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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建築所薛方杰所長、綠色科技研發中心方治國主任、機電系何正義主任、吳友平副院長、江漢全
院長、環工系劉鎮宗主任、綠色科技學程碩士在職專班歐陽慧濤主任、土木系鄭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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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吳友平副院長、劉秀珠小姐、江漢全院長。
後排左起：黃國興先生、江品增同學、吳柏翰同學、陳韋凱同學、余忠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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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沿革
本院於 92 學年度本校改制為大學時成立，成立以來，歷經多次整合及調整。最初設有六個系
和一個獨立研究所：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環境工程學系、電
子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及建築研究所；95 學年度增設資訊工程研究所，併同電子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與資訊工程研究所成立電機資訊學院；95 學年度建築研究所更名為建築與永續規劃
研究所，機械工程學系改名為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迄今，本院設有四個系和一個獨立研究所：土
木工程學系 ( 所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 所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 所 )、環境工程學系 ( 所 )
及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另設綠色科技學程碩士在職專班及院級「綠色科技研發中心」，以推動
再生能源與綠色環境等相關綠色科技教學及研究。同時成立「永續發展中心」，從事有關防災科技
與地球永續發展的研究。

學院理念
以綠色科技為教學特色，包含：綠色能源、綠色技術及綠色材料，活絡產學交流，培訓務實且
具有學術、產業應用服務及國際觀的人才，成為東部地區亮點工程學院。

教育目標
本院的教育目標共八項，大學部的教育目標有三：
1. 培育具全方位觀的專業工程人才。
2. 培育具人文素養、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的工程人才。
3. 培育具主動積極與團隊合作等健全人格特質的工程人才。
研究所的教育目標，除了上述三項外，還包括：
4. 培育具獨立思考與研究發展能力之人才。
5. 培育具有前瞻性與國際性視野，以及持續自我成長之人才。
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專班的教育目標，除了上述五項目標外，另含下列 6.7.8 等項：
6. 具獨立思考和研發能力的綠色科技工程人才。
7. 具前瞻與國際觀並持續自我成長的綠色科技工程人才。
8. 具創新能力的綠色科技專業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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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1. 為提昇學生國際視野，將世界知名大學學風帶入校園，於 108 年 3 月 7~12 日邀請馬來亞大學 Dr.
Ong Hwai Chyuan、Dr. Ngoh Gek Cheng 及 Dr. Shaliza Binti Ibrahim 三位學者與印度籍 Amaresh Dalal，
Ph.D.、Dr.Vimal Katiyar 二 位 學 者 至 本 校 參 訪；108 年 3 月 8 日 ( 星 期 五 ) 印 度 籍 Amaresh Dalal，
Ph.D.、Dr.Vimal Katiyar 二位學者在本院演講廳進行全英文講座，本院師生踴躍參與，反應熱絡，獲
益匪淺，也落實「新南向」之國際化目標。
2. 107 年 10 月 9 日馬來西亞臺灣教育文化協會人員蒞院參訪，本院江漢全院長及機械系蔡國忠老師
親自歡迎，江院長除致上歡迎外更談到：「工學院致力於綠色科技教學目標，更積極朝向國際化
努力，理論與實務結合，教學重視實作成效，鼓勵研究成果轉化為產品，務求畢業即就業的招生
目標邁進。」
3. 107 年 7 月 19 日西班牙學者 Miguel A. Bañares， Research Professor， CSIC ( 西班牙國家研究院 ) ； M.
Olga Guerrero-Pérez，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alaga ( 西班牙馬拉加大學 ) 一行人蒞臨本院學
術交流，為本院帶來新生代、新亮點、新價值並為師生帶來接軌世界的典範。
4. 107 年 5 月 9 日煙台大學張主任率團蒞院參訪交流及座談，由江院長漢全、程國際長安邦共同接待，
本院與煙台大學有密切的交流關係，在座談中，雙方交換了許多學術與人才培育方面的意見，也
對後續往來等取得更多面向共識，最後更共同期許未來師生交流永續，一起為建構互利的關係而
努力。
5. 107 年 1 月 9 日廢水轉能源台印合作升級：本校機電系王金燦教授、明志科技大學教授章哲寰、
台北科技大學教授王丞浩與印度籍助理教授譚歌芙（Sangeetha Thangavel）及逢甲大學助理教授賴
奇厚等人組成的台灣研究團隊，105 年起與畢瓦斯率領的印度團隊合作，執行發展永續新能源合
作計畫。
6. 106 年 12 月 4 日越南胡志明工業大學副校長 Le-Van Tan 率電機工程學院院長 Pham-Trung Kien 等一
行人蒞院參訪交流，並簽訂合作備忘錄，兩院共同為務實交流，以最大的視野點亮未來。
7. 106 年 3 月 20 日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 (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Ngee Ann
Polytechnic) 系主任 Dr Goh Kiow Leng Hedy 帶領師生蒞臨交流。
8. 院級締約學校
江蘇大學環境與安全工程學院
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

