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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名稱 

 

發展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特色計畫 

 

貳、計畫內容 

 

一、計畫背景及現況 

隨著知識不斷創新、科技日益進步加上網路資訊之廣泛應用，人類社會朝

全球化的方向發展是必然的趨勢。任何具競爭力之已開發國家確保其競爭優勢的

做法，不僅需大力投入資源於提升重點科技產業之研發能量，對於相關傳統工業

也需相對輔以更高水準之品質控管要求以及執行效率，才能將經濟實力扎根。而

不論多元社會朝何種方向發展，基礎建設以及相關硬體工程也必須同時在時效、

品質與量產上加以配合，否則任何重大投資將無法獲得效益上的最大發揮。而引

用正確之工程品質檢測以及工業品質檢測措施，便是在提升基礎硬體建設以及厚

實工業產出質量方面，根本且有效的一種作為。 

由於地球氣候及生態的改變，「永續發展」現今已成為全球發展最重要課

題，強調文明發展與環境生態必須共生共存，作為地球村的一員，台灣亦不能自

外於此趨勢，在我國目前的科技、經濟與技術等各方面條件下，政府部門積極推

動節能技術及資源再利用技術的研發。對於國內每年有多達數千多億元的營建材

料產值，若能將這些製品，透過對材料性質的瞭解，設計出符合節能、環保及安

全內涵的建築結構，便是朝此永續發展方向邁進的具體作為。而不論是新式永續

材料研發或是改良傳統建材，皆有賴輔以實用之結構材料檢測技術，此為本計畫

之主要發展技術之一。 

近十餘年以來，政府一直以每年四千億至五千億的預算進行台灣地區的公

共工程建設，舉凡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雪山隧道、捷運等，由於這些工程的影

響層面既深且廣，非但工程的費用鉅大，其施工品質及完工後的管理、使用亦關

係民眾安危福址。土木非破壞檢測技術由於其非破壞的特性，遂成為施工期間的

品質管制以及長期反覆使用後之安全評估的重要工具。非破壞檢測有著經濟、快

速與便利的優點，因此，無論於醫學、造船、鋼鐵、航太工程上，非破壞檢測的

應用已行之有年，反觀於營建相關產業上確鮮少被使用，主要由於土建結構多為

非均質材料，在應用上具有一定的困難度，但近年來，拜檢測技術與儀器的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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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應用適當方法已能用於檢測基樁完整性、混凝土缺陷、地下管線位置..等

土建相關項目，並且獲得相當的成效，此為本計畫之主要發展技術之二。 

台灣地形起伏大，平地面積少，山坡地的面積佔全島總面積 70%以上。此

外，因全島位處地質不穩定地帶上，加上降雨量豐沛而集中，每逢颱風、豪雨來

臨，常形成嚴重的邊坡滑動災害，造成鉅大經濟損失及傷亡。自 921 地震後，

更因劇烈地動造成台灣地區地質更加不穩定，原本震前穩定之山坡地多處於震後

成為潛在發生崩塌之警戒區，因此，除應做好例行水土保持工作外，坡地調查與

監測也是不容忽視的工作。大地震測之非破壞檢測技術為快速有效之地球物理探

勘方法，此為本計畫之主要發展技術之三。 

此外，品質管理在台灣工業發展的過程中向來佔有極重要的地位，隨著台灣

工業界整體發展規模上與方向上的調整，現今品質管理之觀念與技術，被應用在

各種不同的行業的層次較之以往更深更廣。綜觀目前台灣整體經建指標，已朝向

實現亞太營運中心的願景規劃，而各項內需建設亦以實現成為高科技工業島之理

想邁進之中。因此，未來台灣品質管理人才的需求，不論在質或量方面都將大為

提高。熟習並擅用工業品質管理之方法，毫無疑問是新一代工業管理人才所須具

備之基本學能。而參與工業檢測技術創新研發或接受新檢測技術觀念者，更是要

能成為出類拔萃經理人才所不能或缺的訓練之一。因此，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為本

計畫之主要發展技術之四。 

 

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配合本校營建工程系(簡稱營建系)以及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簡稱工管

系)兩系之中長程系務發展計畫；一方面依據國內相關土木工程基礎建設之需

求，提出具永續性、科技性、實務性之工程品質檢測研究議題；另一方面考量國

內產業結構升級後，工業品質管理者所需的新思維，規劃出符合品質管理新趨勢

的檢測技術研發推廣議題。藉由本計畫之實施，增強兩系所在個別檢測工程相關

議題之研究及教學能量，充實多項重要硬體與軟體設備，發展並強化兩系所於工

程與工業品質檢測相關專長領域之特色。本計畫所包含四大提案議題分別發展成

四個子計畫；子計畫一：結構材料檢測技術研究，子計畫二：公共工程非破壞檢

測技術研究，子計畫三：大地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以及子計畫四：工業品

質檢測技術研究。各子計畫計畫目的摘要說明如下； 

子計畫一：結構材料檢測技術研究的主要目標，在於配合目前綠建材的政府

政策之推展，嘗試建立相關的營建材料檢測應用與材料內部結構微觀技術專題，

透過碩士班專題課程與大學部相關課程之教學，培養學生熟悉綠建材、節能建



 3

材、結構力學及設計等相關應用，延續本校理工學院發展計畫 92-95 學年度中，

所推動的『大學基礎教育』改善計畫，以強化營建系的實作教學，在教學與研究

的相關設計，擬推動「綠建築」或「綠營建」等相關課程與研究，以建立綠建材、

建築節能規範、結構材料檢測與微觀技術專題等新的特色項目。 

子計畫二：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的主要目標為；以完備的檢測儀器

設備及先進之檢測技術，提昇營建系「非破壞檢測中心」成為台灣土木營建工程

非破壞檢測方面的重鎮。與產業界合作，檢測新建公共工程品質以及老舊公共工

程之安全性。以及建立「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之工程檢測實務課程，落實產學

合作，以培養兼具學理基礎及操作技術之人才，厚實技職教育應具備之「即時就

業」的實用能力。 

子計畫三：大地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的主要目標為；結合課程講授與實

做訓練方式，有計畫培育具檢測專長之高級防災科技研究與規劃人員；藉研究成

果交流，增強參與教師之研究水準及論文發表績效，以達提昇本校在國內、外之

學術地位；藉充分的檢測硬體設備與研究人才的優勢，積極參與政府之相關防災

檢測計畫；研擬符合實務界需要之研發內容，配合業界委託執行人員訓練與檢測

業務，期與業界達成雙贏合作夥伴關係。 

子計畫四：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研究的主要目標為；培育新一代具 e-QC 電子

化品質管理理論與實務兼俱的人才，使其能應用現代化資訊科技，有效管理與改

善「工業品質檢測」與「品質管理資訊」兩大系統；配合國內外業界與國家整體

發展的需求，提供與培養能兼顧理論基礎與實務發展的專業人才，並藉由此過程

建立自身的高附加價值與特有風格；建立「工業品質檢測」之精密檢測實務課程，

落實產學合作，以培養兼具學理基礎及操作技術之人才，發揮技職教育應具備之

「即時就業」的精神。 

 

三、發展重點特色項目 

根據上述四組子計畫議題所設定之目標，本計畫針對擬發展之重點項目列表

說明，如表一所示。各研究議題於計畫執行期間皆包含；擬增購儀器的採購規劃、

新增與現有設備之應用研究，以及檢測相關學程之教學與技術推廣。倘若獲補助

之預算額度低於申請預算額度時，將酌刪部分原擬增購儀器與經費項目，並依實

際可資運用之教學研究資源，調整原計畫中各項議題之執行深度與廣度。換言

之，由於本計畫於各項計畫議題之領域皆已稍具基礎或研發多年，受限經費額度

無法按原訂計畫充分執行時，仍將進行較小規模之應用研究以及學程設立與技術

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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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子計畫研究議題一覽表 

子計畫一： 

結構材料檢測技術研究 

1. 輕質骨材混凝土性質研究與微觀檢測 

2. 超高強度混凝土研發與檢測方法 

3. 輕鋼構結構之材料檢測技術應用 

子計畫二： 

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

1. 發展預力及鋼筋混凝土公共工程設施老劣

化檢測技術。 

2. 發展橋樑及軌道結構系統之非破壞檢測及

監測技術。 

3. 發展「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實務課程藉由

「做中學」之實際操作方式以提昇學生之實

作能力。 

4. 建立具特色之現地檢測試驗場，以提供學生

安全之實習環境並可成為中部地區檢測課

程訓練場地。 

子計畫三： 

大地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

1. 三維雷射掃描技術之應用 

2. 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檢測技術之改良與研究 

3. 透地雷達檢測技術之應用與推廣 

4. 地錨錨碇檢測技術之研究 

子計畫四： 

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研究 

1. 結合 e-Inspection 及 e-Management 兩大系統

所成的架構，發展 e-IMI 概念相關技術。 
2. 規劃及推動具特色之「工業品質檢測技術」

學程。 

 

四、現有軟硬體設施概況 

（一）結構材料檢測技術研究現況 

營建系之教學內容以結構工程、大地工程、營建管理為主，因此在三個主

領域共設有結構、材料、大地、坡地防災、營管等五個實驗室，有關材料實驗室

之設置情形、質量說明、配合課程需求等實施概況詳述如下：  

1.具系科特色材料實驗室之設置情形： 

營建系材料試驗室樓地板面積大約 400 平方公尺，擁有儀器設備相當多，如

200 噸萬能試驗機一部、50 噸電子式萬能試驗機一部、200 噸電子式抗壓試驗機

一部、100 噸電子式抗壓試驗機一部等，可進行混凝土與鋼筋之抗拉與抗壓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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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除此之外，尚有各種非破壞檢驗儀器，可具備同時進行材料與結構構件之

檢測、破壞評估之教學、研究與建教合作之多項功能。 

2.空間、儀器及設備配合培育目標情形： 

營建系材料試驗室主要以教學與研究並重， 400 平方公尺面積中，一半以

開放空間為設計，另一半以教學試驗為設計，使學生可安心在實驗室上課，又有

足夠空間讓學生進行各項材料試驗。在教學上，大學部必修課程「混凝土試驗」

在此授課操作，選修課程有「營建材料試驗」，研究所有選修課程「實驗方法導

論」及「營建工程非破壞評估」均可在此上課操練。藉由解說與實際操作各項材

料試驗與非破壞檢驗，讓同學日後在工程實務與研究上，對於鋼筋混凝土與其他

營建材料的特性，能有一些深刻的體認，加深其對營建工程材料的了解。 

3.儀器設備（含電腦軟、硬體設備）之質與量配合課程需要情形： 

營建系設備擴充之重心，係以教學及研究並重，同時兼顧學生之實習訓練，

故營建系陸續購買國內外先進的儀器設備，如前述之各種 200 噸及 50 噸萬能試

驗機與 200 噸電子式抗壓試驗機，另外洛杉磯磨損試驗機、電動搖篩機，砂漿拌

合機、混凝土拌合機、空氣含量測定儀、混凝土震動台、透水試驗儀、水泥細度

測定儀、維克儀、吉爾莫儀、坍度儀等，可配合混凝土試驗課程的要需求；另有

再生瀝青回收檢驗設備、瀝青含油量檢測、馬歇爾瀝青混凝土配合設計試驗儀

器、混凝土鑽心機、瀝青針入度儀、混凝土氯離子電滲儀、自充填免搗實混凝土

檢驗設備等，可配合營建材料實驗課程與瀝青混凝土配合設計課程的需求；另有

混凝土試錘、超音波試驗儀、Impact Echo 試驗儀、鋼筋探測器、混凝土氯離子

檢測儀、混凝土拉拔試驗儀、高精度位移計與各式應變計等可配合研究所實驗方

法導論與營建工程非破壞評估課程之需要。 

4.上課空間設施之規劃情形： 

營建系材料試驗室在使用上教學與研究並重。大學部必修課程「混凝土試驗」

和選修課程「營建材料試驗」在此上課，並有九大張試驗桌，因此試驗可為 8
或 9 小組進行演練，讓同學能實際參與操作。另外，研究所選修課程「實驗方法

導論」及「營建工程非破壞評估」亦可在此操作。 

（二）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概況 

除與結構材料檢測研究共用材料實驗室外，營建系之結構非破壞檢測研究

主要進行空間為結構實驗室，為加強服務業界進行檢測委託案，以及推動非破壞

檢測在職教育，營建系設立「非破壞檢測中心」。該中心現有軟體及主要硬體設

施統計表如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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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非破壞檢測中心軟硬體統計表 

編號 軟體名稱 數量 

1 Imc-Famos (Update 2002) 1 

2 紅外線影像軟體 1 

3 Sino-NDT 非破壞檢測軟體 2 

4 RAMAC Ground Vision Version 1.41(GPR軟體)  1 

5 RAMAC Easy 3D(GPR顯像軟體) 1 

6 HP DAC Express(for VXI) 1 

編號 硬體名稱 數量 

1 Impact-echo pico 整合型接收器(含電腦) 
Pico Technology Limited ADC-212/3 

1 
2 

2 Agilent VXI E8408A 四槽式模組主機 
(含動態與靜態擷取卡) 1 

3 數位式波器 1 

4 波形產生器 1 

5 單通道透地雷達 
(含 250MHz、500MHz、1GHz 整合式天線) 1 

6 紅外線攝影機 1 

7 Olson Freedom NDT PC 含 SE/IR/SP-1 擷取卡 2 

8 Ultrasonic tester UK1401(固定式與外接移動式探頭構型各一) 2 

9 PROCEQRebarLocator 鋼筋探測儀 1 

10 鋼筋探測儀 1 

11 USN52 金屬探傷儀 1 

12 混凝土超音波收發/波速檢測儀 1 

13 PANAMETRICS 5058PR 脈波產生接收器 1 

14 PANAMETRICS 5800 脈波產生接收器 1 

15 DAQSTATION MV100 溫度記錄器 1 

16 混凝土試驗錘 3 

編號 探頭 數量 

1 加速度規(含各靈敏度、及三軸試驗規) 25 

2 超音探頭(含各式探頭) 19 

3 直達日照計 1 

4 全天日照計 5 

5 熱流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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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地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概況 

營建系現有相關於前述大地工程非破壞檢測議題之課程包含；工址調查、

深基礎工程、地震工程、邊坡穩定與地錨工程等，相關之軟體及主要硬體設施

概況如下: 

1.三維雷射掃描技術方面： 

營建系目前僅有 JAVAD 單頻衛星訊號接收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ARCVIEW 8.0、遙測影像程式 ER MAPPER、遙測影像處理分析程式 
Erdas Imagine。 

2.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 

表面波震波試驗儀(SASW)、數位示波器與下孔式震波試驗儀等。 

3.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透地雷達主機一套(含各式頻寬天線多組)。 

4.地錨錨碇檢測技術： 

深開挖及支撐分析軟體 STABL、RIDO、FLAC 2D、FLAC 3D、TORSA，

岩石力學分析程式 UDEC V3.1。 

（四）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研究概況 

工管系針對子計畫四，所提供之專門師資與研究人員能支援的課程有；自

動化檢測、電腦視覺系統、品質管制暨實習、品質工程、高等品質管理、精密

量測、網路技術等課程。相關之實驗室空間約為 86 m2。在軟硬體設備方面如

表三所示； 
 

表三 ： 子計畫四相關硬體、套裝軟體與自行開發軟體之相關資源 

類別 項目 

硬體 
CNC 型接觸式與非接觸式座標量測儀、電腦視覺系

統、光學與雷射式 3D 掃描系統、膜厚量測系統、機

械式與數位式量具、遠端監視系統。 

套裝軟體 

抽樣計畫系統、田口式品質工程軟體、SPC 統計製

程管制軟體、MIL 視覺程式開發函式庫、Vision 
Builder、3D 建模與模型修補軟體、ISO 電子文件流

程系統。 

自行開發軟體 專用型電腦視覺檢測系統、統計製程管制系統、品

質資訊系統、資料擷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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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體內容與配套措施 

