踏勘  (八通關，張徽正

攝，19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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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堰塞湖，主管機關因缺乏處理大型水利工程

的經驗和居民為保留湖以發展觀光的壓力，遲

遲未處理。賴副座眼見崩積堰體已開始掏刷滲

漏，為避免發生潰壩災難，與台大地質系     

賈儀平教授共同為文，呼籲緊急處理。終獲

921 重建委員會召集緊急處置專家會議，以共

思安全穩定洩洪之道。經充分討論後，決定開

挖一人工渠道排洪 (照片七 )，降低湖水位 8 公

尺，控制蓄水體積降至原量體的 1/4，成功地

避免震後堰塞湖可能潰壩，造成二次土砂災害

對下游保全對象之衝擊。  

林肯大郡順向坡滑動災難發生後，賴副座

有鑑於國內土地開發與使用的權屬關係複

雜，地錨的維護與處理困難。在地質論壇會議

上，曾創議禁止私領域的坡地開發工程使用地

錨。當時未獲回應。數年後，在另一次地質論

壇上，地錨問題被提及，賴副座再度重聲當年

的呼籲。此次有時任台北縣工務局長的吳澤成

先生在座，回去後要局裡研究對策，但因法規

無限制之規定，所以研擬出需區分暫時與永久

地錨的辦法，屬永久地錨者要保留足夠的維護

空間並需結構外審。由於限制增加，審查期變

長，相對成本增高，終使開發者使用其他較安

全可控制的工法，避免類似林肯大郡不安全的

地雷擴散。  

賴副座也投入了台北盆地地下地質與工

程環境計畫，針對臺北盆地(淡水河流域)進行

一系列地質鑽探、地物測勘、地下水監測試驗

及岩心地質力學研究等，以釐清臺北盆地地下

水資源及地盤下陷問題，本研究也確實提供了

日後大台北地區住宅耐震規範制定及工程建

設 (如捷運興建 )之重要基礎資料。賴副座認為

參與該計畫的最大收穫，就是更清楚地知悉地

質工作成果，必須朝向可量化的目標邁進，許

多規範上有時無法提供所有的解答，身為地質

人需具備自己的專業，才能正確判斷思考每個

地質參數背後的真實意義。  

美濃水庫的地質問題論證問題，也是賴副

座公職生涯的重要事蹟，當時僅有 29 戶居民

反對興建，而政府也已編列預算，卻因行政上

缺乏積極作為而耽誤，其後又因環保團體的抗

爭，導致水庫周邊地質問題(廣林斷層 )被放大

作為反對興建的理由。地調所於是受命協助進  

 
照片六  賴典章副座於地調所工作剪影 

 
照片七  九份二山人工開挖導排渠道(2004.8.30) 

 
照片八  湖山水庫截水牆缺漏的工程問題現勘 

 
照片九  林朝宗所長於賴典章副座生日贈禮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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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地質論證，最後透過補充調查與問題釐清，