簽約日期：108 年 9 月 26 日

簽約日期：106 年 8 月 27 日

西南林業大學材料工程學院

簽約日期：97 年 12 月 3 日、99 年 1 月 27 日

簽約日期：103 年 4 月 16 日

越南胡志明工業大學電機工程學院

簽約日期：106 年 5 月 15 日

工學院

西南林業大學機械與交通學院

簽約日期：103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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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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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七任院長交接大合照 (109.01.20)

江漢全院長榮退 (109.01.20)

化材系薛梓湖老師退休，院長致贈感謝牌 (109.02.01)

工學院第七任院長教育理念座談會 (108.11.20)

菲律賓德拉薩爾大學前副校長
PROFESSOR ALVIN B CULABA， Ph.D. 於校慶綠色科技
成果展及競賽前大合照 (108.05.09)

越南胡志明工業大學教師於工學院大樓前合影
(108.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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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學貴賓與本院教師交流 (108.03.22)

煙台大學張偉主任率團蒞院參訪暨交流（右：江漢全
院長 左：煙台大學張偉主任）(107.05.09)

江漢全院長與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師生合影
(107.07.24)

越南胡志明工業大學教師蒞院參訪 (107.11.13)

北京熱物理與能源工程學會人員蒞院交流 (107.12.05)

第一章

馬來西亞大學暨印度學者與本院教師交流大合照
(108.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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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青年學子科技交流團團員蒞院參訪 (106.11.09)

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代表人員蒞院簽約及交流
(106.08.07)

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人員蒞院交流 (106.03.20)

格上汽車電動車捐贈 (104.03.13)

與印度 vel tech 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 (104.06.26)

上海理工大學劉衛東教授蒞校參訪合影 (104.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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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養護工程處處長廖吳章至本校演
講後與徐輝明院長互贈紀念品 (105.05.04)

徐輝明院長主持歡送黃宏謀院長榮退 (105.06.18)

徐輝明院長接待重慶電子工程學院代表蒞院參訪
(105.06.20)

徐院長接待華僑大學人員蒞院參訪 (105.06.20)

歷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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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土木工程學系 ( 含：原住民專班、碩士班 )

資料提供者：鄭安主任
吳至誠副教授 鄒婕申技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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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吳至誠老師、喻新老師、李洋傑老師、鄭安主任、徐輝明老師、趙紹錚老師、歐陽慧濤老師；
後排左起：鄒婕申技佐、黃成良老師、江啟明老師、崔國強老師、曾浩璽老師、林威廷老師、吳清森老師、
陳桂鴻老師、林晏汝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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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場地設施

結構實驗室──結構學及結構試驗

水力實驗室──流體力學、水利工程

測量實習──儀器操作

營建自動化教室──營建數位設計

土木系公共空間

第一章

大地工程──雪隧鑽掘機教學展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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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沿革
本系源於民國 59 年本校前身「省立宜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所設立之測量科；嗣後隨本校升
格改制而兩度易名，至民國 92 年設置大學部，始定名為「土木工程學系」迄今；民國 93 年增設碩
士班；民國 104 年成立土木工程學系原住民專班，以外加名額單獨招生方式辦理。

設立目標
本系之前身為測量科，對於測量及資訊應用已奠定良好基礎，故利用空間資訊等技術對防災、
管理、永續等之研究極有助益。本系除了延續以培育土木工程建設之基礎人才及具有專業知識與實
務能力之永續工程人才為目標之外，更基於國家社會工程建設之需要，並為提昇東部區域之科技教
育與研究發展而增訂近、長期目標，其要有三：
一、近期目標在於防治地震、颱洪、坡地與海岸線侵蝕等各項災害；長期目標是將東部區域以上各
項災害防治之知識資訊化，建立為防災空間資訊知識庫。
二、為國土資源永續利用相關資訊之研究；長期目標是將東部區域各項國土資源之知識資訊化，建
立為國土資源空間資訊知識庫。
三、因應工程設施之永續經營與管理，積極從事「工程物業管理」等相關研究。

師資專長與研究表現
本系目前專任教師共有 14 位，分別為：教授 5 人、副教授 5 人、助理教授 2 人、講師 2 人。

一、師資與研究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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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計畫









本系教師積極申請各項產、官之研究計畫獎（補）助，包含科技部及其他政府或私人機構計畫，








對國內土木營建產業提供技術知識的卓越貢獻。此外，本系教師曾參與多項整合性計畫，對於宜蘭






地區與國家防災等方案的推動不遺餘力，各年度專案參與情形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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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特色與研究重點
本系教學內容涵蓋「結構工程」、「大地與材料工程」、「水資源工程」、「測量及空間資訊」、
「營建管理」等五大領域。配合完善的教學實驗設備操作，以及加強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培養學生
第一章

成為具有就業競爭力的專業工程師。透過我們的教育方案所培養的專業工程師，為各種工程實務提
供創新的解決方案，並顯著提昇對產業的貢獻。

工學院

◆整合智慧健康與綠色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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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智慧健康科技具有深厚基礎，形成了多元發展的重要資源，本系著重在土木營建工程的
智慧健康層面，進而整合綠色永續理念與創新能力，成為本系的特色。
◆防災科技
為因應台灣發生頻繁的各種天然及人為災害，本系增進學生瞭解各種災害發生之知識及相關評
估與擬定防治對策之能力，培養專業的災害評估與防治人才。
◆數位設計
強調 3D 立體的數位設計教學，使學生整合工程專業知識，再經由電腦輔助繪圖，以三維方式
建構出具有創新思維的工程專業設計內容。
◆工程管理
加強培養學生跨領域的整合管理能力，藉由進度規劃、成本控制與品質管理等方法與工具的課
程教學，使學生於職場中勝任工程管理職務。