（一）結構材料檢測技術方面 

營建系近年來在營建結構材料的研究，主要包括有輕質骨材混凝土、超高

強度混凝土及輕鋼構三種結構材料之研究。子計畫一之內容便是以此為基礎，

進一步規劃相關之「檢測技術應用」與「營建材料內部結構微觀」方面的研究，

將之融入於結構材料領域相關之課程教學以及研究構想之中。並將持續強化營

建系在「綠建材」、「節能營建材料」與「新材料」研發技術專題方面之相關教

學內容與研究質量，未來並設定朝可設立「材料科學微觀檢測中心」之目標努

力。 

（二）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方面 

子計畫二計畫執行之具體內容以計畫之發展重點項目為主題分述如下: 

1.發展預力及鋼筋混凝土公共工程設施老劣化檢測技術  

公共工程設施舉凡橋樑公路隧道機場核電廠等大部份均為鋼筋或預力

混凝土結構，在環境造成腐蝕劣化或材料的老化作用下，可能導致材料強

度及耐久性降低而影響結構安全性。檢測混凝土結構老劣化的主要方法如

下: 

(1) 以應力波為基礎之敲擊回音法及超音波法：由於應力波對極小的空隙或

裂縫層面即可完全反射，適合檢測混凝土內部層狀裂縫、蜂窩及孔洞，

新舊介面修補狀況等，亦可檢測由表面深入內部之裂縫深度及走向。 

(2) 以電磁波為基礎之透地雷達法：透地雷達(Ground Penetration Radar,簡稱

GPR)所產生之電磁波在金屬介面可完全反射，對於含水地質層面或含水

孔洞反射強度亦大，過去通常應用於地表下管線埋設位置及不同地質層

面深度檢測，近年由於高頻透地雷達儀器上市，透地雷達於道路舖面及

混凝土結構的應用日繁，可用於檢測鋼筋位置及深度以及舖面下方含水

狀況等。 

(3) 以電化學原理為基礎之鋼筋腐蝕程度量測: 鋼筋混凝土構造物劣化主要

成因是混凝土中鋼筋腐蝕，腐蝕嚴重時其氧化產物體積會大於原鋼筋體

積的數倍而使其受到極大的爆裂壓力（bursting pressure）脹裂周圍的混

凝土，而影響結構安全。鋼筋腐蝕可能性以及腐蝕範圍可由腐蝕電位檢

測求取，腐蝕速度可由瞬間腐蝕電流量測結果推求。 

(4) 其他包括以紅外線檢測受測物表面溫度推測內部淺層裂縫範圍、檢測混

凝土氯離子含量以及酚酞試劑檢測混凝土中性化程度進而推估鋼筋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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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可能性。 

在實務檢測中，混凝土設施因其坐落地點之外在環境、承載方式以及

使用年限不同而使其劣化狀況複雜，若要正確找出劣化區域及劣化程度，

以不同檢測原理的儀器合併使用於檢測標第是目前非破壞檢測趨勢。舉例

而言在橋樑道面發生鋼筋腐蝕造成混凝土劣化時，可由敲擊回音法檢測出

目前混凝土橋面板破壞劣化的範圍及深度，由高頻透地雷達偵測鋼筋位

置，再由鋼筋腐蝕電位量測求得鋼筋可能腐蝕區域，這些資訊均為訂定修

繕作業的重要依據。 

由上節表二所列之非破壞檢測中心現有硬體及軟體設施可知本中心已

有備有應力波檢測儀器、較低頻 GPR 天線以及紅外線檢測儀，並應用這些

儀器完成數十項實務檢測案件以及十數件國科會計畫。為使「非破壞檢測

中心」能夠進一步在實務上有效檢測各種公共工程結構之老劣化狀況，在

現有檢測儀器外，本計畫預計增購專供混凝土結構物使用之高頻 GPR 天線

以及資料影像顯示系統，快速以二維或三維方式呈現鋼筋或較大孔洞之位

置；以及增購鋼筋腐蝕電流與電位檢測儀器以求取鋼筋腐蝕程度及範圍。 

2.發展橋樑及軌道結構系統之非破壞檢測及監測技術 

橋樑與鐵道系統是公共工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國內公路鐵路橋樑總計

已超過兩萬座，在各縣市現存三十年以上之老舊橋樑其安全性急需評估，

再者台灣河川在汛期湍急，使得部分重要橋樑橋墩沖刷嚴重，落橋事件時

有所聞，因此如何隨時掌握橋樑的力學行為變化作為研判橋樑維修補強的

正確方式是極為重要的。在軌道系統方面，台鐵的軌道系統已瀕老舊，高

速鐵路通車後，其高速的運輸更不容許有意外的情況發生，因此軌道系統

之檢測與監測問題將會是未來公共工程主要檢測方向。 

目前「非破壞檢測中心」在監測系統上已具備多頻道資料擷取系統及

多種加速度規，本計畫預定購置光纖變位量記錄探頭，本探頭可以外掛方

式或預埋方式長期監測橋樑及軌道，其損壞率及雜訊均低，並購置雷射測

量系統可由非接觸方式量測橋樑定點變位狀況。在軌道檢測方面，本中心

預計添購乾點式超音波導波檢測儀，此儀器不需任何耦合劑再貼附於軌道

時，可以共振方式傳遞導波進入軌道內以檢測三公里內的瑕疵位置。應用

此儀器再配合本系原有之金屬探傷儀，預期可以快速檢測軌道缺陷。 

3.發展「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實務課程藉由「做中學」之實際操作方式以

提昇學生之實作能力 

(1) 成立「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學程，其初步規劃課程內容如表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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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產、官、學界共同研擬符合實務界需要之課程內容，使得所訓練

出之人才能立即為業界所用。 

(2) 發展實務課程並添購相關之檢測設備，透過實際設備操作和系統發

展，使學生瞭解並活用相關設備及應用技術。 

(3) 編撰實務課程內容，配合多媒體教材、實驗及成果展示使學生容易融

會貫通，引發其學習之興趣， 

(4) 建立包含透地雷達、應力波震測、地表與地下結構物非破壞檢測現地

試驗場(全國唯一)，以提供學生安全之實習環境。 

(5) 安排學生在「非破壞檢測中心」承接之檢測案件中實習，接受職前訓

練、幫助其提前與業界接軌。 

表四：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學程課程設計表 

 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學程 
營建工程系 

基礎學理課程 1. 基礎物理實驗 
2. 電子學試驗 

應用實務課程 
1. 營建工程常用檢測方法 
2. 結構震動監測 
3. 非破壞評估在營建工程之應用 

 

4.建立具特色之現地檢測試驗場，以提供學生安全之實習環境並可成為中部

地區檢測課程訓練場地 

子計畫二預計在校區建立現地檢測試驗場地以供營建系「非破壞檢測

學程」之課程實習及檢測技術訓練班實習使用。目前僅有台電有設置提供

電廠機具檢測訓練之非破壞檢測場地。土木工程非破壞檢測方面設置檢測

試驗場地乃是創新作法，預計建構包含透地雷達、應力波震測、地表與地

下結構物非破壞檢測現地試驗場，場內將設計藏有瑕疵之基樁、橋版、軌

道、及樑柱等以及預埋不同材質尺寸之地下管線，本訓練場可透過推廣教

育舉辦檢測技術訓練班，擴大檢測人才之訓練平台，並將研發之各種檢測

技術深耕至產業界，不僅可訓練公共工程檢測人才，對檢測研究亦有極大

的助益。 

（三）大地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方面 

 

子計畫三計畫執行之具體內容以計畫之發展重點項目為主題分述如下: 

學 
程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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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維雷射掃描技術 

有關邊坡位移量之監測，傳統監測方法多以接觸式儀器，如傾斜計、

應變計、伸縮計等，因須將儀器埋設或安裝於觀測地區，施工上較為不便，

且重複使用率不高，一旦發生規模較大崩塌，往往使儀器遭受外力破壞甚

至遺失，造成資源上的浪費，況且這類的儀器並無法針對崩塌區域進行崩

塌土方量估算。有鑑於此，本子計畫擬發展雷射掃描系統，以對土石災害

潛勢地區進行長期監測，最重要是能快速取得此崩塌地區在不同時間的高

精度影像和地形資料。福衛二號運行後，突破了重複快速取得影像的困難，

地形資料也可望在三維雷射掃描儀引進後，容易取得高精度的地形資料。

光達點雲資料是以每個掃描點作為資料單元，資料單元的資訊包括點位在

光達坐標系下的三維坐標，以及點位的強度值。因此， 光達點雲資料的資

料內容為(X,Y,Z,I)。然而某些光達除了接收掃描點的雷射反射能量外，也同

時接收可見光資訊，取得目標物的色彩資訊，其點雲資料內容為

(X,Y,Z,I,R,G,B)，因此在展示上更接近目標物的真實外觀。 

子計畫三擬先舉辦「三維雷射掃描技術」專業實務講座，邀請此領域

專家與業界和本校營建系相關老師進行學術交流。其次，本子計畫擬以三

維雷射掃描儀發展崩塌位置判識、邊坡三維位移量監測、崩塌土方量推估

與建立數值地形模型等技術。 

(1) 崩塌位置判識 
判識方式在進行特定區域之掃描後，將掃描區域內各點之座標記錄下

來，在經過一段時間後針對該座標再次偵測，判斷其反射強度是否有

大量落差，若是，則表示目標發生位移現象。 
(2) 邊坡三維位移量監測 

於位移現象發生時，以特徵點追蹤之方式推算目標之三維位移量。 
(3) 崩塌土方量推估 

經由掃描資料之比對，可得到掃描區域內各點之距離改變量，並換算

為各點之體積改變量，經累加後即可得到該掃描區域內之體積改變

量。 
(4) 建立數值地形模型 

結合全球定位系統(GPS)以縮短坡地現地資料蒐集所需工作時間，同

時搭配GIS 系統，可改善傳統邊坡安定問題處理之效率。應用方法乃

是應用雷射掃瞄儀獲得反射點相對於發射源的三維座標，若已知發射

源絕對座標(採用GPS)，則可獲得待測點的絕對座標，單站作業時，

每一點參考座標定位約需花費5分鐘，可轉換得二度分帶座標與高

程。最後再將資料點轉為ArcGIS，以Krigging 內插法建立數值地形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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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相關技術之研發後，將透過推廣教育舉辦檢測技術訓練班，在計畫

第三年辦理子計畫三之成果發表會，與產官學界進行交流，並接受業界之

委託檢測業務。 
 

2.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 

表面波震測主要是採用表面波中的雷利波或洛夫波來探測地下土層，

因為表面波之影響範圍大約侷限於一個波長之深度內，因此表面波之影響

深度會隨著頻率之不同而有所差異。當土層之剪力模數隨著深度而變化

時，造成波傳速度亦隨著頻率(或波長)之不同而變化，稱為表面波之頻散現

象。由於雷利波速與剪力波速相近，所以利用頻散曲線與地層波速變化之

關係，可反算得到土層之剪力波速剖面。表面波頻譜法(SASW 法)，主要

是由一個震源和兩個受波器所組成，利用鐵錘或震動機器敲擊地表面，產

生不同頻率之震波，由受波器接收震源所發出之表面波訊號，再針對單一

頻率之震波，推求兩受波器間之相位差，求得表面波相位速度對頻率(或波

長)之關係。最後再經由反算分析，計算地下土層之剪力波速，進而推估地

下土層之剖面。 

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法(MASW 法)，其野外試驗之施測方式，一般設置

12 個以上之受波器於同一測線上，以接收震源所發出之震波訊號。反覆在

同一施力點施作，疊加震測資料以消除雜訊之影響，直至收錄到清晰之表

面波訊號為止。分析多頻道震測資料，以求得訊號品質優良之頻散關係曲

線，最後經過反算分析得到地層之剪力波速剖面。 

子計畫三在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法擬針對訊號資料之改善、震源能量之

改進、低頻震源之研發等三方向的技術來進行。 

(1)訊號資料之改善： 
進行敏感度分析了解土層參數對結果之影響程度，求得土層波速剖面

在不同深度所對應之容許誤差範圍，增加分析結果之正確性。 
(2)震源能量之改進： 

組裝一組操作便利且能量足夠的落錘系統，以改善能量不足對訊號品

質的影響。 
(3)低頻震源之研發： 

搭配不同種類之鎚墊，以製造出低頻震波，使收錄之訊號更為完整，

量測土壤深度更深。 
 



 13

在完成相關技術之研發後，透過推廣教育開授相關課程，訓練業界檢測人

員。在計畫第三年辦理子計畫三之成果發表會，與產官學界進行交流，接

受業界之委託檢測業務。 
 

3.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電磁波遇到不連續介面會產生反射，通常不連續介面是指介電常數不

同，例如地下掩蔽物、空洞與圍繞其身旁之土壤或沉積物之介面，因它們

與土壤介電常數不同，成為不連續介面而使電磁波反射。相同地，如果土

層含水量之差異、岩性明顯變化等也會因介電常數差異而形成不連續介

面，這些情況下，透地雷達也是可判釋出來。介面所產生之反射強度可以

用相對介電常數來量化，若兩物質相對介電常數差異越大，則會有越強之

反射強度。斷層是地層錯動所造成，因此也常是含水量多或岩行差異明顯

的地方，因此，利用透地雷達對地表斷層之搜尋是可行的。 

子計畫三在透地雷達檢測方面擬針對斷層位置之辨識技術、資料判別

與處理技術等方向的技術來進行。 

過去本校營建工程系在透地雷達檢測技術之發展上已有不錯的表現，

不論是混凝土裂縫檢測、機場跑道品質檢視、土層及斷層調查方面都有成

熟的發展，也訓練了多位研究人員，因此，本子計畫之研發可使透地雷達

之應用層面更為寬廣，也將可提升研究人員之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子計畫三擬透過推廣教育舉辦檢測技術訓練班，在計畫第三年辦理子

計畫三之成果發表會，與產官學界進行交流，本技術同樣接受業界之委託

檢測業務。 

 

4.地錨錨碇檢測技術 

子計畫三擬於利用現場試驗方式來探討卵礫石層與砂頁岩層中地錨錨

碇力。內容包括： 

(1)地錨之拉拔力、面承力、摩擦力與位移之關係。 
(2)傾斜地錨與垂直地錨受力行為之比較。 
(3)探討各項參數對此地錨錨碇行為之影響。這些參數包括地錨傾角、錨頭

位置、地錨直徑、自由段長度(埋置深度)、錨碇段長度。 
(4)地層變異性和施工可靠度對地錨錨碇力之影響。 

希望能藉由一系列的現場試驗，整理出不同條件下，地錨潛變荷重與

極限錨碇力之關係，進而彙整成一套簡單之設計圖表，以提供大地工程師

設計卵礫石層與砂頁岩互層中地錨尺寸時參考。另外，本研究亦將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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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提出地錨於卵礫石層與砂頁岩層之特性與行為，以供地錨受力行為研