證明其非為區域斷層 (向斜構造 )。比較可惜的

是，在當時政治環境氛圍下，錯失了問題解決

的先機，最後美濃水庫興建一案終淹沒於口水

中。無獨有偶，湖山水庫興建期間也出現了不

少反對聲浪，施工過程也面臨開挖後發現截水

牆不連續問題 (照片八 )。所幸賴副座適時地以

現場地質露頭，提供專業解說，才使民眾放

心，協助政府解決爭議。賴副座也進一步點出

國內部份大地工程，常為了檢驗而施作鑽探，

其衍生之潛在弱面，可能為日後埋下更多不利

因素，需審慎為之。  

近年來，地質法的催生可以說是賴副座在

地質調查所服務期間，最重要也是花費最多心

力的貢獻之一。賴副座對於法規面的嫻熟，源

自於文官行政法相關課程訓練與德國交流期

間的切身感受，其認為地質法的草創只是尋求

地質知識進入土地利用合理管理的一個過

程，而非最終目的。在權責分工上，基本地質

調查，屬於基礎資料蒐集，應由政府機關統籌

辦理；而基地地質調查，則為開發應用，應責

成開發者詳細調查，進行規劃。立法時必須清

楚界定要保護的價值。手段則是授於權利或課

以義務，在權利與義務之間，則要仔細衡量其

合理性與可行性。而目前地質敏感區之劃定與

公告，與基地地質調查與評估辦法間，合理性

上都有所不足，原因在立法者思維上仍停留在

敏感因素調查上，而非著眼在基地開發安全管

理上。致於可行性上，活動斷層與山崩敏感區

較無問題，因有其他法規可以銜接；地下水補

注敏感區也已確認擬保護對象之質與量（現行

版本設定為 60%），得以與其他法規銜接，

但調查方面，卻出現過度課以人民義務的失衡

情形；至於地質遺跡敏感區則仍存在諸多議

題，如何銜接？尚待釐清。賴副座也進一步坦

言，地質敏感區之公開圖資，地調所並非僅只

於簡單的對外公告，對於法律實際可操作的各

項配套措施，所內同仁也應戮力思考，企盼該

圖資在未來的應用面能更臻完善。  

四、深刻體驗與特殊經歷 

賴副座回憶過往參與水庫興建之調查踏

勘時，指出一座水庫之規劃與興建因事涉環境

影響評估，很大一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溝通與協

調，而非實質的工程專業。故工程人心態必須

隨時調整心態，以迎合所遭遇之不同問題，甚

至調整既往熟悉的解決方法，以求在環評議題

包山包海的狀況下，從中尋求環境與工程互利

共生的平衡點。換言之，即工程人的思維不應

再拘限於「人定勝天」的舊觀念，而必需從環

境與人之間，獲取和諧雙贏的共處之道。  

五、鼓勵後進、展望未來 

從事本業以來，賴副座時常自問能為社會

做些什麼？如何讓自己在專長領域中持續前

進？此外深受學佛後的信仰與轉念，賴副座認

為不論身處何種行業，都應該秉持著只問耕耘

不問收穫的想法，多貢獻自我，成就他人，實

踐利他精神。專業領域上需說服他人時，也應

善用溝通技巧，更應以同理心，了解對方的疑

慮，尋求能共同接受的解決之道。  

談到大地工程的發展，賴副座認為大地

工程為一切建設的基礎產業，未來大方向應

在與環境整合的永續經營的思維與技術上精

進。成熟的社會維護工作十分重要。尤其是

對於重要設施的長期監測與維護上，臺灣仍

有很大進步空間。近年來核電議題持續升溫

下，核廢料的最終處置也是萬眾矚目的焦

點，更是執政當局無可避免，更不應該閃避

的持續長期課題。受限於國際環境，核廢料

輸出已不切實際，如何在核後端基金資源有

限的情況下，嚴謹地檢討每一項規劃與降低

對環境肇生之衝擊，是可見未來大地工程領

域從業人員，需積極面對的課題。  

對後進的勉勵，賴副座建議在資訊科技瞬

息萬變的環境下，年輕一輩的工程師除專精於

各項電腦程式模擬外，更應從專業認知的基本

面紮根、配合工作實務上的經驗累績，充實本

職學能。除此之外，當前地工相關領域工作，

時空背景已與過去大相逕庭，單一專長知識難

以滿足地工專業人員所需面對的挑戰，因此年

輕人應於公忙之餘，多多學習涉獵跨領域整合

新知 (如地質、土木、工程、環境、防災、地

理資訊系統甚至社會與法規等多面向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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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才能迎接日後更嚴峻的挑戰。  

對大地工程的建言與期許，賴副座提到

目前國內的重大基礎新建工程已達飽和狀

態，如台灣經濟起飛時期般的大型的工程設

施，已逐漸邁向尾聲，如何在既有工程設施的

安全生命週期維護與管理上奉獻心力，例如延

長工程壽命、減緩災害對營運之衝擊等，是未

來從事大地工程領域相關年輕後進可多加思

考的方向。另外，因應台灣特殊的地質環境，

以及未來深開挖的工程構造，對高壓、高溫、

熱水及長時間應力作用下的工程地質環境諸

多議題的研究與技術發展，也需要很多心力與

資源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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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  冀樹勇執行長與賴副座對談(2016.8.4) 

 
照片十一  訪談後合照(冀樹勇執行長(左起)、俞清

瀚董事長、紀宗吉簡任技正、李璟芳

(2016.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