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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慶祝大會 

財團法人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以

下簡稱基金會）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廿

日下午四時至六時，假台北市政大樓中庭舉

辦基金會所屬『地工技術』雜誌創刊廿週年

慶祝茶會，由於基金會歷任董監事和相關工

作同仁之事先精心規劃與週詳準備，茶會會

場當日下午三時在台北市副市長歐晉德博士

（基金會創辦人）之指導協助，以及台北市

政府同仁和基金會董事長李建中博士、秘書

李碧霞、廖美嬌二位小姐之細心佈置下，展

現溫馨的地工迎賓氣氛，在佈滿各界祝賀的

鮮花叢中和各式（類）的地工專業資訊展覽

下，拉開茶會序幕。茶會現場在地工技術贊

助人周功台、梁台北、林廷芳、簡連貴、林

四川、俞清瀚等六位先生之熱誠分工接待

下，分別協助各位與會佳賓完成報到與資料

領取，茶會現場氣氛熱絡、溫馨感人，令每

位參與佳賓，均感受到這場地工饗宴的熱情

和喜悅。  

隨著各界佳賓的陸續抵達會場和各媒體

記者的關切參與，數位在工程界德高望重的

前輩先進和平時僅能在電視媒體見其分身而

難見其本尊的知名政府官員，亦均欣然應邀

與會，其中較令人注目的有台北市長馬英九

先生、副市長歐晉德先生、國立中央大學校

長劉全生博士、中華顧問工程公司董事長許

瑞峰先生、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

事長程禹先生、前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林

崇一和廖慶隆二位局長、高雄市捷運局局長

周禮良先生、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局長鄭

文隆先生、亞新工程顧問公司總經理莫若楫

先生、台灣大學名譽教授洪如江先生及基金  

 
照片一   大會會場全景  

 
照片二   大會工作伙伴  

 
照片三   大會與會貴賓  

 
照片四   地工資料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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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歷任董事 長陳 斗生 先生、胡邵敏先 生、黃

子明先生等 人均 親自蒞臨會 場，為大 會增光

不少，更展現地工永續傳承的活力。  

當日下午四時正，大會在本（六）屆董

事長李建中博士之主持和致詞下，正式展開

『地工技術』雜誌創刊廿週年慶祝茶會，李

董事長首先介紹蒞會貴賓，宣讀國內外各界

賀電（詞），並發佈新聞稿，闡述本基金會

與地工技術雜誌創辦歷程和宗旨為；  

一、結合國內大地工程界具相同理念之

知名學者專家共同贊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地工

專業團體，並以傳承地工技術實務經驗，學

理探討、技術交流和科技新知介紹為主。  

二、提升國內地工技術水準與強化地工

技術在現代化國家重大工程建設所扮演之重

要角色和地位。 

三、拓展地工技術之應用層面和服務範

圍，加強國際與海峽兩岸之地工學（技）術

交流，提升我大地工程界在國際上工程及學

術地位。  

四、引進地工科技新知，成為國內大地

工程界推動地工技術發展之核心，並使大地

工程專業人士的寶貴實務經驗，得以保存、

交流並推廣。  

同時在致詞中期望地工技術之發行不僅

能遍及國內各學術研究機關和公私營工程機

構，更寄望遠及海外華人工程界和大陸工程

界與學術界，並期許在未來的日子裡有更多

相同理念者能繼續參與，共同為推動大地工

程技術而努力，亦期盼國內地工技術經驗能

永續傳承，薪火不斷，大家砥礪互勉，以成

為一個有尊嚴、有專業、有自信、有智慧、

有勇氣接受未來地工新技術考驗的優秀大地

工程師，更期勉大家能共同為地工界『邁開

腳步，勇往向前，許下諾言，贏在明天』，

再見另一個有前瞻願景的廿年。  

繼董事長李建中博士致開幕詞後，台灣

大學洪如江教授與亞新工程顧問（股）公司

莫若楫總經理分別以大會貴賓應邀致詞，洪

教授以『新世紀大地工程文化』為專題，陳

述未來地工界在『捍衛大地的環境與生態』、 

 

 
照片五   貴賓簽名  

 
照片六 基金會創辦人歐副市長歡迎與會佳賓 

 
照片七  李建中董事長致詞 

 
照片八   大會與會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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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工程界的行業文化』及『大地工程師