究者參考。 

將營建系目前所開授與地錨施工或檢驗等相關課程，加入子計畫三之

研究成果，並透過學校推廣教育，開放給業界選修。在計畫第三年辦理子

計畫三之成果發表會，與產官學界進行交流，同時也接受業界之委託檢測

業務。 

（四）工業品質檢測技術方面 

子計畫四計畫執行之具體內容如下列九點: 
1.成立「工業品質檢測」學程，其初步規劃課程內容如表五所示。邀請產、

官、學界共同研擬符合實務界需要之課程內容，使得所訓練出之人才能立

即為業界所用。 
2.發展實務課程並添購相關之檢測設備，透過實際設備操作和系統發展，使

學生瞭解並活用相關設備及應用技術。 
3.編撰實務課程內容，配合多媒體教材、實驗及成果展示使學生容易融會貫

通，引發其學習之興趣， 
4.建立包含視覺檢測、聽覺檢測、接觸式量測等實驗場所，以提供學生安全

之實習環境。 
5.透過校外參訪、暑期實習，安排學生至校外廠商接受職前訓練、幫助其提

前與業界接軌。 
6.整合量測數據分析與量測系統，搭配網路之應用建立整體品質資訊系統，

並將其推廣至工業界，將工程技術與產業升級的需求相結合。 
7.透過推廣教育舉辦檢測技術訓練班，擴大檢測人才之訓練平台，並將研發

之各種檢測技術深耕至產業界。 
8.舉辦國內及國際專業實務講座或檢測技術研討會，拓展專業技術交流。 
9.加強與國外姐妹校間之交流，鼓勵學生參與交換學生或雙學位制等合作計

畫。 
 

表五 ：工業品質檢測學程教學內容與現有相關課程配合表 

 課程名稱 配合之實驗內容 

1. 企業電子化 

企業電子化與電子化品質管理之關係 
發展全球資訊網之品質資訊系統 
開發遠端資料擷取服務系統 
建構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2. 品質管制 

品質管制觀念的建立 
品質管制理論基礎的探討 
品質管制實務應用 
電子化品質管理架構的建立 

3. 品質管制實習 
訓練基礎品管手法 
教導製程能力分析 
指導使用量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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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品管專題報告 

4. 品質工程 田口式品質方法 
直交表之應用 

5. 高等品質管理 進階電子化品質管理系統架構之建立 
電子化製程診斷與製程改善技術之研發 

6. 電腦視覺系統 專業視覺瑕疵檢測系統之開發 
檢測系統軟體功能之網路化 

7. 工業品質檢測 
結合週邊軟硬體進行瑕疵檢測 
網路遠端操控檢測設備 
利用專業軟體進行遠端瑕疵檢測 

8. 品管實驗室 
大四畢業專題 

配合建教合作擬定研究方向 
建構網路專業技術服務中心 
培訓 e-QC 相關之專業研究人員 

 

六、須待充實軟硬體設施 

（一）子計畫一待充實設施 

營建系結構實驗室現有 MTS 結構試驗系統及材料試驗系統各一模組，受

限於建購之初的經費預算，係分批購置。二系統目前共用一座控制器及油壓

機；95 年度已先行購置一油壓歧管，等待後續經費許可時購置一座新控制器

後，逐步將此二系統獨立使用。為使子計畫一能順利進行，本計畫擬再購置一

座新控制器，則結構試驗系統及材料試驗系統將可同時進行試驗，屆時將可倍

增營建系的試驗教學與研究能量。另一方面，早期購置 MTS 系統時，因經費

因素並未同時配備側向夾頭裝置，造成本試驗機目前缺乏可提供足夠張力之夾

具，因此對於部分需產生張力之試體實驗，需額外以替代方式配置儀器間接實

驗，造成相當之不便與誤差。第一年度首要增購之配件包括 50 噸油壓系統通

用之拉力夾具一組。至於現有 MTS 反力構架系統之規格，係沿用 921 地震前

舊館場地設計之 3 米高固定式系統。以營建系結構實驗室 921 震後重建後之實

驗空間，該舊式構架無法有效發揮實驗空間之功能，因此擬於第二年度修正

MTS 反力構架系統之配置，使能夠擁有更大之試體配置空間以及可調式油壓基

座。 

另外，營建系材料實驗室現有光學顯微鏡一台，顯微鏡放大倍數為 500
倍，較細微之材料內部微觀結構仍無法觀測，若能購置一量測材料內部粒徑分

佈─壓汞(MIP)試驗儀，儀器可置於材料實驗室內，及一量測材料內部微觀結

構─環境掃描電子顯微鏡(ESEM)，舉凡金屬、機械、 陶瓷、電子、土木、環

工、乃至生物、醫學等材料研究領域，皆能應用本儀器作觀察與分析，屆時將

可提昇本系在材料科學微觀結構的檢測教學與研究能力；相關新購置之設備使

用管理，將納入營建系材料實驗室管理規定中執行。 



 16

（二）子計畫二待充實設施 

子計畫二根據前一節所述發展重點項目，規劃三年度擬充實之軟硬體設

施，因品項較繁多，列表如表六所示； 

表六 ： 子計畫二待充實軟硬體一覽表 
 硬體設施 

高頻 GPR 天線組一組 

高頻 GPR 天線控制主機(包含影像顯示螢幕) 

鋼筋腐蝕電位檢測儀 
鋼筋定位儀 
乾點式超音波陣列式檢測儀 
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乾點式超音波導波檢測儀 

第一年度 

物理試驗中古典力學基本實驗儀器 
光纖資料擷取系統 
光纖變位量測探頭(6 支) 
單束雷射測距儀(3 支) 
監測振動用基本輔助儀器(氣象與噪音) 
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第二年度 

物理試驗中電磁學基本實驗儀器 
鋼筋腐蝕電流檢測儀 
應力波檢測儀 
紅外線熱影像儀 
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第三年度 

物理試驗中光學熱力學基本實驗儀器 

 
（三）子計畫三待充實設施 

子計畫三之四個重點項目所需之待充實軟硬體簡述如下； 

1.三維雷射掃描技術 
(1)三維雷射掃描儀 
(2)處理點雲資料的軟體：如Polywork、Microstation 及TerraScan。 

2.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 
(1)震測儀： 

需靈敏度高、取樣率高、頻道數目多的震測儀，因靈敏度夠高，才能

偵測到距離震源較遠處之雷利波地表振動，避免雜訊干擾，提高震測

資料之訊號雜訊比。取樣率高，可提高高頻震波之波形解析度。頻道

數目多，則測線之展距越長，相對便能探測到較長或較深之土層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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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波器(速度計) 
硬體設備還需要12個低頻高感度速度計、接頭、電纜以連接震測儀與

受波器。 
3.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透地雷達：因調查的範圍較廣，擬增購一台透地雷達主機及50MHz低頻天

線以進行大規模的斷層調查工作之用。 
4.地錨錨碇檢測技術 
高拉拔力之千斤頂、油壓幫浦等地錨施拉設備，地錨用荷重計以記讀拉拔

力。 
（四）子計畫四待充實設施 

子計畫四為達成 e-IMI 概念所需發展之環境，以提供製程管制資料分析與

即時回應製程品質情報，在推廣 e-IMI 概念至教學與產業界方面，皆以培養專

業研究人員與解決企業內部相關品質問題為主要目標。在經審慎的設備檢討與

環境評估後，如欲落實 e-IMI 概念於實務上，仍缺乏經費與相關儀器設備，其

如表七所示。 
表七 ： 子計畫四待充實之相關儀器設備及功能 

 待充實硬體設備  設備功能 

1. 聲音檢測系統  

即時音頻分析儀 (TES1358)、示波器  儲存型

(HILA-DS-303P)、噪音計(CHY-650)、音位校正器

(TES1356)、聲音擷取卡、波形產生器、錄音麥克

風、喇叭、訊號放大器等設備。 

2. 檢測分析專家系統  
Professional II / Plus、Minitab R14、See 5、GA 
Evolver、Sufer 8、Mathematica、Maple、SAS（完

整版）等專業軟體之網路版。 

3. 動態視覺檢測系統  
藉由線型 CCD 配合線性馬達的運動可快速取得較

大面積面板的面連續影像，待測工件在搬運過程中

即可進行檢測。 

4. 顯微檢測系統  
使用光學裝置，以非接觸之方式，自動擷取光電訊

號或實際影像，從中獲取資訊，得以控制自動機器

或生產流程。 

5. 輪廓檢測系統  
量測角度、滾針軸承、點線處理、直線度、凸度、

對數曲線、槽深、槽寬、溝曲率半徑、溝邊距等形

狀參數，可彌補座標量測儀所無法量測之要素。 

6. 代客量測視訊系統  
針對代客量測所需之具高解析度之互動式影音視

訊系統 

7. 電腦伺服器系統  
電腦伺服器等同（ 380196-371 HP ML350G4p 
X3.2-2MB SC641 AP Twr Srvr）、伺服器硬碟 72G 
Serial Attached SCSI (SAS) 

8. 教學多媒體系統  
多媒體電腦(CPU 2.5G 以上)、單槍投影機、電子化

講台、網路設備、彩色印表機、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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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熱影像檢測系統  紅外線熱影像檢驗系統 

10. 
非接觸式 CMM 量測

系統軟體升級  
現有 CNC 非接觸式三次元測定機 Mitutoyo, Quick 
Vision PRO 系列之系統軟體升級。 

11. 
接觸式 CMM 量測系

統軟體升級  
現有 CNC 接觸式三次元測定機 Mitutoyo, Beyond 
Crystra C 系列之系統軟體升級。 

12. 
3D 光學掃描系統軟體

升級  現有非接觸式三次元光學掃描系統軟體升級。 

13. 聲音檢測系統  
數位式量測儀器之量測資料透過網路擷取、連結並

進行資料彙整 

14. 檢測分析專家系統  
精密量測設備隔間以利控制溫溼度之材料與工程

費用 
註： 儀器與軟體進步快速，上述規格為提案時之市場規格，計劃實際執行期間

將依實際狀況與需要參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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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施進度及分工 

子計畫一之實施以規劃教學計畫之課程為主，分工由相關課程授課教師執

行，如表八所示；表中課程安排係依大學部學程規劃順序排定，在研究所部分則

依學生興趣，選定所要鑽研的節能營建材料進行深造，並由教授所屬課程老師負

責管考。其講授內容及方式將納入營建系工程認證之教學品管作業流程，每學期

檢討一次，做必要之調整。 

 

表八 ： 課程規劃與相關課程授課教師 

課  程  名  稱 授 課 教 師 
營建工程概論 張子修 

營建材料、營建材料實習 李明君 
材料科學 李明君 

混凝土品質控制、混凝土試驗 鄭家齊 
鋼筋混凝土學 干裕成 
鋼結構設計 伍勝民 
房屋結構設計 鄭家齊 

綠建築房屋設計概念 郭柏巖 
冷軋型鋼結構設計 潘吉齡 
基本結構力學試驗 潘吉齡 
結構維修補強概論 鄭家齊、李明君 

專題製作 各指導老師 
結構力學試驗* 潘吉齡 
實驗方法導論* 干裕成、李明君 
鋼結構行為學* 金文森 

鋼筋混凝土構件行為學* 干裕成 
混凝土維修補強* 李明君 

 * 為研究所課程 
 

子計畫二由營建系非破壞檢測中心主導相關教師研究群依專長分工，根據三

年規劃之完成進度如下; 

第一年： 完成發展公共工程設施老劣化檢測技術所需之儀器購置，規劃公共工

程非破壞檢測學程課程細部內容。 

第二年：完成發展橋樑及軌道結構系統之非破壞檢測及監測技術所需之儀器購

置，規劃並初步進行現地檢測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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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完成現地檢測試驗場地，定期與中華民國土木水利協會合辦非破壞檢測

訓練班課程，實行非破壞檢測學程實習課程。 

 

子計畫三依重點項目之權責分工，如表九所示；  

表九：子計畫三分工一覽表 
重點項目 負責老師 負責工作 

徐松圻 規劃工作要項與監督執行進度 

林基源 雷射掃描技術之應用研究 

三維雷射掃描技術 

黃怡碩 雷射掃描技術之資料分析 

張子修 規劃工作要項與監督執行進度 

賴俊仁 監督多頻道表面波頻譜野外量測

之實施 

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 

蔡佩勳 多頻道表面波頻譜之資料分析 

林商裕 規劃工作要項與監督執行進度 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黃怡碩 透地雷達檢測之資料分析與影像

處理 

許世宗 規劃工作要項與監督執行進度 地錨錨碇檢測技術 
徐松圻 相關設計規範之諮詢 

 

子計畫三依三年規劃其實施內容順序如下; 

第一年： 開始開設相關課程以訓練參與學生，邀請專家進行專業實務講座，著

手採購檢測設備，規劃技術研發主題內容。 

第二年：持續開設相關課程以訓練參與學生，採購既定檢測設備，持續構想及修

正相關技術研發主題，配合推動相關檢測教育與接受業界委託檢測業

務，規劃開設相關實務訓練課程。 

第三年：完成所有採購檢測設備，建立常態接受業界委託檢測業務之方式，開設

相關實務訓練課程，辦理本子計畫之成果發表會。 
 

子計畫四初期執行之內容可包括相關儀器設備與軟體之購置(分三年持續進

行)，以及建立技術研發團隊及設置實驗室。三年期間將有系統的完成下列四項

具體工作內容： 

1. 檢測技術團隊之建立， 

2. 視覺檢測技術開發， 

3. 聲音檢測系統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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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輪廓量測系統之建立。 

 

八、經費需求及行政支援 

本計畫分三年執行，各子計畫預定之預算需求如表十所示，其中三年期間

總計需教育部補助59,940,000元，學校配合款12,000,000元，合計71,940,000元。

若依年度區分，第一年度需教育部補助19,980,000元，學校配合款4,000,000元，

合計23,980,000元。第二與三年度兩個年度陸續需教育部補助39,960,000元，學校

配合款8,000,000元，合計47,960,000元。各子計畫主要編列經費項目及預算來源

規劃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 ： 三年度經費需求一覽表 (仟元) (原始規劃) 
經費項目  教育部補助 學校配合款 總計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第一年度 子計畫一 5,500 300  300 6,100 

 子計畫二 4,000 1,020 3,000 200 8,220 

 子計畫三 3,500 660  300 4,460 

 子計畫四 5,000   200 5,200 

 小計 18,000 1,980 3,000 1,000 23,980 
第二年度 子計畫一 4,000 300  300 4,600 

 子計畫二 4,300 1,020 3,000 200 8,520 

 子計畫三 4,700 660  300 5,660 

 子計畫四 5,000   200 5,200 

 小計 18,000 1,980 3,000 1,000 23,980 
第三年度 子計畫一 500 300  300 1,100 

 子計畫二 4,500 1,020 2,000 1,200 8,720 

 子計畫三 8,000 660  300 8,960 

 子計畫四 5,000   200 5,200 

 小計 18,000 1,980 2,000 2,000 23,980 
總計  54,000 5,940 8,000 4,000   
  59,940  12,000  71,940 

 
目前第一年度所獲核定之教育部補助額度為399萬6千元，為使本計畫按原訂

目標正常進行既定之重點發展特色，調整後之第一年度實際經費規劃如表十a所
示，其中獲教育部補助之總金額為3,996,000元，學校配合款調整為1,000,000元，

約為教育部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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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a ： 第一年度(96)實際經費規劃一覽表 (仟元) 
經費項目  教育部補助 學校配合款 總計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第一年度 子計畫一 2,500    2,500 

 子計畫二 1,400  1,000  2,400 

 子計畫三 96    96 

 子計畫四     0 

 小計 3,996  1,000  4,996 
 
表十一所列明細為原訂之各年度子計畫經費項目預算申請表，目前依據第一

年度之實際獲核預算額度，調整後之第一年度經費項目預算規劃表如表十一a所
示。由於儀器採購價位常隨市場價格波動，上述預估經費實際執行若有不足時，

由學校以配合款之方式補助。若有標餘款時，為使計畫執行獲得有限預算之更大

支援效益，標餘款將由表十一b所列經費項目，視計畫執行實際需要與標餘款額

度進行預算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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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 子計畫主要經費項目之預算申請表 (原始規劃) 