教學成果
一、土木系特色課程
( 一 ) 工程概論
不僅提供一年級新生認識土木工程學系，且透過各組教授針對各項專業做一簡介，讓學生對於
土木工程有初步了解，課程後半段安排紙橋競賽活動，學生在未具備土木的專業知識下，以「紙」
為材料，嘗試採用各種方法製作紙橋。於期末時各組學生製作之紙橋，以萬能試驗機量測各組紙橋
之承載重量，引發學生對不同設計結構之紙橋與承載重量之差異的學習動機，經由分組進行紙橋的
設計與製作過程，實際體驗結構元件與結構力學之原理，並增進規劃管理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 二 ) 專題研究
學生須於大三修習必修專題研究課程，利用一、二年級累積的基礎課程能力，選擇有興趣之領
域進行專題研究，透過指導老師的引導及帶領，學生可以整合自己所學的知識，應用於專題研究課
程中。於不同專業領域中，其專題研究內容包括基礎研究的深探，以及專業性的實作案例課題。於
大三下學期期間，本系定期舉辦專題成果展，用以考核學生的研究潛能、實作技能培育，以及評估
第一章

是否符合系上所訂定之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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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校外實習
積極與業界合作，逐步增加媒合校外實習的機會。為培育產業所需人才，106 年暑期安排 2 名
學生赴越南進行海外實習，提昇學以致用、產學合作與企業實習之新契機，並與宜興預拌混凝土股
份有限公司，依照雙方實際資源應用及產業需求，簽訂校外實習課程合作備忘錄且安排 10 位學生
前往暑期實習，培養職場所需之專業能力及結合專業實習與職場體驗。107 年暑期實習合作的企業
及公家機關有 9 間，媒合學生達 15 人，透過資深工程人員與現地施工人員之經驗交流，進行職場
體驗並累積實務經驗。

二、具體做法與成效
( 一 ) 專題研究
本系教師與大學部學生積極努力於專題製作，更在設立碩士班後，指導研究生於相關研討會中
發表論文。

( 二 ) 地方研究
本系的研究方向與內容多以解決地方型相關問題與善用自身專長為主，以積極發展相關研究，
例如：宜蘭縣土壤液化圖資建置 (107~108 年 )、宜蘭縣防災救災相關計畫 (89 年迄今 )、地方永續
發展相關策略 (93 年迄今 )、河堤監測 (92 年迄今 )、地下水監測 (100 年迄今 )、空間資訊應用與
室內空間品質研究 (88 年迄今 ) 等。本系已掌握大多數宜蘭縣區域內之防災研究計畫及基礎資料。

( 三 ) 推廣教育
本系近年之推廣教育多以空間資訊應用、公共工程管理為主，以自身專長滿足地方及業界需
求，配合工學院綠色科技碩士在職專班授課，為地方人士進修需求開設水土保持工程等教育訓練課
程，以服務地方人士。104 年開始開設測量證照輔導課程，透過此課程讓學生對於考取測量丙級證
照能有更多的意願與嘗試。

( 四 ) 資訊能力
第一章

學生一年級修習計算機程式後，其後之工程數學加入電腦實習時數及往後修習之專業科目融入
應用設計、整合與電腦解題題目，增加學生理解及電腦計算解題之迅速與強大功能，促進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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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實務演練
自創系以來逐步成立五個必修：結構、大地、材料，流力與測量的實驗課程，期望由實務的實
驗課程幫助學生加速理論的理解。

三、競賽成果
( 一 ) 亞洲鋼橋競賽
這項比賽源自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 (ASCE) 與美國鋼結構學會 (AISC)，95 年起首度於亞洲開辦，
在日本、泰國和台灣等地輪流舉辦，本系自 106 年至 108 年皆參賽，主要目的為激發學生創意，
將理論與實務結合，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增加學生未來的國際移動力。
106 年 8 月 14 日 ~18 日 於 中 央 大 學 舉 辦 的「 第 十 屆 亞 洲 鋼 橋 競 賽 / 10th Asia Steel Bridge
Competition」活動，本系共計 9 位學生參賽。107 年 5 月 29 日至 5 月 31 日，由林威廷老師率隊至
泰國參加第十一屆亞洲鋼橋競賽，參與學生有 7 位。2019 亞洲盃鋼橋競賽於 108 年 8 月 24 日至 8
月 26 日於印尼 University BRAWIJAYA 舉行，共計：印尼、泰國、越南、蒙古、日本及台灣等 6 國 16
隊參賽，本系 7 位學生以彩虹為概念，設計出一座跨距 450 公分、寬度 66 公分之鋼橋，由於外觀
造型比例得宜、色彩配置鮮明、作工細緻，比賽過程中獲得評審青睞，脫穎而出，榮獲造型獎第 1
名的佳績。