的個人文化』等層面應有的認知，更期許專

業技師，不能惡鬥，還必須協助發展生物多

樣性，借重動植物力量，一起捍衛大地的環

境與生態。莫總經理則以『地工先驅，再接

再勵』為主軸，肯定地工技術雜誌在這廿年

來不但克服許多艱難，成為國內大地工程界

的權威刊物，而且亦在海峽兩岸大地工程師

心目中建立深刻印像。這些成果，莫總經理

認為均應歸功於基金會歷屆董事長、發行

人、總編輯、各專輯主編、贊助人及專注奉

獻的工作人員。同時亦期勉基金會與『地工

技術』雜誌在今後發展上，更加強兩岸與國

際交流，鼓勵青年大地工程師多參加實務工

作及國際化，將『地工技術』雜誌變成一個

真正國際化，並具有權威性的中文地工專業

刊物。 

二位貴賓致詞後，台北市長馬英九先生

由歐晉德副市長陪同蒞臨大會，並由李建中

董事長躬自誠摯邀請為地工界勉勵致賀詞。

馬市長親臨會場除表示對大會之重視，與恭

賀大會順利成功外，更以風趣感性的言詞謙

沖自己為地工領域的門外漢，但卻因緣際

會，由於必須視察台北市捷運工地等地下化

工程，特別得力於歐晉德副市長之地工專業

共事和李董事長擔任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時之專業訊息提供，方對地工

有更深一層的認知，因而亦成為地工人之一

份子，深獲與會地工界之共鳴認同與掌聲喝

采。隨即在大家深切期盼下，由馬市長帶領

基金會歷任董事長為地工技術廿歲生日慶生

許願後，共同切下生日蛋糕，而在大家惜緣

祝福下達到大會慶祝高潮，令所有與會佳賓

充分感受到『地工界的愛不只是展現，更是

充分的流露』。 

貳、回顧從前 

本基金會創辦人歐副市長晉德博士緊接

於馬市長致詞後，應基金會之盛情邀約而在大

會上，以『理想、決心與行動』為主題，應用

多媒體電腦簡報系統詳述地工技術雜誌的  

 

 
照片九   大會與會貴賓  

 
照片十   貴賓洪如江教授致詞 

 
照片十一   貴賓莫若楫先生致詞  

 
照片十二  台北市長馬英九先生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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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週年回顧。歐副市長自理想的觸動，論及

方向的掌握，細數地工技術廿週年之成長歷

程，從20年前點點滴滴的人事回憶中，看到

當今地工言語花兒的綻放，直到今日地工技

術行為果子的豐收，令與會地工界老中青三

代印象深刻，亦深深體驗活在過去有你的回

憶裡，確實是一種幸福真諦。未來若再帶著

有您的共同參與，則是基金會和地工技術雜

誌最大的期許，從歐副市長的回顧專題中，

確實感受到『愛過方知情重，醉過方知酒濃，

苦過方知心痛』，更可清晰獲知20年來地工

技術所提供的服務和資訊計有；  

一、出版地工技術專輯94期，共登載論

著742篇，作者1453位，行銷國內大陸及海

外。  

二、舉辦40場地工技術座談會，受惠者

超過3000人。 

三、配合出版專輯主題，先後辦理12次

地質之旅，參加人數超過1100人。  

四、發行五冊地工技術叢書，分別為初

等工程地質學大綱（洪如江教授撰著）、海

峽兩岸地工名詞英漢對照（鄭文隆博士編

撰）、工程地質影像（洪如江教授編著）、

樁基工程（胡邵敏博士彙編）及地錨與連續

壁之設計與施工（歐晉德、廖洪鈞、李光雄

編者）等五冊。 

五、辦理海峽兩岸地工技術交流研討會4

次，主辦地分別為北京、台北、西安與上海，

人數達640人。 

六、籌編台灣大地工程發展史。 

七、地工技術贊助人由9人增至90人（10

週年），而到目前之142人（20週年）。 

20年來，地工技術的重大發展與努力耕

耘成果，皆可從歐副市長的20週年回顧內容

中感受而獲知原來人生最極緻的美味竟是回

憶，無論它是辛苦或甜蜜，大家都不盡在意，

但對美麗的過去卻永遠不會忘記，因為這場

永恆的回顧，已不在乎它歷程長短之艱辛困

苦，卻只在乎它精彩內容的真心呵護，以下

就是它的完整紀錄： 

 

 

 
照片十三 李董事長與歐副市長歡迎馬市長蒞臨大會 

 
照片十四  地工技術創刊廿週年生日蛋糕  

 
照片十五 馬市長與歷屆董事長共切慶生蛋糕 

 
照片十六 創辦人歐晉德副市長主講廿週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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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工技術創刊經過歷程和地工界先