年度/子計畫 經費項目 教育部經費 學校配合款 
壓汞(MIP)儀 250 萬  

50 噸拉力夾具 300 萬  

其它雜項費用(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30 萬  

其它雜項費用(臨時工資與人事費)  30 萬 

子計畫一 

小計 580 萬 30 萬 
非破壞檢測中心(碩士級)專任助理 2 名 72 萬  

其它雜項費用(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30 萬  

其它雜項費用(臨時工資與人事費)  20 萬 

高頻 GPR 天線組一組 60 萬  

高頻 GPR 天線控制主機(包含影像顯示

螢幕) 
80 萬 

 

鋼筋腐蝕電位檢測儀 50 萬  

鋼筋定位儀 70 萬  

乾點式超音波陣列式檢測儀 90 萬  

乾點式超音波導波檢測儀 40 萬  

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10 萬  

子計畫二 

物理試驗(古典力學基本實驗儀器 10 組)  300 萬 

 小計 502 萬 320 萬 
其它雜項費用(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30 萬  

其它雜項費用(臨時工資與人事費)  30 萬 

專業技術服務中心專任助理 1 名 36 萬  

多頻道震測儀 40 萬  

受波器(速度計)12 個 70 萬  

千斤頂和油壓幫浦 10 萬  

地錨用荷重計 30 萬  

GPS 自動定位系統 100 萬  

透地雷達載具系統 20 萬  

土壤直剪試驗儀 80 萬  

第

一

年 

子計畫三 

小計 416 萬 3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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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檢測系統 50 萬  

檢測分析專家系統 250 萬  

動態視覺檢測系統 200 萬  

其它雜項費用  20 萬 

子計畫四 

小計 500 萬 20 萬 

 

 年度總計 1998 萬 400 萬 
環境掃描電子顯微鏡(ESEM) 180 萬  

改良 MTS 反力構架系統 220 萬  

其它雜項費用(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30 萬  

其它雜項費用(臨時工資與人事費)  30 萬 

子計畫一 

小計 430 萬 30 萬 
非破壞檢測中心(碩士級)專任助理 2 名 72 萬  

其它雜項費用(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30 萬  

其它雜項費用(臨時工資與人事費)  20 萬 

光纖資料擷取系統 160 萬 
 

光纖變位量測探頭(6 支) 60 萬 
 

單束雷射測距儀(3 支) 150 萬 
 

振動監測用氣象、光感儀等配件 20 萬 
 

振動監測用噪音儀麥克風系統 30 萬 
 

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10 萬 

 

子計畫二 

物理試驗(電磁學基本實驗儀器 5 組) 
 300 萬 

 小計 532 萬 320 萬 
其它雜項費用(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30 萬  

其它雜項費用(臨時工資與人事費)  30 萬 

專業技術服務中心專任助理 1 名 36 萬  

三維雷射掃描儀 350 萬  

處理點雲資料的軟體 20 萬  

子計畫三 

擴充震測用途 50 MHz 透地雷達天線 100 萬  

第

二

年 
 

 小計 536 萬 3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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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檢測系統 170 萬  

輪廓檢測系統 150 萬  

代客量測視訊系統 50 萬  

電腦伺服器系統 50 萬  

教學多媒體系統 80 萬  

其它雜項費用  20 萬 

小計 500 萬 20 萬 

 子計畫四 

年度總計 1998 萬 400 萬 
MTS 控制器多功能控制模組 50 萬  

其它雜項費用(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30 萬  

其它雜項費用(臨時工資與人事費)  30 萬 

子計畫一 

小計 80 萬 30 萬 
非破壞檢測中心(碩士級)專任助理 2 名 72 萬  

其它雜項費用(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30 萬  

其它雜項費用(臨時工資與人事費)  20 萬 

紅外線熱影像儀 280 萬  

鋼筋腐蝕電流檢測儀 
100 萬 

 

應力波檢測儀 
60 萬 

 

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10 萬 

 

現地檢測試驗場  100 萬 

子計畫二 

物理試驗(光、熱學基本實驗儀器 5 組)  200 萬 

 小計 552 萬 320 萬 
其它雜項費用(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30 萬  

其它雜項費用(臨時工資與人事費)  30 萬 

專業技術服務中心專任助理 1 名 36 萬  

大地探測透地雷達主機 100 萬  

擴充非罩式透地雷達天線(25-200MHz) 50 萬  

岩石三軸試驗儀 650 萬  

子計畫三 

小計 866 萬 30 萬 
熱影像檢測系統 150 萬  

非接觸式 CMM 量測系統軟體升級 30 萬  

接觸式 CMM 量測系統軟體升級 70 萬  

第

三

年 
 

子計畫四 

3D 光學掃描系統軟體升級 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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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資料擷取系統 100 萬  

量測設備隔間工程 100 萬  

其它雜項費用  20 萬 

 

小計 500 萬 20 萬 

 

 年度總計 1998 萬 400 萬 
 

表十一a ： 第一年度(96)子計畫主要經費項目之預算規劃表 
年度/子計畫 經費項目 教育部經費 學校配合款 

壓汞(MIP)儀 200 萬  子計畫一 
小計 200 萬 0 萬 

高頻 GPR 天線組一組 60 萬  

高頻 GPR 天線控制主機(包含影像顯示

螢幕) 
80 萬 

 

子計畫二 

物理試驗(古典力學基本實驗儀器 10 組)  100 萬 

 小計 140 萬 100 萬 
透地雷達載具系統 9.6 萬  子計畫三 
小計 9.6 萬 0 萬 

顯微檢測系統 50 萬  子計畫四 
小計 50 萬 0 萬 

第

一

年 
 

 年度總計 399.6 萬 100 萬 
註：本計畫軟硬體設備(資本門)標餘款,將視標餘款多寡做為表十一 b所列各項

物品之採購。 
 

表十一b ： 第一年度(96) 標餘款經費運用規劃表 
編號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1 千斤頂和油壓幫浦 10 萬 1 10 萬 

2 鋼筋腐蝕電位檢測儀 50 萬 1 50 萬 

3 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10 萬 1 10 萬 

4 聲音檢測系統 50 萬 1 50 萬 

5 電腦 2.8 萬 1 2.8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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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績效評鑑或考核 

本計畫時程原規劃為三年且每年之經費約為 2000 萬，計畫內容乃依上述經

費來進行安排，由於受限於第一年度獲補助之預算經費及額度，本計畫執行內容

上將必須做調整來因應，因此，計畫目標中本年度無法完成或縮小規模的項目（見

下面各子計畫中之表格）將以”*”來附註說明，以方便將來區分績效考核。為求

本檢測特色發展計畫能有效執行，各子計畫將針對計畫目標中所提之預計完成的

特色項目加以評鑑與考核，其方式及內容如下： 

 

子計畫一：結構材料檢測技術研究 

 

* : 表示該項目具” 經費額度受限時需縮小規模或無法執行”之特性 

 

項    目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相關材料研發技

術專題納入實驗

課程* 

1.將綠建材、節能
營建材料與新
材料研發技術
專題納入相關
實驗課程 

1.在購置所需之設
備後，大二學生
在與本計畫相關
之課程可進行材
料微觀結構測試

2.碩士班生將可進
行相關材料設計
研究 

1.舉辦成果發表會
或研討會 

2.評估未來設立「材
料科學微觀檢測
技術」、「綠建築」
或「綠營建」等
專題為重心之技
術研發中心可行
性 

新進設備儀器設

備之擴充* 

2.採購相關實驗
教學設備 

3.採購微觀檢測設
備 

 

3.接受業界委託檢
測業務 

 

計畫之執行納入

工程教育體系的

品管流程 

3.定期召開課程諮
詢會議檢視已開
設課程內容之執
行成效 

4.針對新議題設
立新課程，編撰
基礎課程教材 

4.持續教學成效評
估與內容修正 

4.全面實施修訂後
之「材料科學微
觀檢測技術」、
「綠建築」或「綠
營建」等重點相
關課程 

5.舉辦一場材料檢
測課程教學成果
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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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 

項    目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學程之設立與推

動 

1.召開課程諮詢
會議規劃課程
內容 

2.編撰基礎課程
教材 

 

1.執行部份學程
課程 

2.編撰實務課程
教材 

 

1.全面實施學程
課程 

2.舉辦一場檢測
學程教學成果
發表會 

 

現地檢測試驗場

地設置* 

3.完成結構物非
破壞檢測試體
製作 

4.十名學生至非
破壞檢測中心
實習 

5.指導十組檢測
專題或論文製
作 

3.完成應力波震
測現地試驗場 

4.完成檢測設備
採購 

5.十名學生至非
破壞檢測中心
實習 

6.指導十組檢測
專題或論文製
作 

3.完成透地雷達
現地試驗場 

4.完成檢測設備
採購 

5.十名學生至非
破壞檢測中心
實習 

6.指導十組檢測
專題或論文製
作 

「非破壞檢測中

心」升級 

6.完成公共工程
設施老劣化檢
測設備採購 

7.申請國科會計
畫進行三項老
劣化相關研究 

7.完成橋樑及軌
道結構系統之
非破壞檢測及
監測設備採購 

8.申請國科會計
畫進行兩項橋
樑及軌道結構
系統之非破壞
檢測及監測相
關研究 

7.延續國科會計
畫申請與推動
參與整合型計
畫 

 

落實產學合作 

8.接受廠商委託
檢測 

 

9.接受廠商委託
檢測 

10.開設一檢測訓
練班 

8.接受廠商委託
檢測 

9.舉辦一場專業
實務講座 

10.開設一檢測訓
練班 

* : 表示該項目具” 經費額度受限時需縮小規模或無法執行”之特性 

 
子計畫三：大地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 

項    目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三維雷射掃描技

術* 

1.開設相關課程
以訓練參與學
生 

2.邀請專家進行
專業實務講座 

1.採購檢測設備 
2.技術研發 

1.舉辦成果發表
會或研討會 

2.接受業界委託
檢測業務 

3.開設相關實務
訓練課程 

4.技術研發 

多頻道表面波頻

譜技術 

3.採購檢測設備 
4.開設相關課程
以訓練參與學
生 

5.技術研發 

3.接受業界委託
檢測業務 

4.開設相關實務
訓練課程 

5.技術研發 

5.接受業界委託
檢測業務 

6.開設相關實務
訓練課程 

7.技術研發 
8.舉辦成果發表
會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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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地雷達檢測技

術 

6.開設相關課程
以訓練參與學
生 

7.技術研發 

6.接受業界委託
檢測業務 

7.開設相關實務
訓練課程 

8.技術研發 

9.採購檢測設備 
10.接受業界委託

檢測業務 
11.開設相關實務

訓練課程 
12.舉辦成果發表

會或研討會 
13.技術研發 

地錨錨碇檢測技

術* 

8.採購檢測設備 
9.開設相關課程
以訓練參與學
生 

10.技術研發 

9.接受業界委託
檢測業務 

10.開設相關實務
訓練課程 

11.技術研發 

14.接受業界委託
檢測業務 

15.開設相關實務
訓練課程 

16.技術研發 
17.舉辦成果發表
會或研討會 

* : 表示該項目具” 經費額度受限時需縮小規模或無法執行”之特性 

 

子計畫四之執行過程中考核工作的具體作法為： 

1. 每月由計畫主持人召開定期會議，檢討計畫進度與成效。 

2. 主持人提報期中與期末報告。 

3. 召開計畫觀摩及成果發表會。 

至於，計畫執行完成後的績效評鑑與考核，可概分為近程及中長程等二階段

進行，其中「工業品質檢測」學程方面，其管考機制如下所示：  

項    目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學程之設立與推動 

1.召開第一次課
程諮詢會議規
劃課程內容 

2.編撰兩門基礎
課程教材 

1.召開第二次課
程諮詢會議修
訂課程內容 

2.編撰兩門實務
課程教材 

1.召開第三次課
程諮詢會議修
訂課程內容 

2.編撰兩門實務
課程教材 

提昇學生實務能力

* 

3.完成視覺檢測
系統之設備採
購 

4.完成視覺檢測
系統之設置與
安裝和測試 

5.推派 5名學生至
檢測廠商實習 

6.指導 2組檢測專
題或論文製作 

3.完成聲音檢測
系統之設備採
購 

4.完成聲音檢測
系統之設置與
安裝和測試 

5.推派 5名學生至
檢測廠商實習 

6.指導 2組檢測專
題或論文製作 

3.完成輪廓量測
系統之設備採
購 

4.完成輪廓量測
系統之設置與
安裝和測試 

5.推派 5 名學生
至檢測廠商實
習 

6.指導 2 組檢測
專題或論文製
作 

落實產學合作 

7.舉辦一場專業
實務講座 

8.舉辦一場國內
檢測研討會 

9.接受廠商委託
檢測 

7.舉辦一場專業
實務講座 

8.舉辦一場國際
檢測研討會 

9.開設一檢測訓
練班 

7.舉辦一場專業
實務講座 

8.舉辦一場檢測
學程教學成果
發表會 

9.開設一檢測訓
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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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國際交流 

10.推派 1 位交換
學生 

11.鼓勵 1 位學生
修讀雙碩士學
位 

10.推派 1 位交換
學生 

11.鼓勵 1 位學生
修讀雙碩士學
位 

10.推派 1 位交換
學生 

11.鼓勵 1 位學生
修讀雙碩士學
位 

* : 表示該項目具” 經費額度受限時需縮小規模或無法執行”之特性 

 

十、預期成效及影響 

本「發展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特色計畫」整體目標達成後，預期可產生

下列成效； 

子計畫一：結構材料檢測技術 

1. 強化與「材料科學微觀檢測技術」、「綠建築」或「綠營建」等專題為重心

之相關技術研究發展以及教學課程之實施 

2. 擴充營建系中長期計畫中之重點儀器設備，提升在研究及教學上的質與

量，並加速營建系達成具檢測科技特色之博士班設立的目標。 

子計畫二：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 

1. 推動「非破壞檢測」學程課程，培養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相關人才。 

2. 設置現地試驗場地，透過推廣教育舉辦檢測技術訓練班，擴大檢測人才之

訓練平台，並將研發之各種檢測技術深耕至產業界，不僅可訓練公共工程

檢測人才，對檢測研究亦有極大的助益。 

3. 舉辦訓練班及積極進行產學合作，提昇營建系「非破壞檢測中心」成為台

灣土木營建工程非破壞檢測方面的重鎮。提升新建公共工程以及老舊公共

工程之檢測水準。 

子計畫三：大地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 

1. 本校營建系擁有防災領域與非破壞檢測技術之專門人才，從事之研究皆兼

具前瞻性及實務性，但缺乏適當儀器以進行研發新技術。如果本計畫能順

利進行時，在預計的儀器購買後，可望拓展營建系專業服務的能力及範

圍，並以人才及設備優勢結合新技術之研發，為檢測技術應用於防災課題

盡一番心力，保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降低災害發生時，國家所支出的社

會成本。 

2. 本子計畫在完成後，將可改善各參與教師之研究水準，尤其在學術期刊論

文發表的質與量上將大幅提升，進而提昇在國內、外之學術地位。 

3. 整體的研究成果將撰寫成教材，融入研究所的教學課程內容中，以落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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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體系「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教育理念，培育防災科技研究人才。 