( 二 ) 抗震盃國際邀請賽
每年由土木系李洋傑老師帶領學生參加抗震盃地震工程模型國際競賽，希望藉此競賽推廣地震
工程防災教育，鼓勵學生藉由參與科學競賽而激發創造力，並提供國內年輕學子與各國精英同台競
技的機會，提昇我國年輕一代的國際視野與專業能力。地震工程模型以強柱若樑的觀念設計，強化
柱，接著考慮效率比，以及材料用量，於最後三層縮小柱斷面，減輕其重量，再以棉繩綁住節點輔
以加強。

( 三 ) 證照輔導
加強輔導證照基礎學理、儀器操作技巧等學、術科技能，並安排已考取證照或準備考試中之學
長、學姊擔任教學助理協助輔導教學且提供個人經驗分享交流。每年輔導測量證照考試通過率為
第一章

7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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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鼓勵教師與學生參加各項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級競賽、學術訪問團、參與國際實習等活動，
與各國家的專業人士進行交流，並邀請國際學者至系上進行專題演講，瞭解相關產業不同領域的研
究方向，增進師生國際視野及了解目前國際趨勢與脈動，也提醒學生語言的重要性。
本系從 99 學年度開始接受國際交換生，至今每學期平均有 2 位以上學生來訪，系上會依學生
的年級及專業，安排教師為專任指導老師，協助解決交換生在宜蘭的生活及課業問題；目前交換生
多數來自中國大陸，系上不定期安排交換生介紹自己的家鄉風俗民情，讓師生認識不一樣的中國大
陸。學期中透過與交換生在課堂上的互動，見識到陸生在專業學習上的熱情與努力，亦增進本地學
生對於學習的積極性。除了國際交換生來交流，近年來系上學生也積極參與交換活動，透過學校赴
境外交換機制，到境外研習土木相關專業，拓展國際視野，增進國際交流。
國際交流辦理情形如下：

一、印度移地共學計畫
107 年 2 月 1 日土木系吳至誠主任帶領 8 名學生，前往印度理工學院坎普爾分校參與遙感探測
( 微學分 ) 課程：移地共學計畫，全程共計 11 天，採由雙方教師英文授課，透過不同文化與生態的
交融學習，除了建構其多元國際移動能力外，也跳脫常規的學校教育行為，增進文化交流與成長。

二、泰國亞洲理工學院專題研究
106 年 2 月 23 日泰國亞洲理工學院 2 位學生蒞校進行一個月短期學術交流，進行測量專業相
關課程研究學習及參與系上碩士班專題討論課，學生收穫豐富。同年 7 月泰國亞洲理工大學邀請系
上安排學生至該校進行短期學術交流，透過雙方學生的交流學習，增進學生的國際觀，亦促進兩校
間情誼。
107 年 7 月 10 日，5 位學生前往泰國亞洲理工學院遙測與地理資訊系統學系進行專題研究，
共計 31 日，指導教授為 Tripathi 博士；泰國與台灣擁有地緣上的鄰近性，此次交流除了提高本校國
際能見度外，藉由本系學生與外籍學生有更多交流與互動機會，亦提昇本系學生國際化程度，增進
國際視野及了解目前國際趨勢與脈動。

三、ETA 英文交流
第一章

系上於 106~107 年辦理 ｢ 英語聊天角落活動 ｣，與美國教育基金會派來台灣的英語教學助理 (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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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aching Assistants) 合作，邀請 ETA 外籍教學助理至系上擔任英語聊天角落活動的教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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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自助餐會的模式，鼓勵學生與 ETA 們聊天，在輕鬆的對話過程中，降低學生對於語言的恐懼，
且因 ETA 來自不同的國家，於活動現場與學生分享不同國家的風俗民情，增進學生的國際視野。

系所友楷模
⨶ⴲⵤ

⢑⋋

䄷㩈ノ⫯⊈ᵉ崝
䏥偞
⻡⛲䦸㉧⤎⭟✆㜏ⷌ䧲䳢⊐䏭㕀㍯
䵺㭞



佬㗵

 ⹛㰛✆ῄ㋨⭟⠘⹛⺍媽㕮䌵
 ⹛⤎✗ⷌ䧲⭟㛪⍁⣒媽㕮䌵
 ⹛堳㔦晉⛲䦸㛪䢐⣒媽㕮䌵
 ⹛Ḕ⛲✆㜏㰛∐ⷌ䧲⭟㛪ὃ媽㕮
 ⹛Ḕ⛲䤍↝ⷌ䧲⭟㛪䤍↝媽㕮䌵
䏥偞
朹ⱘⷌ䧲桎┶㛰昷⅓⏟⤎✗惏䵺䏭 
䵺㭞