賢之付出回憶錄。  

二、自創刊號起各期專輯及合訂本的出

刊現況。  

三、工程界前輩先進每期地工技術專輯

提供的贈言。  

四、歷次地工技術座談會及學（技）術

研討會實景。  

五、完整地工之旅精彩剪影。  

六、辦理國際及海峽兩岸地工學（技）

術交流實況紀錄。  

七、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籌設過程

和每年地工技術贊助人之新春聯誼餐會實

錄。  

八、基金會已發行出版之地工技術叢書

介紹。 

九、歷屆董監事、工作同仁、贊助人與

地工友人之生活點滴實錄。  

如同歐副市長在回顧中所言－『20週年

在人而言，是行成年禮的時刻，從少年而為

成人，成人就要對自己和社會負起更大的責

任』－深信這段話可為今日地工20週年留下

最好的責任和義務詮釋，亦會激起共鳴，確

實人生就是從困境中成長，一時的挫折就當

它是黎明前的黑暗，只要肯咬緊牙關天就會

快亮，您就更不在乎它的辛酸與淒涼，這就

是地工人努力不懈，堅持到底，完成任務的

應有理想。 

董事長李建中博士在歐副市長的回顧演

說後，更以『美好的回憶不會過去，您的努

力不會被忘記，溫馨的人總是會被想起，歐

博士20週年的回顧，才深深發覺原來被記得

是一種幸福』作為聽完回顧後的知性感言，

並致贈歐副市長感謝狀，場面感人溫馨，令

人刻骨銘心。  

參、閉幕茶會 

最後李董事長代表本基金會及『地工技

術』雜誌，衷心感謝20年來熱心支持和鼎力

協助『地工技術』之各界人士，不論是讀者、 

 

 
照片十七 李董事長致謝歐副市長 

 
照片十八  兩岸 (上海 )大地工程學術交流 

 
照片十九 金門地質之旅  

訂戶、作者、專輯主編、廣告廠商、贊助人、

贊助廠商、座談會/講習會主持人及參加者，

以及相關公私營機關代表等，地工技術均因

『昨日有您們的共同參與，才能有今日傲人

的成績，未來更會稟持大家殷切的期許，作

最大的努力』。地工技術創刊20週年慶祝活

動，就在所有與會貴（佳）賓之共同惜緣隨

緣與賀福祝福聲中，以短暫的閉幕茶會聯

誼，圓滿於當日下午六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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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頒獎晚宴 

大會閉幕茶會結束後，地工技術廿週年

籌備會召集人歐晉德副市長與基金會董事長

李建中博士，旋即於當日下午六時卅分假台

北市世貿聯誼社寶石廳共同主持頒獎儀式，

所頒獎項活動計有三類：  

一、最佳論文獎：順向坡之破壞與穩定  

經由基金會編輯委員會對91年地工技

術之論著進行評選後，共同推舉台灣大學洪

如江教授為『91年度地工技術最佳論文獎』

之受獎人，並由李建中董事長頒發洪教授最

佳論文獎後合影留念。  

二、基金會同仁感謝獎：  

由李建中董事長代表基金會特頒感謝獎

牌給前任董事長陳斗生先、黃子明先生、前

秘書姜祖慧小姐、基金會秘書李碧霞小姐和

廖美嬌小姐，感謝他們多年來為地工技術及

基金會所作的無私付出和努力奉獻，更表彰

他們為地工技術延續生命與長留美名。 

 三、廣告廠商感謝獎：  

為表彰20年來贊助地工技術及基金會

各項活動及出版刊物之長期廣告支持，基金

會特準備精緻感謝狀，於當日晚宴前由歐副

市長和李建中董事長共同頒贈該感謝狀給受

獎廠商代表，並合影留念：  

接受本基金會20週年慶祝大會致贈感

謝狀之廠商名錄如下；  

七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中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大誠工程顧問公司  

工研院能資所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聯計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聯爐石處理資源化股份有限公司  

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照片二十  地工技術創刊廿週年慶祝晚宴  

 
照片二十一  晚宴主持人李建中董事長致詞 

 
照片二十二 李董事長致謝前董事長陳斗生先生 

 
照片二十三 李董事長致謝前董事長黃子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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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交泰股份有限公司 

宏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卓氏企業有限公司  

欣揚探勘工程有限公司  

河濱工業有限公司  

金金共鐵工廠有限公司  

青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保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勇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昭凌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海天工程有限公司  

珠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堅尼士工程顧問公司  

陸島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富國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新世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暉毅預力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萬鼎服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廣鎂工程有限公司  