子計畫四：工業品質檢測技術 

1. 滿足中部地區工業檢測技術需求，透過產學合作提升區域產業之國際競爭

力。 

2. 與業界共同執行協同開發計畫，獲致產品檢測之有形資產成果與專利智慧

財產等無形資產成果。 

3. 提供業界縮短產品檢測技術開發時程與降低設計研發成本之技術。 

4. 提升合作企業產品設計人力素質，並培育具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研發能力之

高級人才。 

5. 提升工管系教師工業品質檢測相關技術研發能力與產學合作經驗。 

6. 提升校內跨檢測與工程管理領域人力及資源整合經驗。 
 

十一、觀摩活動規劃 

本「發展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特色計畫」預計舉辦之觀摩活動分五大類

如下； 

項次 活動名稱 內容 預定辦理時間及情形 

1 學生成果展示 大學部專題及碩士生

畢業論文研究成果展

示 

一年度兩次；上半年於 3 月

併校慶活動實施，以大學部

專題及競賽為主；下半年於

暑期實施，以研究生論文成

果為主。 

2 本發展計劃成

果分享與期末

研討會 

計劃實施過程中，各年

度成果以講習會與網

頁資訊方式呈現以達

即時推廣之效，計劃結

束年度(第三年)舉辦研

討會分享計劃經驗與

各界專家人士討論。 

1.每年度期末完成成果進度

報告時，同時將各子計劃

相關成果電子化於網頁分

享。 
2.計劃期屆滿之第三年下年

度，舉辦成果發表暨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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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測技術講習

訓練班 
主辦或與學會合辦訓

練班 
針對相關工程檢測實務之技

術應用，舉行講習會供業界

與學生參加研討。原則上，

各子計劃每年一場次，子計

劃二與三之議題，因業界需

求較大，每年或可兩次。 

4 參觀相關學術

研究機構及交

流 

參訪國內相關業界、學

術機構 
每年一次。 

5 實驗室及設備

展示 
開放實驗室與研究空

間供外校學生、業界管

理暨工程人員以及他

校系所教師參訪 

1.除每年於 3 月併校慶實施

開放實驗教學空間活動。 
2.因應本計劃之實施，營建

系與工管系 96 年度下半年

起，擬開始舉辦理工工程

週活動，結合理工學院工

程領域教研資源，邀請國

內相關系所教師學生至校

參與學生學術聯誼與教師

教學研討，並以專題演講

及海報競賽，除分享本計

劃執行之兩系所的相關成

果，亦與他系所由競賽達

切磋砥礪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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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件資料 

附件一 ： 子計畫計畫草案詳細內容 
 
 
 

子計畫一 ：結構材料檢測技術研究計畫  
子計畫二 ：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計畫  
子計畫三 ：大地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計畫  
子計畫四 ：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 ： 潘吉齡 教授 

 
 

子計畫主持人 ：    李明君  副教授   

    鄭家齊  副教授  

   徐松圻  副教授  

   林宏達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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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 
 

朝陽科技大學理工學院「發展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特色計畫」  
 
 
 

子計畫一 ：結構材料檢測技術研究計畫  
 

計畫年度  ：  96 -98 年度  
 
 
 
 
 
 

子計畫主持人 ：    李明君  副教授   

其他主要參與教師 ： 潘吉齡  教授  

   干裕成  副教授  

 
 
 
 
 
 
 

執行單位 ：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日期 ： 九十五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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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發展計畫 

子計畫一：結構材料檢測技術 
 

一、子計畫背景與現況 

近年來，由於地球氣候及生態的改變，「永續發展」成為全球發展最重要課

題，強調文明發展與環境生態必須共生共存，作為地球村的一員，台灣亦不能自

外於此趨勢，在我國目前的科技、經濟與技術等各方面條件下，透過節能及資源

再利用等技術，朝此方向邁進。營建產業向為國家建設的龍頭，「綠建築」或「綠

營建」概念，起緣於 1970 年代初期能源危機的「節能建築」的風潮，後來結合

「風土建築」、「生態建築」的環境設計理念，現在更融合了最新的地球環保評估

技術而成的一個嶄新的建築科學體系，並徹底從地球溫暖化、臭氧層破壞、熱帶

林枯竭、生物多樣化環境、廢棄物減量等地球尺度，來考量整體建築產業的環保

問題。近來已成為未來所有工程建設的重要內涵，除了功能需求的滿足，未來的

營建工程必須藉由節能、保水、減廢、資源再利用等策略的採用，進而達到建設

發展與自然環境共生共存的永續發展目標。對於國內每年有多達數千多億元的營

建材料產值，如何能將這些製品，透過對材料性質的瞭解，設計出符合節能、環

保及安全內涵的建築結構。 

本計畫旨在強化本系綠建材、節能營建材料、結構材料檢測應用與材料內

部結構微觀技術專題相關教學研究，藉由重點儀器設備之擴充，除提升在教學及

研究上的質與量，並加速本系達成博士班設立之目標。本系結構材料領域方面的

師資，除本身專業上的研究外，亦可配合上述相關領域之研究及教學，使本系之

發展更俱多元化。另一方面，為配合本系之發展，在結構材料領域之中長期計畫

中，此計畫方案將更落實特色發展教學課程改善計畫，使本系在土木營建工程教

育及研究上，能掌握世界潮流及配合國家發展。 

為持續建立營建系所防災教育之特色學程「防災與結構材料檢測與安全評

估」，本年度規劃「結構材料檢測技術」計畫作為申請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

發展計畫補助之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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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計畫目標 

營建材料科技的開發與研究，係營建系三大重點領域之一，亦為營建系中

程發展重點目標。本計畫之完成，將有助於加速營建系結構與材料領域在教學及

研究上之互補與多元化，屆時將可提昇本系在材料科學微觀結構的教學與研究能

力。 

本計畫的主要目標，在於配合目前綠建材的政府政策之推展，嘗試建立相

關的營建材料檢測應用與材料內部結構微觀技術專題，透過碩士班專題課程與大

學部相關課程之教學，培養學生熟悉綠建材、節能建材、結構力學及設計等相關

應用，延續本校理工學院發展計畫 92-95 學年度中，所推動的『大學基礎教育』

改善計畫，以強化本系的實作教學，在教學與研究的相關設計，預計推動「綠建

築」或「綠營建」等相關課程與研究，以建立綠建材、建築節能規範、結構材料

檢測與微觀技術專題等新的特色項目。 

 

三、子計畫發展重點項目 

對於營建系近年來在營建結構材料的研究項目，主要有輕質骨材混凝土、

超高強度混凝土及輕鋼構三種結構材料之技術檢測應用與材料內部結構微觀方

面研究，說明如下，未來將持續強化本系在綠建材、節能營建材料、結構材料檢

測與新材料研發技術專題方面相關教學與研究。 

（一）輕質骨材混凝土 

混凝土一直是營建工程上用得最多的主要材料，因為混凝土可塑性大、料

源廣、易取得、又具某種程度耐久性及強度；向來只有施工技術改變、或選材料

及配比方式不同，基本上，材料的功能性並無不同或被取代。但是近年來，由於

工商業發達，一般房屋建築或公共工程建設需求不斷增加；然而地球的資源卻是

日益枯竭，對混凝土而言，傳統的粒料如砂、石，也由早期河川採掘，逐漸發展

到不得不向陸上砂石或海邊開採[1，2]；這趨勢正反應出混凝土工程未來發展必

須面臨的問題。鑑於此，近幾年來，混凝土研究的方向已意識到這問題而朝向開

發其它料源。煤灰、爐石等工業廢料之回收再利用[2]，以減少水泥的生產，便

是一個典型的成功範例。不論將他們當作填充料，或用來代替部份水泥，二者皆

已達到資源再生的目的；並且更由此衍生出高性能混凝土(HPC)的新科技[3]，實

是一舉兩得。類似觀念也應用到其他的填加料，如混凝土本身回收再利用[4，5]，

又如纖維混凝土[6]，藉由摻入鋼纖維或玻璃纖維等材料，可增加混凝土的韌性

及改良傳統混凝土的一些弱點。甚至有將廢輪胎切屑後當填充料[7]，利用其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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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特性及纖維含量，來改善混凝土性質且兼俱環保意義。 

另一方面，台灣西部地區地質多屬於軟弱的頁岩性黏土，易於遇水成泥流

入河川，並沈澱淤積於水庫內，使其有效蓄水量逐年降低。目前台灣 69 座重要

水庫均有淤積問題，總淤積量高達 472 億立方公尺以上，超過翡翠水庫的總蓄水

量。水庫浚渫的工作，是延長水庫壽命和蓄水功能的方法之一，而水庫浚渫後所

產生的淤泥處置卻可能變成環保問題，因此如何有效處理淤泥顯得十分重要且具

有急迫性。水庫淤泥若能資源化再生利用，如燒製成輕質骨材，將是最佳處置方

式，可惜國內外迄今未見有如此的研發與做法；而因台灣地區的水庫淤泥，多為

頁岩性粘土，適合燒製輕質骨材，而且以水庫淤泥製造輕質骨材之過程中，可直

接造粒而可省略一般岩石的碎化作業，對於未來國內發展輕質骨材混凝土，將為

有利之條件。此外，台灣位處亞熱帶及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在砂石資源日益枯竭

及講求節約能源等多重考量下，未來在尋求替代建材方案時，擁有質輕、耐震佳、

良好隔熱性及吸音性、數量龐大且具環保概念的水庫淤泥輕質骨材，不失為首要

選擇。再者，針對於國內粒料不足問題，世界各國如美國、德國、英國、俄國、

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家，皆有生產以膨脹性頁岩，黏土甚至爐渣所燒製之輕質骨

材，且成功的應用於結構上，反觀國內，輕質骨材發展能停留在研發與試驗階段，

工程上應用之輕質骨材仍仰賴外國進口，且多被製成建築物之次要結構上。如何

振興我國輕質骨材之應用，除借鏡國外成功的發展模式外，充分利用國內資源，

發展出適合我國輕質骨材的屬性，應是當務之急。 

1.輕質骨材概述 

所謂輕質骨材即是骨材的比重較一般常重骨材為小，輕質骨材一般採用

氣乾顆粒密度 1.7～2.0g/cm3 以下居多，除可用輕質骨材製造之混凝土稱為輕

質骨材混凝土外，還有用各種方法使重量變輕的混凝土，例如輸入更多的氣

泡等，都稱為輕質骨材混凝土。輕質骨材混凝土具有質輕、低熱傳導性能，

更具有優異的隔熱和防火的功能，是一種極佳的節能營建材料。 

輕質骨材之種類繁多，例如利用旋窯技術，燒製膨脹性頁岩所形成之輕

質骨材、飛灰與底灰的冷結型輕質骨材、水庫黏土質淤泥燒結輕質骨材等等；

而一般所謂骨材，又稱粒料，我們都知道粗粒料在混凝土中佔有大約 60％～

75％的體積，因此骨材的特性對混凝土強度有舉足輕重之地位，輕質骨材的

質輕、內部孔隙大、卻有適當的強度，用以拌製的輕質骨材混凝土，可具有

密度小、強度夠、熱傳導率小的優點，應用於結構物上，更能發揮經濟性、

隔熱及耐震的效果。 

輕質骨材混凝土初期均使用於非主要結構上，後期應用於鋼筋輕質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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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符合強度的要求且更具有經濟性，正因如此，逐漸被廣泛的應用於

主要結構上，如超高樓建築物及橋樑，之後更應用於預力混凝土。 

2.國內外輕質骨材之發展與應用 

長期以來，國外對輕質混凝土造中高樓層建築物及大跨徑橋樑之普遍使

用情況，如 1917 年美國 S.J.Hayde 使用某種膨脹性黏土及頁岩在高溫下燒成

小球，由於原料含有之成分，在高溫下使內部產生氣體，表皮形成堅實的玻

璃層，可視為輕質骨材研究之肇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使用輕質骨

材混凝土造船。而在聖路易斯的 Park Plaza Hotel 是建造在 1920 年代輕質骨

材混凝土早期例子。爾後尚有許多以輕質骨材混凝土所建造的商用大樓及建

築物上，如美國愛阿華州 44 層樓高 801 Grand Des Moines 大樓及休士頓單跨

長達 640 英尺之 Parrotts Ferry 大橋(1982)，皆為膨漲頁岩結構性輕質混凝土

造建物。在歐洲方面，英國及俄國都曾使用高強度之人造輕質骨材，成功地

應用在橋樑與建築物上。在日本方面，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研究使用輕質

骨材，但是一直沒有運用的機會；直到 1968 年，首次使用膨脹性頁岩燒製成

輕質骨材。至今已不斷地使用在多種構造物上。 

我國方面，1907 年，成功大學土木系王櫻茂教授，首先利用旋窯技術，

燒製膨脹性頁岩，開創國內研製輕質骨材的大門，也為日後的研發工作奠定

紮實的基礎。1990 年，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開發利用飛灰與底灰的冷結型輕

質骨材的造粒技術，開啟工業廢棄物再生利用的途徑。2003 年，顏聰、陳豪

吉、黃兆龍等教授，均利用水庫黏土質淤泥，開發造粒與燒結技術，進行輕

質骨材混凝土的工程行為測試，建立本土化輕質骨材混凝土的資料庫。2003

年，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將科學園區所產生的工業污泥，混合水庫淤泥，進

行輕質骨材混合造粒和燒結技術的研發工作，成功地開發出高強度、高工作

性、高耐久性的結構輕質混凝土。故如何能在考量經濟、安全及環保各面向，

將水庫淤泥輕質骨材推廣於國內工程界；對於將其製成輕質混凝土結構後之

各種構件行為，實有必要加以研究探討。 

 

（二）超高強度混凝土 

隨著科技的進步，對於建築材料品質有更高的要求，由於混凝土是工程上使

用最普及的材料，因此工程上對混凝土品質的要求也就愈嚴格；近年來混凝土礦

物摻料及化學藥劑技術的發展，許多高強度及耐久性能的混凝土陸續被開發出

來，活性粉混凝土（Reactive Powder Concrete，簡稱 RPC）是繼高性能混凝土

（HPC）新發展出來的超高強高性能混凝土。 

1.活性粉混凝土之發展、技術及工程上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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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0 年開始，法國 Bouyguess 營造公司投入研發此種新型混凝土材

料，並於 1994 年首次發表其研究成果，之後歐美各國也相繼投入此項研究。

法國所研發的活性粉混凝土不但具有 200 MPa（29,000 psi）的抗壓強度，經

特殊預鑄製程抗壓強度可達 800 MPa（116,000 psi），抗彎強度高達 45 MPa

之極佳韌性，且耐久性超過高性能混凝土，如表 2-1、表 2-2 及表 2-3 所示；

由於 RPC 強度、韌性及耐久性遠遠超過傳統混凝土，因此預期未來 RPC 將

廣泛應用在土木建築及許多特殊工程【9】。 

過去幾十年來，世界各地學者專家力求改善混凝土品質與性能，所嘗試過的

技術大致可分為三類【9】： 

（1）細粉緻密系統（Densified System Containing ultra-fine Particles, DPS）：以高

含量的矽灰細粉及強塑劑來增加水泥漿體之緻密性，並以極高硬度的骨材

來拌和，例如：鋁礦砂或花崗石。 

（2）無巨觀缺陷砂漿（Macro-Defect Free, MDF）：將高分子材料與水泥砂漿壓

擠成型，降低孔隙率，提升抗壓及抗拉強度。 

（3）纖維混凝土（Slurry Infiltrated Fibered Concrete, SIFCON）：將高流動性的水

泥漿或砂漿注入預先埋好纖維的模具內，改善材料之韌性。 

活性粉混凝土之基本原理是綜合上述的三種技術優點，減少混凝土內部之孔

隙及裂縫，以提高混凝土強度、韌性、緻密性及耐久性【9】。 

法國目前研發活性粉混凝土機構有 Bouyguess 集團及法國原子能委員會

（French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CEA）。Bouyguess 集團除了已發展 RPC 200