檿㌖媇

 ⹛⤎✗ⷌ䧲㉧⸒⯯㉧檿俪
Ḕ取㯸⛲㉧僤㪉⮁ⷌ䧲㸓憶䔙ṀḀ䴁
⛲䪲⮃嘔徙ⷌ⯯䦸⭟㠈  ⹛䕉㥔⮃ℰ˚䯋⭟˚⊂堳䌵䫇
⛲䪲⮃嘔徙ⷌ⯯䦸⭟㠈  ⹛䕉㥔上敞䌵
䏥偞
⛲䪲⮃嘔⤎⭟㰟乳䙣ⰼḔ⾪⟞堳敞
䵺㭞



晚㝥朽

 ⹛Ḕ取✗䏭岮姱⭟㛪䟻姵㛪㛧䙣塏媽㕮
 ⹛Ḕ取✗䏭岮姱⭟㛪䟻姵㛪㛧䙣塏媽㕮
 ⹛⛲䪲⮃嘔㉧堺⭟晉⅏⛲⤎⯯ℑ䦧朹⹛Ị塏
 ⹛⛲䪲⮃嘔㉧堺⭟晉䬓  Ⱝ⭟䔆㴢⊼Ḕ⾪两Ṳ
䏥偞
⛲䪲⮃嘔⤎⭟两⋀嘼䇆丼䴫䴫敞
䵺㭞



晚⁸

 ⹛ⅎ㔦惏䇆⻡余怺巖俪娼⦻Ⓢ
 ⹛a徫ằ㰟乳䙣ⰼ⭟㛪 䛊Ṳ

第一章

a ⹛劘哕上˚⮃嘔上㰛✆ῄ㋨⯐㟌⦻Ⓢ

工學院

a ⹛㰟乳䙣ⰼ⭟㛪䏭Ṳ
䏥偞
嗮㾚掕⅓㈧⻡娔媙媙敞


㴑㕮姧

䵺㭞

1.1

土木工程學系 ( 含原住民專班、碩士班 )

䈔⎽䣨㺑惰䍙恟  ⹛ẋ态惏妧ℰⰧ娼恟䂡ǥ⏗䁊⌨⤎妧ℰ⯶➵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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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䪲⮃嘔㉧堺⭟晉䬓  Ⱝ⭟䔆㴢⊼Ḕ⾪两Ṳ
䏥偞
⛲䪲⮃嘔⤎⭟两⋀嘼䇆丼䴫䴫敞
䵺㭞


晚⁸

 ⹛ⅎ㔦惏䇆⻡余怺巖俪娼⦻Ⓢ
a ⹛劘哕上˚⮃嘔上㰛✆ῄ㋨⯐㟌⦻Ⓢ
 ⹛a徫ằ㰟乳䙣ⰼ⭟㛪 䛊Ṳ

⨶ⴲⵤ

⢑⋋

a ⹛㰟乳䙣ⰼ⭟㛪䏭Ṳ

䄷㩈ノ⫯⊈ᵉ崝

䏥偞
⻡⛲䦸㉧⤎⭟✆㜏ⷌ䧲䳢⊐䏭㕀㍯
嗮㾚掕⅓㈧⻡娔媙媙敞


㴑㕮姧



佬㗵

䵺㭞

⹛㰛✆ῄ㋨⭟⠘⹛⺍媽㕮䌵
䈔⎽䣨㺑惰䍙恟
 ⹛ẋ态惏妧ℰⰧ娼恟䂡ǥ⏗䁊⌨⤎妧ℰ⯶➵Ǧ

⹛⤎✗ⷌ䧲⭟㛪⍁⣒媽㕮䌵
䈔⎽䣨㺑惰䍙⽾
 ⹛偖⏯⛲䒗⡪奶≪余ǥ ⛲暂⮃Ⱜ➵ⷩ⤎㛪Ǧ劘⛹➵ⷩ扬
 ⹛堳㔦晉⛲䦸㛪䢐⣒媽㕮䌵
峑䌵
 ⹛Ḕ⛲✆㜏㰛∐ⷌ䧲⭟㛪ὃ媽㕮
䏥偞



嬄⾅⛲

 ⹛Ḕ⛲䤍↝ⷌ䧲⭟㛪䤍↝媽㕮䌵
⏗䁊᷽㛍ⷌ䧲桎┶傈Ụ㛰昷⅓⏟㭊ⷌ䧲⸒
䏥偞
䵺㭞
朹ⱘⷌ䧲桎┶㛰昷⅓⏟⤎✗惏䵺䏭


⹛⅓巖㸓憶凮曢免姯䭾Ə嬄㭊⹚嬄㔦⭰嬄⾅⛲䷏吾Ə䦸㉧⛲㛟䙣堳䔙䴁ⷌ

䵺㭞
䧲㸓憶㉧堺⣒



檿㌖媇

䏥偞

⹛⤎✗ⷌ䧲㉧⸒⯯㉧檿俪
㥔凯䒗⡪䦸㉧傈Ụ㛰昷⅓⏟⯯㠯䵺䏭
Ḕ取㯸⛲㉧僤㪉⮁ⷌ䧲㸓憶䔙ṀḀ䴁
䵺㭞
⛲䪲⮃嘔徙ⷌ⯯䦸⭟㠈
 ⹛䕉㥔⮃ℰ˚䯋⭟˚⊂堳䌵䫇
 ⛲䪲Ḕ⤕⤎⭟✗䏪䦸⭟晉晉敞䌵
⛲䪲⮃嘔徙ⷌ⯯䦸⭟㠈
 ⹛䕉㥔上敞䌵