震偉有限公司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  

台灣探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於頒獎儀式結束後，基金會創辦人歐副

市長和李董事長隨即邀請各位受獎人、受獎

廠商代表貴賓、歷屆董事長、董監事、贊助

人、及基金會同仁，共同以『您儂我儂』歡

聚晚宴，相互以『甜蜜蜜』聯誼，在『掌聲

響起』中以『愛拼才會贏』傳承經驗，並期

勉『我只在乎你』的技術交流，共同留影紀

念後於當日下午8時卅分在『友情』聲中互道

珍重再見。 

五五五五、、、、海外飛鴻祝賀海外飛鴻祝賀海外飛鴻祝賀海外飛鴻祝賀 

自本基金會籌辦地工技術創刊20週年慶

祝活動披露後，即蒙世界各地與大陸學術界

和工程界來電（函）祝賀，計有，國際土壤力

學及大地工程學會亞洲區副會長Dr. Fumio 

Tatsuoka及祕書長  Dr. R. N. Taylor， 

 

 

照片二十四  晚宴留影紀念  

 

照片二十五  晚宴留影紀念  

亞 洲 理 工 學 院 榮 譽 教 授 Dr. A. S. 

Balasubramaniam，東南亞大地工程學祕書長 

Dr. Dennes T. Bergado，中國建築業協會深

基礎工程分會理事長許溶烈先生、中國建築業

協會深基礎工程分會副會長王新杰先生、北京

市勘察設計研究院院長沈小克先生、北京城建

設計研究總院總工程師楊秀仁先生、北京建工

集團機械施工公司總工程師忽延泰先生、北京

清華大學土木水利學院院長院長袁駟先生、冶

金工業部建築研究總院地基與地下工程研究

所所長劉波先生、北方交通大學暨中國鐵路工

程總公司教授張彌先生、北方交通大學及中國

工程院院士王夢恕先生、上海市隧道工程軌道

交通設計研究院院長沈秀芳女士、中國科學

院廣洲分院化學所總工程師熊厚金先生、浙

江省建築業協會地下工程公會會長史佩棟先

生等各界賀函（電），逐一收錄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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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會後感言會後感言會後感言會後感言 

沒有履行的諾言，就是空言，地工技術

創刊20週年慶祝活動，就是堅持履行這份20

年前所許下的諾言，雖然每一場筵席都有散

席之時，其中酸甜苦辣各不相同，但身為地

工人永遠不會忘記任何一位與地工技術同甘

共苦的摯友，因為大家都期待在這場喜宴

上，深切品嚐基金會經營地工技術的滿心喜

悅，而個人在這次慶祝活動中，亦看到每一

張笑臉，為地工技術和基金會帶來真心的祝

福。至少這份成就，絕不是神力的催化，而

是每位地工人自信的開發，回顧20年前地工

技術創刊之艱苦，令人不覺感受『昨夜西風

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之悲狀豪情，

而今『走過20年地工風雨路』，也曾在『夢

裡尋他千百度』，但驀然回首，卻已真實感

受到『那人確在燈火闌珊處』，頗有『海闊

天空論英雄，豪情壯志滿心胸』之大氣度，

雖然好與壞只不過是人生的波浪，但如果沒

有這些波浪，地工的人生也就缺少一份激

勵，又那有動能在地工的夢裡尋得自已。塵

世虛名，終有窮盡，地工的『你儂我儂』卻

比什麼都要緊，10週年的『成長』靠的是地

工人的勇氣和毅力，20週年的『成熟』卻需

要地工人的骨氣和志氣，未來30週年的『成

就』就必須靠地工人的鼓勵和努力，因此在

地工的人生際遇裡，大家勝負不計，但求肝

膽相照而已。今日20週年地工技術所擁有，

是所有地工人的成就，絕對勝過難以期待的

天長地久。當然，我們亦不能只知滿足今日

表面上的喜悅，卻永遠看不到昨日背後的辛

酸，20年來的努力，確實是為奠定未來30週

年、40週年…等所作的期許，因為成功的過

程是要靠目標來達成，深信在未來的日子

裡，每位地工人均能將『地工的信念放在眾

人中間』，地工技術與基金會也會使『地工

的智慧走在眾人前面』，這20年的歷史絕不

再只是記載過去的情境，更會是在陳列未來

地工的願景，如此的『地工知識匯集才是力

量，地工技術的提升方是籌碼』，相信只要

邁力地將這份地工夢想和理想種植下去，在

地工領域裡，它必定會自動計算每位地工人

努力而應該擁有的生命週期，絕不敢輕言放

棄，終至敢勇於面對在競爭平台下只有淘汰

者而無弱勢者的地工21世紀。 

七七七七、、、、致謝致謝致謝致謝 

本次地工技術創刊廿週年慶祝活動，承

蒙產官學界的大力支持和熱誠協助，以及致

贈花藍，特此謹向各贊助公私營單位敬致最

高謝意和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