及 RPC 800兩種配比，目前正致力於無鋼筋活性粉混凝土構件行為之研究，作為

結構設計之依據。法國原子能委員會的研究方向為將活性粉混凝土應用於核廢料

貯藏設施之產品，並針對力學特性、微觀結構及耐久性能等方面評估其可行性，

結果顯示 RPC 高緻密性的微結構，相當適合作為核廢料貯藏設施。法國原子能

委員會有建議對核廢料高完整性貯藏桶（High Integrity Container, HIC）之測試規

範，CEA 有對 RPC 之測試結果【9】。 

在美國則由美國步兵工程署結合產官界之力量，發展活性粉混凝土預鑄產

品，由於 RPC 取消粗骨材，所以預鑄產品的形狀不受限制，RPC 在美國則應用

於輸水管、地下水管、隧道環片及耐壓水管等方面【9】。 

加拿大國家高性能混凝土研究中心則應用 RPC 於銀行保險櫃，並與法國

Bouyguess 集團合作，於1997年在加拿大的 Sherbrooke，以 RPC 建造第一座行人

與自行車專用的試驗橋【9】，全長60公尺，橋面寬3.3公尺，橋面版僅以3公分厚

的 RPC 及高7公分、間隔1.7公尺之橫向肋梁組成，這足以顯示 RPC 的強度及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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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相當優異。 

活性粉混凝土在技術上的改進，使用下列五個基本原理【9】： 

（1）取消粗骨材以提高混凝土之均勻性。 

（2）骨材配比最佳化及凝結前施加壓力，提高混凝土之密實性。 

（3）凝結後使用熱養護改善其微觀結構。 

（4）添加小號鋼纖維以提高混凝土之延展性。 

（5）拌和、澆置和鑄造的程序儘可能配合實際操作。 

上述前三種技術對混凝土強度的提升有很大幫助，但對韌性則無太大的助

益，而添加鋼纖維主要是增加混凝土之延展性，這些技術的改進對混凝土各方面

均有相當重要的影響【9】。 

2.鋼筋混凝土結構物補強 

混凝土結構物因不當設計、材料品質控制不良、受到衝擊、火害或化學

侵害等因素，產生混凝土劣化使強度變弱，造成結構承載力不足，有危害安

全之虞，欲增加結構物之使用年限，則需進行結構補強。混凝土結構補強需

考量修補材料之相容性及黏結性，混凝土底材與修補材料相容性之考量包括

熱膨脹係數、彈性模數、乾縮量、潛變及化學相容性等； Cabrera【9】等學

者說明材料黏結強度與溫度及濕度有很大的關係，藉由斜剪試驗得知，當修

補材料之彈性模數與混凝土不同，承受相同的載重時，將產生相對應力，低

彈性模數之材料將產生較大之變形。 

一般較常使用黏結試驗方法包括斜剪試驗、直剪試驗、單軸拉力試驗及

撓曲試驗，Wal1【9】等學者以斜剪試驗測試新舊混凝土之黏結性，發現當修

補材料之彈性模數與混凝土之彈性模數相近時，黏結效果最佳。顯示混凝土

結構補強不僅考量修補材料之強度，修補材料與舊有底材之相容性亦非常重

要。 

（1）混凝土結構之補強時機及補強材料 

鋼筋混凝土結構物之修復與補強的材料及方法有很多種類，鋼筋混凝土

結構物依其受損行為不同，所使用的修復工法及補強材料也不儘相同，目前

工程界常用的修復補強材料，依其用途約可分為下列三種【10】： 

1.填補用修復補強材料 

填補用修復補強材料主要用於填充鋼筋混凝土結構物有裂縫及大塊混

凝土或保護層剝落；填補用修復補強材料之特性為 A.具有良好的施工性（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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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填滿）、B.與既有的混凝土有良好的黏結性及 C.修復補強材料其力學行

為不亞於混凝土。目前工程界常用的填補用修復補強材料針對裂縫部分主

要有低粘滯性環氧樹脂，而針對大塊混凝土或保護層剝落部分，則有樹脂

砂漿系列之修補材料。 

2.黏結用修復補強材料 

黏結用修復補強材料主要用於將原有鋼筋混凝土與補強外加受力構件

間作一有效的黏結，以達成力量有效傳遞之目的；目前工程界常用的黏結

用修復補強材料有（1）黏著外加貼片（鋼板、FRP）的環氧樹脂、（2）黏

著植入鋼筋的化學膠結劑及（3）黏著植入螺栓專用的化學螺栓固結劑。 

3.主要受力用修復補強材料 

主要受力用修復補強材料則著重於分擔原有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力量，

以達到結構補強之目的；所有新建的結構工程用材料，均可在修復補強工

程中使用，如型鋼、鋼板、鋼筋、混凝土及纖維複合材料（CFRP、GFRP）。 

（2）鋼筋混凝土結構補強工法 

針對鋼筋混凝土結構不同構件之損害，需使用不同之修補工法來補強，

一般較常採用的混凝土結構補強工法分為下列四種【10】： 

1.裂縫灌注環氧樹脂工法 

利用壓力注射可修補寬度 0.3 mm 以上之裂縫，以修復受損之樑、柱、

版牆等結構元件，防止水分滲入造成鋼筋腐蝕；但環氧樹脂僅能黏合開裂

之混凝土，並無法提升整體混凝土強度。 

2.鋼筋混凝土補強工法 

當混凝土結構嚴重開裂或大量剝落時，需先敲除鬆動之混凝土，配合

鋼筋植入灌注水泥質材料或樹脂砂漿修補，須注意新舊混凝土界面之黏結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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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鋼板包覆補強工法 

鋼板包覆補強主要用於補強受損之樑構件，需藉由環氧樹脂黏結及螺

栓固定，可有效提升整體強度；其缺點為鋼板自重大，補強元件幾何形狀

易受限制，施工不易，且修補成本較高。 

4.纖維複合材料補強工法 

纖維複合材料（FRP）可應於樑、柱、版墻等結構元件補強，其質材

輕，且施工容易；一般較常採用碳纖維複合材料（CFRP）及玻璃纖維複合

材料（GFRP）兩種材質；混凝土補強表面需光滑平整，且貼覆 FRP 貼片需

確保與混凝土表面緊密黏結，否則會造成應力集中，降低補強之效果。 

（3）RPC 修補鋼筋混凝土結構物之探討 

鋼筋混凝土結構物或橋樑墩柱結構，因外力作用受損或周遭環境溫度、

濕度、化學性侵害使混凝土劣化造成結構承載力不足時，一般較常採用鋼筋

混凝土補強工法加大柱斷面以增加承載力，但使用一般的混凝土補強其品質

控制不易及內部孔隙大易產生乾縮變形等影響，降低補強之效果，且加大柱

斷面造成外形上的不美觀及空間使用上之不便；因此，在考慮各方面因素的

影響，補強材料之選擇也甚為重要。 

1980 年代開始，在日本的地鐵、高架橋、橋柱及隧道等公共設施陸續發

現有混凝土剝落或龜裂的形情發生，造成社會大眾對混凝土工程品質的疑

慮，因此日本產官學界開始針對混凝土結構物耐久性的問題提出因應對策。

近年來在日本提倡耐久性設計之概念，如使用超級品質混凝土（Super Quality 

Concrete, S.Q.C ）具高強度、耐震性佳、高品質及高耐久性材料，從結構物

生命週期的觀點與傳統混凝土比較，顯示超級品質混凝土相當符合耐久性與

永續發展的材料【11】。 

而活性粉混凝土具有超高的強度及良好的工作性，隨著鋼纖維含量的增

加，可獲得較佳之韌性【12、13】，與日本的超級品質混凝土皆屬於高耐久性

的材料；且活性粉混凝土經抗凍融、剝落、空氣滲透、氯離子滲透、磨耗及

電阻率等試驗，測試結果皆優於高性能混凝土【13】；表 1.1 為活性粉混凝土

(RPC)、一般混凝土（Normal Concrete, NC）、高性能混凝土（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HPC）等之基本性質比較，由該比較中可看出 RPC 材料的特殊性能

與研究成果【9】。因此，以活性粉混凝土取代普通混凝土補強，不僅可減少

擴柱的斷面及溫度產生之乾縮變形，並且可提高混凝土強度及緻密性，對於

結構補強效果及耐久性各方面皆是有益的。因此，預期活性粉混凝土在未來

的土木建築上將廣泛的被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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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三種不同混凝土之性能【9】 

性         質 RPC NC HPC 

抗壓強度    

(MPa) 
175～203 20～50 60～80 

靜態彈性模數  

(GPa) 
62～66 20～30 35～40 

包松比 0.22～0.24 0.18～0.22 0.18～0.22 

極限壓應變   

(×10-6) 
3000 3000 3000 

彎曲強度    

（MPa） 
32 4～8 6～10 

強度指標 

極限拉應變   

(×10-6) 
7000 100～150 100～150 

MIP 孔隙率（％） 4 9% - 

N2 滲透率（m2） 5×10-20 7×10-15 - 

氚氣擴散係數

（m2/s） 
1.0～1.2×10-14 1.2～5.4×10-13 - 耐久指標 

鋼筋腐蝕試驗

（μm/year） 
0.01 0.25 1.2 

 KIC (MPa‧m0.5) 5.4～11.3 ＜25 
韌性指標 

GF   (J/m2) 33500～47300 100～150 

 

（三）鋼構建材 

我國建築相關產業的產值約佔全國總產值的18％，（經濟部，1994），為影響

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產業之一，而建築開發過程（包括營建材料生產、運輸、施

工、使用及拆除階段）所產生的污染均有可能危害公眾的健康及對生活環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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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營建材料的生產從開採、製造到運輸皆可能對土地、森林產生破壞，並造

成礦物、能源的損耗；設計階段因規劃不當則可能造成能源浪費、交通惡化、日

照、電波障礙等公害；施工過程可能造成噪音、振動、空氣污染、水污染等公害；

拆除或整修過程可能產生廢棄物不當棄置，及資源、能源浪費等問題。 

其次，根據成功大學林憲德教授之調查研究，1994年我國建築產業的廣義二

氧化碳排放量佔全國排放量約33.5％，即：營建材料生產18.6％，營建運輸0.43

％，營建過程0.1％，住宅部門使用10.3％，商業部門使用4.0％。顯示建築產業

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將是造成環境負荷的重要因素。而根據環保署資料，營建工地

造成的空氣污染約佔全國的40％，營建工程廢棄物（含廢土）年產約580萬公噸，

佔事業廢棄物約20％，對地球環境負荷產生很大衝擊。81年營建工程噪音陳情案

佔全國案件數10.8％，台北市佔18.5％，營建工程噪音已嚴重影響附近居民的日

常生活。因此為有效減緩建築開發過程對環境之污染及能源與資源之損耗，極須

倡導清淨營造技術、提昇營建技術水準建立清潔營造環境。 

建築產業具有大量消耗資源的特質，因此隨著營建活動的增加，鋼鐵、木材、

石材等自然資源的存量日愈驟減。由於建築產業高度成長及資源不當利用，未來

將面臨資源耗竭的問題，對人類生活環境可能造成極大的衝擊。以鋼筋建材為

例，根據統計預估在民國90年內鋼筋需求量將超過2億公噸，且有逐年激增的趨

勢（彭雲宏，1993）。除前述鋼鐵、水泥等建材外，國內其它自有資源亦極為短

缺，如何有效利用珍貴資源並研發建材回收再利用技術及相關管理制度甚為重

要，而相關研究目前尚待起步，極待政府部門儘早結合產、官、學、研各界提出

因應對策，以達永續經營地球資源的目標。 

基於目前全球對於環境永續發展之共識下，綠建築已成為未來之趨勢。依國

內目前營建技術環境而言，促進建築產業生產合理化之途徑，當以構法開發、規

劃設計與施工整合為主，並促進工法之改進為目標。建築構法合理化的手法如：

採用部分預製組件組合，有效解決各種建築材料的調配，注重設計與施工的充分

配合，以及各階段施工作業能有效銜接。在社會、經濟背景的改變下，綜合性新

構工法之研發導向已為時勢所趨，一般而言，民間建築業者在設計與施工之整合

上較具彈性，近年來在普遍地勞力短缺、工作品質低落、工期難以掌握等之現象

下，傳統沿用之營建方式似乎已無法滿足社會之需求，而漸有採用系統模板及各

種新式結構體構法之案例，輕鋼構造、整體浴室及多種乾式輕型隔間系統也開始

被引進採用。民間業者引進採用新式構工法，其理由表面上多以降低成本為主，

為現階段建築產業為克服勞動生產性及建築品質低落所做之生產合理化嘗試，這

些嘗試不單只是施工方法之改進，重要的是建築構法之構造方法的突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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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營建工程方面，目前亟需力求突破改進的既是材料的創新與再利用，相對的也

就是工法的改進與精進。 

由於環保的考量，木材、砂石等材料的短缺，美國、澳洲與日本等國發展之

標準化的低層冷型鋼建築設計與施工己廣泛地使用在工、商業界及一般住宅上。

以美國為例，在1992年推動初期，僅有500棟此類建築興建，在1998年一年間已

有12萬棟住宅使用輕鋼構建築，約佔當年住宅建築的10 %，而相信在2000年，其

輕鋼構住宅將達一年20萬戶的規模(約佔本年住宅建築的20 %)。而日本更是在短

短的幾年間，在鋼鐵製造業共同的努力下結盟成立協會(鋼材俱樂部)，不但進行

生產、製造及推廣，同時亦進行研究發展工作，讓所謂的鋼屋(steel house)市場在

日本蓬勃發展，前(2001)年間日本已有超過6000戶的興建，2002年已有3萬戶的

規模。為了推廣環保亦可回收的冷軋型鋼建築，除了既有的冷軋型鋼設計規範

外，美國全國住宅建築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ers – NAHB)聯合

了美國聯邦住家與都市發展部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partment – HUD)與美國鋼鐵協會業己製訂了「冷軋型鋼構住宅設計方法- 

Prescriptive Method for Residential Cold-Formed Steel Framing」及相關設計細則。 

由於，一般北美傳統住宅所使用的建築材料皆為木材，針對新型的輕鋼構住

宅，北美鋼構架聯盟(North American Steel Framing Alliance)對輕鋼構住宅營造業

者與住家所做之調查發現，營造業者對於使用冷軋型鋼建材的優點為﹕使用木材

所導致的牆面龜裂、接合部份的變形、豎材或橫材的扭轉變形不再存在，同時，

冷軋型鋼構材的重量輕易於搬運、剪裁切割與架設亦為木構材所不能相比的。而

使用者對於輕鋼構住宅的印象則為﹕安全、耐久、防火、防蟲害與耐震等優點。

與其他州的氣候相比下，加州與佛羅里達州的氣候則顯得潮濕，而加州則為地震

頻繁區域，佛羅里達州則有相當的颶風發生，也因此，美國使用輕鋼構住宅有相

當大的比例集中在加州與佛羅里達州。 

1995年一月十七日清晨五點四十六分，阪神地區發生大地震之後，日本六家

鋼鐵會社（新日製鐵、佳友金屬、川崎製鐵、日本鋼管、神戶製鋼、日新製鋼）

組織的鋼材俱樂部特組團赴美國、澳洲、歐洲等國，考察具有安全(耐震、耐風、

防火)、健康、舒適、省能、環保性能的輕鋼構住宅建築實況，後來以五年為研

發期間，投入大批人才(包括建築師、結構技師、工程技師金屬材料等專家)及約

五十億萬日幣從事仿效美國、澳州之2x4構造工法的研究(最簡單、經濟、實用之

理想構造工法，以箱型組合之結構增強耐震功能)，並基於創新改良、精益求精

之精神，研訂一套2x4壁板、樓板、屋架等在工場組裝成半成品後運到工地即可

更快速建造(縮短工期、確保品質、降低成本)之構造工法，並經國家檢測機構嚴



 46

格以「實屋」試驗合格而獲建設省的工法認可，現已普遍採用該法建築鋼骨住宅

(輕鋼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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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計畫現有軟硬體設施概況 