⭲䝦⓷

˚$*8)DOO0HHWLQJ ᷱ⏗䙣塏䟻䩝ㇷ㞃
䏥偞
 ⏗䁊ṳ㰎⋽䢚㌼䍙˚⯨⬿凮ⅴ∐䔏⛲暂䟻姵㛪㵞⠘媽㕮ὃ
⛲䪲⮃嘔⤎⭟㰟乳䙣ⰼḔ⾪⟞堳敞
 䬓  Ⱝ㰛∐ⷌ䧲䟻姵㛪⭟䔆媽㕮ὃ
䵺㭞



晚㝥朽


⅏⛲ℑ䦧⤎⯯朹⹛

⹛Ḕ取✗䏭岮姱⭟㛪䟻姵㛪㛧䙣塏媽㕮

岈⛿㲼ạ⏗⋾ⷩᷪ㘆徙䔗㰛∐䟻䩝䙣ⰼ⟡憸㛪䌵⭟憸

⹛Ḕ取✗䏭岮姱⭟㛪䟻姵㛪㛧䙣塏媽㕮
䏥偞

⹛⛲䪲⮃嘔㉧堺⭟晉⅏⛲⤎⯯ℑ䦧朹⹛Ị塏
ⅎ㔦惏⻡䮰䟻䩝㈧䟻䙣㛦Ị⽠䟻䩝Ⓢ

⹛⛲䪲⮃嘔㉧堺⭟晉䬓  Ⱝ⭟䔆㴢⊼Ḕ⾪两Ṳ



惹〄⭮

䵺㭞
䏥偞
 ⹛䬓ᷰⰭ⅐ⲟ⛂✗檿凯僤㷞⇄✆⛲暂䟻姵㛪
⛲䪲⮃嘔⤎⭟两⋀嘼䇆丼䴫䴫敞
⛲䪲⮃嘔⤎⭟⻡䮰凮㰟乳奶䕒䟻䩝㈧ǥ䩡敺岮姱䳢䵘Ǧ媙䧲ⅣỢ嬂⸒
䵺㭞



晚⁸

䷏吾⏗䁊㬷䉠Ⅎ⅓⏟
$XWRGHVN&LYLO ὦ䔏㈲ⅱ

⹛ⅎ㔦惏䇆⻡余怺巖俪娼⦻Ⓢ
䏥偞
a
⹛劘哕上˚⮃嘔上㰛✆ῄ㋨⯐㟌⦻Ⓢ
晅⻡娔⅓⏟岇岓ạ

⹛a徫ằ㰟乳䙣ⰼ⭟㛪 䛊Ṳ



⽔Ẩ䅌

䵺㭞 ⹛㰟乳䙣ⰼ⭟㛪䏭Ṳ
a
晅⻡娔⅓⏟≖两䵺䏭
䏥偞
怊乳  ⹛㎷ᾂ⮃嘔⤎⭟✆㜏䳢䌵⊐⭟憸Ə䌵⋜⽳怙˛
嗮㾚掕⅓㈧⻡娔媙媙敞

第一章
工學院

20



㴑㕮姧



㝾䥡テ

䏥偞
䵺㭞
Ḕ滵ⷌ䧲傈Ụ㛰昷⅓⏟䄰㲠䟚⋽ⷌ䧲Ṳ㥔岮㷘ⷌ䧲⸒
䈔⎽䣨㺑惰䍙恟  ⹛ẋ态惏妧ℰⰧ娼恟䂡ǥ⏗䁊⌨⤎妧ℰ⯶➵Ǧ
䵺㭞
䈔⎽䣨㺑惰䍙⽾  ⹛偖⏯⛲䒗⡪奶≪余ǥ ⛲暂⮃Ⱜ➵ⷩ⤎㛪Ǧ劘⛹➵ⷩ扬
Ḕ滵ⷌ䧲傈Ụ㛰昷⅓⏟䄰㲠䟚⋽ⷌ䧲Ṳ㥔ⷌ䧲⸒
峑䌵
⎪凮㳗⛲㌤䮧䟚㲠⅓⏟䔉⒨⒨峑㔠╫䵘⋬ⷌ䧲⎱㲀䂶✗昦㊰
,5,, 8 2 ⎢䓝栟
䏥偞

1.1

䵘⋬ⷌ䧲
⏗䁊᷽㛍ⷌ䧲桎┶傈Ụ㛰昷⅓⏟㭊ⷌ䧲⸒
土木工程學系 ( 含原住民專班、碩士班
)