本系之教學內容以結構工程、大地工程、營建管理為主，因此在三組領域中

共設有結構、材料、大地、坡地防災、營管等五個實驗室，有關材料實驗室之設

置情形、質量說明、配合課程需求等實施概況詳述如下：  

1.具系科特色材料實驗室之設置情形： 

本系材料試驗室樓地板面積大約 400 平方公尺，擁有儀器設備相當多，如

200 噸萬能試驗機一部、50 噸電子式萬能試驗機一部、200 噸電子式抗壓試

驗機一部、100 噸電子式抗壓試驗機一部等，可進行混凝土與鋼筋之抗拉與

抗壓各項試驗。除此之外，尚有各種非破壞檢驗儀器，可具備同時進行材料

與結構構件之檢測、破壞評估之教學、研究與建教合作之多項功能；另外，

為配合教育部精緻教學計劃，本系已添購一座 50 噸 MTS 動靜態油壓制動試

驗台供材料試驗及小型結構使用，但因經費受限，為能夠入油壓夾具，希望

未來計畫爭取上可添入此設備，如此本系材料試驗室在質與量上，可望小幅

提昇。 

2.空間、儀器及設備配合培育目標情形： 

本系材料試驗室主要以教學與研究並重，地板面積大約 400 平方公尺，一半

以開放空間為設計，另一半以教學試驗為設計，使同學可安心在實驗室上

課，又有足夠空間讓同學進行各項材料試驗。在教學上，大學部有必修課程

「混凝土試驗」在此授課操作，選修課程有「營建材料試驗」，研究所有選

修課程「實驗方法導論」及「營建工程非破壞評估」均可在此上課操練。藉

由解說與實際操作各項材料試驗與非破壞檢驗，讓同學日後在工程實務與研

究上，對於鋼筋混凝土與其他營建材料的特性，能有一些深刻的體認，加深

其對營建工程材料的了解。 

3.儀器設備（含電腦軟、硬體設備）之質與量配合課程需要情形。 

本系發展之重心，係以教學及研究並重，同時兼顧學生之實習訓練，故本系

陸續購買國內外先進的儀器設備，如前述之各種 200 噸及 50 噸萬能試驗機

與 200 噸電子式抗壓試驗機，另外洛杉磯磨損試驗機、電動搖篩機，砂漿拌

合機、混凝土拌合機、空氣含量測定儀、混凝土震動台、透水試驗儀、水泥

細度測定儀、維克儀、吉爾莫儀、坍度儀等，可配合混凝土試驗課程的要需

求；另有再生瀝青回收檢驗設備、瀝青含油量檢測、馬歇爾瀝青混凝土配合

設計試驗儀器、混凝土鑽心機、瀝青針入度儀、混凝土氯離子電滲儀、自充

填免搗實混凝土檢驗設備等，可配合營建材料實驗課程與瀝青混凝土配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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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課程的需求；另有混凝土試錘、超音波試驗儀、Impact Echo 試驗儀、鋼

筋探測器、混凝土氯離子檢測儀、混凝土拉拔試驗儀、高精度位移計與各式

應變計等可配合研究所實驗方法導論與營建工程非破壞評估課程之需要。 

4.上課空間設施之規劃情形： 

本系材料試驗室主要以教學與研究並重，地板面積大約 400 平方公尺，一半

以開放空間為設計，另一半以教學試驗為設計，使同學可安心在實驗室上

課，又有足夠空間讓同學進行各項材料試驗。大學部有必修課程「混凝土試

驗」和選修課程「營建材料試驗」在此上課，並有九大張試驗桌，因此試驗

可為 8 或 9 小組進行演練，讓同學能實際參與操作。另外，研究所有選修課

程「實驗方法導論」及「營建工程非破壞評估」亦可在此操作。 
 

五、子計畫具體內容與配合措施 

（一）系所相關之發展目標(略) 
（二）課程與師資現況(略) 
（三）具體內容 

營建系近年來在營建結構材料的研究具體內容，主要有輕質骨材混凝土、超

高強度混凝土及輕鋼構三種結構材料之技術檢測應用與營建材料內部結構微觀

方面研究，並將持續強化本系在綠建材、節能營建材料與新材料研發技術專題方

面相關教學與研究，未來可設立「材料科學微觀檢測中心」。 
（四）學校可配合之相關措施(略) 
 

六、須待充實軟硬體設施 

本計畫乃以輕質骨材混凝土、超高強度混凝土及輕鋼構三種營建結構材料之

技術檢測應用與材料內部結構微觀方面研究為出發點，配合系上正發展之輕鋼構

建築研究，與混凝土材料創新領域如輕質混凝土與超高強度混凝土等之研究，當

然，除了計畫主題所顯示的材料與結構的結構行為研究外，對於不同材料所組成

的結構或非結構構件，其在性能表現上如其本體的隔熱、隔音、防火、省能、乃

至於環境影響等，亦將為探討與研究的內容。如此將可提昇在新材料及新結構技

術之教學與研究能量。與本計畫有關的課程，列於表一。本計畫將相關課程分成

(A)基礎課程 - 基本觀念建立、(B)實驗課程 - 材料性質試驗及(C)結構設計與性

能測試三大部分。課程規劃並聯結至研究所進階研討及技術研發之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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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結構材料及結構技術相關課程 

基礎課程 實驗課程 結構設計及性能測試課

程 

營建材料 營建材料試驗 鋼結構設計 

混凝土品質控制 混凝土試驗 鋼筋混凝土學 

房屋結構設計 基本結構力學試驗 冷軋型鋼結構設計 

綠建築房屋設計概念 專題製作 結構力學試驗* 

營建工程概論 實驗方法導論* 鋼結構行為學* 

  鋼筋混凝土構件行為學

* 

  混凝土維修補強* 

*研究所課程 

除此，配合本計畫教學所需之相關設備，基本配備已建置在本系材料實驗室

及結構實驗室中，近年來也已在節能營建材料相關研究上，投入極大的人力物

力，並獲得豐碩的研究成果。尤其在輕鋼構建築及輕質混凝土方面之相關研究，

茲說明如下： 

由於輕鋼構建築乃捨去過去傳統的建築工法，以梁柱構架為主結構體，而採

牆體為主要抗壓、抗彎及抗剪之結構體，也因此，除了上述所提的總總好處與優

點外，環境的影響、施工的快速與新工法技術的層面更是值得提出推廣。系上有

關輕鋼構建築的研究，不僅已著手規劃並已進行相當時間，由本系營建材料領域

相關潘吉齡老師近年來的計畫可以予證實，如：腹板開孔對冷軋型鋼受壓構材之

影響90/08/01- 91/07/31（國科會計畫）；輕鋼構低層建築施工手冊研擬91/03- 91/12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計畫）；冷軋型鋼構架系統結構行為研究(I) 91/08- 92/07（國

科會計畫）；輕型鋼構住宅建築與結構細部設計整合之研究 92/02- 92/12（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計畫）；冷軋型鋼構架系統結構行為研究(II) 92/08- 93/07（國科會計

畫）；冷軋型鋼構造施工規範之研擬 93/02- 93/12（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計畫）；冷

軋型鋼構架系統結構行為研究(III) 93/08- 94/07（國科會計畫）。 

在混凝土相關研究群近年來在材料與工法上的研究及成果亦相當豐碩，干裕

成老師於 2004 年起，參與國科會為期三年之大產學合作計畫-「水庫淤泥輕質骨材

之產製及輕質骨材混凝土之產業化應用」負責研究鋼筋輕質骨材混凝土版構件之結

構行為與結構設計，目前已完成第三年研究。 

為使本計畫能順利進行，本系結構實驗室現有 MTS 結構試驗系統(圖 1)及材

料試驗系統(圖 2)，受限於建購之初的經費預算，係分批購置。二系統目前共用

一座控制器及油壓機；年前也先行購置一油壓歧管(圖 3)，等待日後經費許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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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一座新控制器後，逐步將此二系統獨立使用。故本計畫中擬再購置一座新控

制器，則結構試驗系統及材料試驗系統將可同時進行試驗，屆時將可倍增本系的

試驗教學與研究能量。另一方面，早期購置 MTS 系統時，因經費因素並未同時

配備側向夾頭裝置，造成本試驗機目前缺乏可提供足夠張力之夾具，因此對於部

分需產生張力之試體實驗，需額外以替代方式配置儀器間接實驗，造成相當之不

便與誤差。第一年度首要增購之配件包括 50 頓由一系統通用之拉力夾具一組。

至於現有 MTS 反力構架系統之規格，係沿用 921 地震前舊館場地設計之 3 米高

固定式系統。以營建系結構實驗室 921 震後重建後之實驗空間，該舊式構架無法

有效發揮實驗空間之功能，因此擬於第二年度修正 MTS 反力構架系統之配置，

使能夠擁有更大之試體配置空間以及可調式油壓基座。 

此外，本系材料實驗室現有光學顯微鏡一台，顯微鏡僅能放大倍數達 500

倍，很多材料內部微觀結構無法觀測，若能購置一量測材料內部粒徑分佈─壓汞

(MIP)試驗儀，儀器可置於材料實驗室內，及一量測材料內部微觀結構─環境掃

描電子顯微鏡(ESEM)，舉凡金屬、機械、 陶瓷、電子、土木、環工、乃至生物、

醫學等材料研究領域，皆能應用本儀器作觀察與分析，屆時將可提昇本系在材料

科學微觀結構的教學與研究能力；相關新購置之設備使用管理，將納入本系材料

實驗室管理規定中執行。 

 

圖 1  MTS 結構試驗系統進行大尺寸鋼筋混凝土樑撓曲彎裂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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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MTS 材料試驗平台進行混凝土破壞試驗 
 
 

 
圖 3  MTS 油壓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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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施進度與分工 

本教學計畫所規劃之課程，由相關課程授課教師執行，如表 2 所示；表中課

程安排係依大學部學程規畫順序排定，在研究所部分則依學生興趣，選定所要鑽

研的節能營建材料進行深造，並由教授所屬課程老師負責管考。其講授內容及方

式將納入本系工程認證之教學品管作業流程，每學期檢討一次，做必要之調整。 

 

表2 課程規劃與相關課程授課教師 

課  程  名  稱 授 課 教 師 

營建工程概論 張子修 

營建材料、營建材料實習 李明君 

材料科學 李明君 

混凝土品質控制、混凝土試驗 鄭家齊 

鋼筋混凝土學 干裕成 

鋼結構設計 伍勝民 

房屋結構設計 鄭家齊 

綠建築房屋設計概念 郭柏巖 

冷軋型鋼結構設計 潘吉齡 

基本結構力學試驗 潘吉齡 

結構維修補強概論 鄭家齊、李明君 

專題製作 指導老師 

結構力學試驗* 潘吉齡 

實驗方法導論* 干裕成、李明君 

鋼結構行為學* 金文森 

鋼筋混凝土構件行為學* 干裕成 

混凝土維修補強* 李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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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費需求規劃（學校應參考補助案規定編列申請補助款之適當比例為配

合款。經費需求表如下） 
(單位：仟元) 

經費需求 費用別 內容說明 金額 

人事費 - - 

業務費 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600 
經 
常 
門 

其  他 - - 

第 
一 
年 

資  本  門 
(軟硬體設施) 添購設備 5,500 

人事費 - - 

業務費 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600 
經 
常 
門 

其  他 - - 

第 
二 
年 

資  本  門 
(軟硬體設施) 添購設備 4,000 

人事費 - - 

業務費 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600 
經 
常 
門 

其  他 - - 

第 
三 
年 

資  本  門 
(軟硬體設施) 添購設備 500 

 
項目 擬購置年度 金額 

壓汞(MIP)儀 第一年 250 萬

50 噸拉力夾具 第一年 300 萬

環境掃描電子顯微鏡

(ESEM) 
第二年 180 萬

改良 MTS 反力構架系

統 
第二年 220 萬

MTS 控制器多功能控制

模組 
第三年 50 萬

其它雜項費用 (含儀器

維護、臨時工資等) 
 180 萬

合計  118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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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績效評鑑或考核 

針對計畫目標中所提之本計畫預計完成的特色項目加以評鑑與考核，其方式如

下： 

 

(一) 將綠建材、節能營建材料與新材料研發技術專題納入相關實驗課程，未

來可設立「材料科學微觀檢測技術」、「綠建築」或「綠營建」等專題

為本計畫之重心。在購置所需之設備後，與本計畫相關之大二學生可進

行材料微觀結構測試，碩士班生將可進行相關材料設計研究，並利用此

儀器設備來作試驗與驗證，相關試驗結果將可於相關研討會與國際期刊

中發表。 

(二) 本系於今年甫通過工程教育認証核可，故本計畫之執行，將把相關課程

教學內容之修訂，一併納入此認證體系的品管流程。 

(三) 新進設備儀器設備之擴充，除提升在教學及研究上的質與量，並加速本

系達成博士班設立之目標，屆時將可提昇本系在材料科學微觀結構的教

學與研究能力及產出。 
 

十、預期成效 

本子計畫係本系結構材料組中長期計畫，旨在配合本系實驗室之災後重

建，擴充重點儀器設備，提升在研究及教學上的質與量，並加速本系達成博士班

設立之目標。雖然該計畫核定經費不及原編列之計畫所需經費；但目前，本系仍

已有二位結構材料組老師於今年升等為教授，另有一位正在申請之中，此情況已

達到該計畫原規劃於 3-5 年內，系上教師升等教授之中期目標及成效。 

另外，以目前本系結構組教授至少 3 人以上之情形，再加上本系其他研究領

域之教師，本系在近期內將提出設立博士班，其中工程材料組即為三大招生之研

究領域，如此除突顯營建材料科學領域的發展性外，本計畫的完成更將有助於本

系中程目標之達成。有關近三年來執行與子計畫相關老師之專案研究計畫，如下

之說明： 

潘吉齡老師 

1.「冷軋型鋼牆體立柱與外覆材互制行為研究」(二年期) (95/08-97/07)，國科

會計畫主持人 

2.「冷軋型鋼構架系統結構行為研究」(三年期) (91/08-94/07)，國科會計畫主

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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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裕成老師 

1.「水庫淤泥輕質骨材之產製及輕質骨材混凝土之產業化應用 - 鋼筋輕質骨材混凝

土版構件之結構行為與結構設計」 (三年期) (92/08-95/07) 國科會大產學

合作計畫共同主持人 

2.「RC 結構材料破壞後修繕之力學及完整性評估實驗與非破壞檢測量化關係

之建立」 (95/01-95/12) ，原能會暨國科會計畫主持人 

3.「Epoxy 及 PMMA 修復混凝土裂縫後之疲勞行為研究」 (94/08-95/07) 國科

會計畫主持人 

4.「劣化混凝土材料應力波傳速度與 E 值、老化時程及抗壓強度之關係 」(二

年期)(91/01-92/012) ，原能會計畫主持人 

5.「國科會地震工程尖端研究計劃—混凝土裂縫修復材料研發及膠結性能之研

究」(二年期) (90/08-92/07) , 國科會計畫主持人 

 

李明君老師 

1.「新材料應用於核能電廠防護或核廢料貯藏設施老劣化、腐蝕與抑制技術之

基礎研」 (91/01-92/12)，國科會計畫主持人 

2.「FRP 補強古蹟構件之耐久性能測試研究」  

(92/08-93/07)，國科會計畫主持人 

3.「節能與營建污泥再利用於控制性低強度材料之研發與輔導計畫」 

   ( 92/11-93/10)，國科會產學計畫主持人 

4.「活性粉混凝土補強 R.C.構件與耐久性之研究」 

( 93/02-94/11)，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計畫共同主持人 

5.「高活性粉砂漿作為修補材料之初步研」 

   ( 94/08-95/07)，國科會計畫主持人 

6.「生態水泥技術之研發」 

(95/08-96/07)，國科會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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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 

 
朝陽科技大學理工學院「發展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特色計畫」  

 
 
 

子計畫二 ：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計畫  
 

計畫年度  ：  96 -98 年度  
 
 
 
 
 
 

子計畫主持人 ：    鄭家齊  副教授   

其他主要參與教師 ： 江支弘  教授  

    余志鵬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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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發展計畫 

子計畫二：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 
 

一、子計畫背景與現況 

自民國八十年以來，政府一直以每年四千億至五千億的預算進行台灣地區

的公共工程建設，舉凡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雪山隧道、捷運等，由於這些工程

的影響層面既深且廣，非但工程的費用鉅大，其施工品質及完工後的管理、使用

亦為關係民眾安危福址。而土木非破壞檢測技術由於其非破壞的特性，成為施工

期間的品質管制以及長期使用後之安全評估的重用工具。非破壞檢測有著經濟、

快速與便利的優點，因此，無論於醫學、造船、鋼鐵、航太工程上，非破壞檢測

的應用已行之有年，反觀於營建相關產業上確鮮少被使用，主要由於土建結構多

為非均質材料，在應用上具有一定的困難度，但近年來，拜檢測技術與儀器的長

足進步，應用適當方法已能用於檢測基樁完整性、混凝土缺陷、地下管線位置..