嬄⾅⛲
䏥偞
䵺㭞



惹〄⭮

 ⹛䬓ᷰⰭ⅐ⲟ⛂✗檿凯僤㷞⇄✆⛲暂䟻姵㛪
⛲䪲⮃嘔⤎⭟⻡䮰凮㰟乳奶䕒䟻䩝㈧ǥ䩡敺岮姱䳢䵘Ǧ媙䧲ⅣỢ嬂⸒

ᣐᆴ३•Ѳᚪፓൣኬ

䷏吾⏗䁊㬷䉠Ⅎ⅓⏟ $XWRGHVN&LYLO ὦ䔏㈲ⅱ
䏥偞
晅⻡娔⅓⏟岇岓ạ


⽔Ẩ䅌

䵺㭞
晅⻡娔⅓⏟≖两䵺䏭

⨶ⴲⵤ

⢑⋋

怊乳  ⹛㎷ᾂ⮃嘔⤎⭟✆㜏䳢䌵⊐⭟憸Ə䌵⋜⽳怙˛
䄷㩈ノ⫯⊈ᵉ崝
䏥偞
Ḕ滵ⷌ䧲傈Ụ㛰昷⅓⏟䄰㲠䟚⋽ⷌ䧲Ṳ㥔岮㷘ⷌ䧲⸒
⻡⛲䦸㉧⤎⭟✆㜏ⷌ䧲䳢⊐䏭㕀㍯



㝾䥡テ



佬㗵

䵺㭞
Ḕ滵ⷌ䧲傈Ụ㛰昷⅓⏟䄰㲠䟚⋽ⷌ䧲Ṳ㥔ⷌ䧲⸒

⹛㰛✆ῄ㋨⭟⠘⹛⺍媽㕮䌵
⎪凮㳗⛲㌤䮧䟚㲠⅓⏟䔉⒨⒨峑㔠╫䵘⋬ⷌ䧲⎱㲀䂶✗昦㊰
,5,, 8 2 ⎢䓝栟

⹛⤎✗ⷌ䧲⭟㛪⍁⣒媽㕮䌵
䵘⋬ⷌ䧲

⹛堳㔦晉⛲䦸㛪䢐⣒媽㕮䌵

⹛Ḕ⛲✆㜏㰛∐ⷌ䧲⭟㛪ὃ媽㕮
䏥偞
 ⹛Ḕ⛲䤍↝ⷌ䧲⭟㛪䤍↝媽㕮䌵
⭶䥌ⷌ䧲桎┶㛰昷⅓⏟㰛✆ῄ㋨㉧⸒



䍲⭶䛟

䵺㭞
䏥偞
⭶䥌ⷌ䧲桎┶㛰昷⅓⏟岇岓ạ
a徫ằ

朹ⱘⷌ䧲桎┶㛰昷⅓⏟⤎✗惏䵺䏭

⏗䁊䛨㰛✆ῄ㋨㉧⸒⅓㛪⮃嘔偖䵈嘼嘼敞
a徫ằ 
䵺㭞



檿㌖媇

⮃嘔上㔦⺃㰛✆ῄ㋨㛴⋀⛿⛿敞
a 
 ⹛⤎✗ⷌ䧲㉧⸒⯯㉧檿俪
Ḕ取㯸⛲㉧僤㪉⮁ⷌ䧲㸓憶䔙ṀḀ䴁
䏥偞
⛲䪲⮃嘔徙ⷌ⯯䦸⭟㠈  ⹛䕉㥔⮃ℰ˚䯋⭟˚⊂堳䌵䫇
⮃嘔上字㛪字Ⓢ



晚洢䦎

⛲䪲⮃嘔徙ⷌ⯯䦸⭟㠈  ⹛䕉㥔上敞䌵
䵺㭞
㖗⎆ⷌ䧲⅓⏟ⷌ✗ḢỢƏ㗌Ṅ䇆怇Ə⭶㙛䇆怇Ə佬㝘掕㯸Ị塏
 ⹛Ə⮃嘔上字Ⓢ
䏥偞

⹛
⛲䪲⮃嘔⤎⭟㰟乳䙣ⰼḔ⾪⟞堳敞
䵺㭞
䏥偞



晚㝥朽



␚⅟⌾

 ⹛Ḕ取✗䏭岮姱⭟㛪䟻姵㛪㛧䙣塏媽㕮
◰侐ⷩ✗㔦Ṳ⋀㈧䬓ṳ媙
㸓憶 媙敞
 ⹛Ḕ取✗䏭岮姱⭟㛪䟻姵㛪㛧䙣塏媽㕮
䵺㭞
 ⹛⛲䪲⮃嘔㉧堺⭟晉⅏⛲⤎⯯ℑ䦧朹⹛Ị塏
⌾㉼上㔦⺃㸓憶晱䳫⃘㸓憶Ⓢ
a 
 ⹛⛲䪲⮃嘔㉧堺⭟晉䬓a
 Ⱝ⭟䔆㴢⊼Ḕ⾪两Ṳ
◰侐ⷩ✗㔦Ṳ⋀㈧㸓憶Ⓢ

◰侐ⷩ✗㔦Ṳ⋀㈧媙敞
a徫ằ 
䏥偞
⛲䪲⮃嘔⤎⭟两⋀嘼䇆丼䴫䴫敞
䏥偞
䵺㭞
ẋ态惏⅓巖两Ⱗ嗮劘⅓巖㔠╫ⷌ䧲嘼⹒ⷌ䧲⏟




晚⁸
䍲㔶㵐

 ⹛ⅎ㔦惏䇆⻡余怺巖俪娼⦻Ⓢ
䵺㭞
a ⹛劘哕上˚⮃嘔上㰛✆ῄ㋨⯐㟌⦻Ⓢ
ẋ态惏凡䁊搜巖䮈䏭Ⱗ凡Ḕⷌ⋀㮜
ⷌ䧲Ⓢ
 ⹛a徫ằ㰟乳䙣ⰼ⭟㛪
劘哕上泚㝾掕⅓㈧
媙敞 䛊Ṳ
a ⹛㰟乳䙣ⰼ⭟㛪䏭Ṳ
劘哕上㔦⺃㕀備嘼
㉧⣒
䏥偞
嗮㾚掕⅓㈧⻡娔媙媙敞
䑅㙆≜㖗䦸㉧㛰昷⅓⏟两䵺䏭

㴑㕮姧



㜵䑅⺔

䵺㭞
䈔⎽䣨㺑惰䍙恟  ⹛ẋ态惏妧ℰⰧ娼恟䂡ǥ⏗䁊⌨⤎妧ℰ⯶➵Ǧ
✆㜏ⷌ䧲凮⤎✗ⷌ䧲㉧⸒
峑䌵  Ⱝ併┭⛲⮝⃧♏⭟堺㮻峤䉠恟䌵
㦕䍙䬓
㦕䍙䬓
䏥偞  Ⱝ⤎✗ⷌ䧲䟻姵㛪ℑ剖媽㕮䌵



嬄⾅⛲

㒨㛰
 柬Ḕ取㯸⛲䙣㗵⯯∐˚ 柬Ḕ取㯸⛲㖗❲⯯∐
⏗䁊᷽㛍ⷌ䧲桎┶傈Ụ㛰昷⅓⏟㭊ⷌ䧲⸒
1.1 土木工程學系 ( 含原住民專班、碩士班 )
䵺㭞
䏥偞

工學院

䈔⎽䣨㺑惰䍙⽾  ⹛偖⏯⛲䒗⡪奶≪余ǥ ⛲暂⮃Ⱜ➵ⷩ⤎㛪Ǧ劘⛹➵ⷩ扬
⏗䁊䛨✆㜏ⷌ䧲㉧⸒⅓㛪⭟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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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侐ⷩ✗㔦Ṳ⋀㈧㸓憶Ⓢ a 
◰侐ⷩ✗㔦Ṳ⋀㈧媙敞 a徫ằ 
䏥偞
ẋ态惏⅓巖两Ⱗ嗮劘⅓巖㔠╫ⷌ䧲嘼⹒ⷌ䧲⏟


䍲㔶㵐

䵺㭞
ẋ态惏凡䁊搜巖䮈䏭Ⱗ凡Ḕⷌ⋀㮜 ⷌ䧲Ⓢ
劘哕上泚㝾掕⅓㈧ 媙敞

⨶ⴲⵤ

⢑⋋

劘哕上㔦⺃㕀備嘼 ㉧⣒

䄷㩈ノ⫯⊈ᵉ崝

䏥偞
䑅㙆≜㖗䦸㉧㛰昷⅓⏟两䵺䏭
⻡⛲䦸㉧⤎⭟✆㜏ⷌ䧲䳢⊐䏭㕀㍯
䵺㭞



㜵䑅⺔
佬㗵

✆㜏ⷌ䧲凮⤎✗ⷌ䧲㉧⸒

⹛㰛✆ῄ㋨⭟⠘⹛⺍媽㕮䌵
⏗䁊䛨✆㜏ⷌ䧲㉧⸒⅓㛪⭟堺⦻Ⓢ

⹛⤎✗ⷌ䧲⭟㛪⍁⣒媽㕮䌵
㦕䍙䬓
 Ⱝ併┭⛲⮝⃧♏⭟堺㮻峤䉠恟䌵

⹛堳㔦晉⛲䦸㛪䢐⣒媽㕮䌵
㦕䍙䬓
 Ⱝ⤎✗ⷌ䧲䟻姵㛪ℑ剖媽㕮䌵
 ⹛Ḕ⛲✆㜏㰛∐ⷌ䧲⭟㛪ὃ媽㕮
㒨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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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學系 ( 含原住民專班、碩士班
)

嬄⾅⛲
䵺㭞

ᣐᆴ३•Ѳᚪፓൣኬ

重要大型活動

系友回娘家 (104.06.06)

土木系李洋傑老師率領學生參加 2016 國際競賽榮獲
耐震獎 (105.09.11)

畢業典禮之時光膠囊活動之吳至誠教授（時任系主
任）與畢業生合影 (106.06.04)

土木系專題競賽成果發表會 (107.05.02)

第一章

土木系校友畢業 30 年同學會 (108.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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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校友彭仁煥董事長 103~108 年連續 6 年捐贈獎
助學金給學弟妹 (106.11.29)

土木系鄭安主任率隊參加 2019 年亞洲盃鋼橋競賽榮
獲設計造型獎第一名 (108.08.26)

歷任系 ( 所 ) 主任
ᶹ⃣

⢑⋋⊈伵䣯

尵壔ⴲ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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