等土建相關項目，並且獲得相當的成效。 

歐美等先進國家經三十多年的努力，已將大部分的檢測技術納入試驗標準

內，而日本土木相關之非破壞檢測公司在大阪一區的年營業額就高達 300 億日圓

[1]，但台灣目前約有五十家專業之非破壞檢測公司中僅有一成從事土木非破壞

檢測工作，其餘都是機械、石化專業，另外還有十餘家土木工程顧問公司從事土

木非破壞檢測業務。整體來說人力及儀器數量都偏低。[1] 

本系鑑於非破壞檢測技術為未來極具發展之產業，加以多位老師均著重於

此方面之研究，為使研究得以更加精進並與業界結合，便於 94 年成立「非破壞

檢測中心」，便於管理建教案相關業務，強化該方面之學科教育並整合研究方向，

俾使國內相關技術的進步同時發展系上特色。本中心為國內學界首創之專業機

構，實務檢測經驗豐富，檢測案件包括核能電廠、高鐵土建工程、預力橋樑、機

場舖面、橋樑基樁、高科技廠房、堤防、集合住宅等總計檢測金額在千萬以上。

此外在本系策劃下中華民國土木水利學會非破壞檢測委員會及中華民國非破壞

檢測協會於 2004 及 2006 年均於本校舉辦「混凝土品質檢測訓練班」，本系江支

弘老師目前擔任中華民國土木水利學會非破壞檢測委員會之副主任委員，而本系

多位老師亦多次於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討會中獲邀發表專題演講[2-6]，因

此本系在台灣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領域實有重要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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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計畫目標 

本子計畫的目標有二： 

（一）以完備的檢測儀器設備及先進之檢測技術，提昇本系「非破壞檢測中心」

成為台灣土木營建工程非破壞檢測方面的重鎮。與產業界合作，檢測新建

公共工程品質以及老舊公共工程之安全性。 

（二）建立「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之工程檢測實務課程，落實產學合作，以培

養兼具學理基礎及操作技術之人才，發揮技職教育應具備之「即時就業」

的精神。 

 

三、子計畫發展重點項目 

（一）發展預力及鋼筋混凝土公共工程設施老劣化檢測技術。 

（二）發展橋樑及軌道結構系統之非破壞檢測及監測技術。 

（三）發展「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實務課程藉由「做中學」之實際操作方式以

提昇學生之實作能力。 

（四）建立具特色之現地檢測試驗場，以提供學生安全之實習環境並可成為中部

地區檢測課程訓練場地。 

 

四、子計畫現有軟硬體設施概況 

目前本系「非破壞檢測中心」現有硬體及軟體設施如下: 

破壞檢測中心軟\硬體統計表 

編號 軟體名稱 數量 

1 Imc-Famos (Update 2002) 1 

2 紅外線影像軟體 1 

3 Sino-NDT 非破壞檢測軟體 2 

4 
RAMAC Ground Vision Version 

1.41(GPR軟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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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AMAC Easy 3D(GPR顯像軟體) 1 

6 HP DAC Express(for VXI) 1 

編號 硬體名稱 數量 

1 
Impact-echo pico 整合型接收器(含電腦) 

Pico Technology Limited ADC-212/3 

1 

2 

2 
Agilent VXI E8408A 四槽式模組主機 

(含動態與靜態擷取卡) 
1 

3 數位式波器 1 

4 波形產生器 1 

5 
單通道透地雷達 

(含 250MHz、500MHz、1GHz 整合式天線)
1 

6 紅外線攝影機 1 

7 Olson Freedom NDT PC 含 SE/IR/SP-1 擷取卡 2 

8 
Ultrasonic tester UK1401(固定式與外接移動式

探頭構型各一) 
2 

9 PROCEQRebarLocator 鋼筋探測儀 1 

10 鋼筋探測儀 1 

11 USN52 金屬探傷儀 1 

12 混凝土超音波收發/波速檢測儀 1 

13 PANAMETRICS 5058PR 脈波產生接收器 1 

14 PANAMETRICS 5800 脈波產生接收器 1 

15 DAQSTATION MV100 溫度記錄器 1 

16 混凝土試驗錘 3 

編號 探頭 數量 

1 加速度規(含各靈敏度、及三軸試驗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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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音探頭(含各式探頭) 19 

3 直達日照計 1 

4 全天日照計 5 

5 熱流計 6 

 

五、子計畫具體內容與配合措施 

（一）系所相關之發展目標 

私立學校能夠獲取的資源比起公立學校相差甚遠，因此若採取齊頭式平等

的資源分配方式，有限的資源將因分散而無法集中運用，使得各項建設或研究都

將進步有限，因此本系在資金運用方面，除了保留正常運作所需之資金外，其餘

大部份之資金將整合於新穎技術研發與應用方面，以此做為本系資金運用之策

略，並依據研發之成效逐年改變資金分配之比重，以創造本系之特色。近年來集

中資源於非破壞檢測之研究，營建工程系所於 94 年度科技大學評鑑中陳述本系

所研究與教學之發展目標之一即是「投入檢測技術與老劣化建物補強研發與教

學」，為達成此項目標本系近三年來均投入圖儀設備費用 30% 於非破壞檢測儀器

之購置，並成立「非破壞檢測中心」，專司各項對外非破壞檢測服務事宜。在研

究方面本系江支弘、鄭家齊、余志鵬及賴俊仁老師均投入非破壞檢測方面之相關

研究，在非破壞檢測領域近五年來發表的 SCI、EI 期刊論文共計 24 篇，研討會

論文在 50 篇以上，可謂成果豐碩。本系並於 94 學年度首次將非破壞檢測獨立成

為研究所組別，招收對於相關研究有興趣的學生以增強研究動能。 

（二）課程與師資現況 

本系研究所目前成立非破壞檢測組，師資包括 1 位正教授，1 位副教授及 2

位助理教授，開授非破壞檢測相關課程包括大學部之營建工程常用檢測方法、結

構震動監測，研究所之非破壞檢評估在營建工程之應用、振動與波動力學專題

(一)(二)、結構與材料安全評估專題(一)(二)等。 

（三）具體內容 

計畫執行之具體內容以子計畫的發展重點項目為主題分述如下: 

1.發展預力及鋼筋混凝土公共工程設施老劣化檢測技術  

公共工程設施舉凡橋樑公路隧道機場核電廠等大部份均為鋼筋或預力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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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在環境造成腐蝕劣化或材料的老化作用下，可能導致材料強度及耐久性

降低而影響結構安全性。檢測混凝土結構老劣化的主要方法如下: 

(1) 以應力波為基礎之敲擊回音法及超音波法：由於應力波對極小的空隙或裂縫

層面即可完全反射，適合檢測混凝土內部層狀裂縫、蜂窩及孔洞，新舊介面

修補狀況等，亦可檢測由表面深入內部之裂縫深度及走向。 

(2) 以電磁波為基礎之透地雷達法：透地雷達(Ground Penetration Radar,簡稱GPR)
所產生之電磁波在金屬介面可完全反射，對於含水地質層面或含水孔洞反射

強度亦大，過去通常應用於地表下管線埋設位置及不同地質層面深度檢測，

近年由於高頻透地雷達儀器上市，透地雷達於道路舖面及混凝土結構的應用

日繁，可用於檢測鋼筋位置及深度以及舖面下方含水狀況等。 

(3) 以電化學原理為基礎之鋼筋腐蝕程度量測: 鋼筋混凝土構造物劣化主要成因

是混凝土中鋼筋腐蝕，腐蝕嚴重時其氧化產物體積會大於原鋼筋體積的數倍

而使其受到極大的爆裂壓力（bursting pressure）脹裂周圍的混凝土，而影響

結構安全。鋼筋腐蝕可能性以及腐蝕範圍可由腐蝕電位檢測求取，腐蝕速度

可由瞬間腐蝕電流量測結果推求。 

(4) 其他包括以紅外線檢測受測物表面溫度推測內部淺層裂縫範圍、檢測混凝土

氯離子含量以及酚酞試劑檢測混凝土中性化程度進而推估鋼筋腐蝕可能性。 

在實務檢測中，混凝土設施因其坐落地點之外在環境、承載方式以及使用年

限不同而使其劣化狀況複雜，若要正確找出劣化區域及劣化程度，以不同檢測原

理的儀器合併使用於檢測標第是目前非破壞檢測趨勢。舉例而言在橋樑道面發生

鋼筋腐蝕造成混凝土劣化時，可由敲擊回音法檢測出目前混凝土橋面板破壞劣化

的範圍及深度，由高頻透地雷達偵測鋼筋位置，再由鋼筋腐蝕電位量測求得鋼筋

可能腐蝕區域，這些資訊均為訂定修繕作業的重要依據。 

由上節表列之本中心現有硬體及軟體設施可知本中心已有備有應力波檢測

儀器、較低頻 GPR 天線以及紅外線檢測儀，並應用這些儀器完成數十項實務檢

測案件以及十數件國科會計畫(見附錄一)。為使「非破壞檢測中心」能夠進一步

在實務上有效檢測各種公共工程結構之老劣化狀況，在現有檢測儀器外，本計畫

預計增購專供混凝土結構物使用之高頻 GPR 天線以及資料影像顯示系統，快速

以二維或三維方式呈現鋼筋或較大孔洞之位置；以及增購鋼筋腐蝕電流與電位檢

測儀器以求取鋼筋腐蝕程度及範圍。 

2.發展橋樑及軌道結構系統之非破壞檢測及監測技術 

橋樑與鐵道系統是公共工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國內公路鐵路橋樑總計已超過

兩萬座，在各縣市現存三十年以上之老舊橋樑其安全性急需評估，再者台灣河川

在汛期湍急，使得部分重要橋樑橋墩沖刷嚴重，落橋事件時有所聞，因此如何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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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掌握橋樑的力學行為變化作為研判橋樑維修補強的正確方式是極為重要的。在

軌道系統方面，台鐵的軌道系統已頻老舊，高速鐵路通車後，其高速的運輸更不

容許有意外的情況發生，因此軌道系統之檢測與監測問題將會是未來公共工程主

要檢測方向。 

目前「非破壞檢測中心」在監測系統上已具備多頻道資料擷取系統及多種加

速度規，本計畫預定購置光纖變位量記錄，本探頭可以外掛方式或預埋方式長期

監測橋樑及軌道，其損壞率及雜訊均低，並購置雷射測量系統可由非接觸方式量

測橋樑定點變位狀況。在軌道檢測方面，本中心預計添購乾點式超音波導波檢測

儀，此儀器不需任何耦合劑再貼附於軌道時，可以共振方式傳遞導波進入軌道內

以檢測三公里內的瑕疵位置。應用此儀器再配合本系原有之金屬探傷儀，預期可

以快速檢測軌道缺陷。 

3.發展「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實務課程藉由「做中學」之實際操作方式以提昇

學生之實作能力 
（1）成立「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學程，其初步規劃課程內容如表一所示。

邀請產、官、學界共同研擬符合實務界需要之課程內容，使得所訓練出之

人才能立即為業界所用。 
（2）發展實務課程並添購相關之檢測設備，透過實際設備操作和系統發展，

使學生瞭解並活用相關設備及應用技術。 
（3）編撰實務課程內容，配合多媒體教材、實驗及成果展示使學生容易融會

貫通，引發其學習之興趣， 
（4）建立包含透地雷達、應力波震測、地表與地下結構物非破壞檢測現地試

驗場(全國唯一)，以提供學生安全之實習環境。 
（5）安排學生在「非破壞檢測中心」承接之檢測案件中實習，接受職前訓練、

幫助其提前與業界接軌。 

表一、學程課程設計表 

 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學程

營建工程系 

基礎學理課程 物理 
電子學試驗 

應用實務課程 

營建工程常用檢測方法 
結構震動監測 

非破壞評估在營建工程之

應用 
 

4.建立具特色之現地檢測試驗場，以提供學生安全之實習環境並可成為中部地區

檢測課程訓練場地 

本計畫預計在校區建立現地檢測試驗場地以供本系「非破壞檢測學程」之課程

實習及檢測技術訓練班實習使用。目前僅有台電有設置提供電廠機具檢測訓練之

學 
程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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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破壞檢測場地。土木工程非破壞檢測方面設置檢測試驗場地乃是創新作法，預

計建構包含透地雷達、應力波震測、地表與地下結構物非破壞檢測現地試驗場，

場內將設計藏有瑕疵之基樁、橋版、軌道、及樑柱等以及預埋不同材質尺寸之地

下管線，本訓練場可透過推廣教育舉辦檢測技術訓練班，擴大檢測人才之訓練平

台，並將研發之各種檢測技術深耕至產業界，不僅可訓練公共工程檢測人才，對

檢測研究亦有極大的助益。 

（四）學校可配合之相關措施 
學校將提供現地檢測試驗場地並提供配合款項作為整地及開挖建置檢測

物之費用。 
 

六、須待充實軟硬體設施 

 硬體設施 預計支出 

高頻 GPR 天線組一組 600,000 

高頻 GPR 天線控制主機(包含影像顯示

螢幕) 
800,000 

鋼筋腐蝕電位檢測儀 500,000 

鋼筋定位儀 700,000 

乾點式超音波陣列式檢測儀 900,000 

乾點式超音波導波檢測儀 400,000 

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100,000 

物理試驗（古典力學基本實驗儀器

10 組） 
3,000,000 

第一年 

小計 7,000,000 

光纖資料擷取系統 1,600,000 

光纖變位量測探頭(6 支) 600,000 

單束雷射測距儀(3 支) 1,500,000 

振動監測用氣象、光感儀等配件 200,000 

第二年 

振動監測用噪音儀麥克風系統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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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100,000 

物理試驗（電磁學基本實驗儀器 5
組） 

3,000,000 

 

小計 7,300,000 

鋼筋腐蝕電流檢測儀 1,000,000 

應力波檢測儀 600,000 

紅外線熱影像儀 2,800,000 

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100,000 

物理試驗（光、熱學基本實驗儀器 5
組） 

2,000,000 

第三年 

小計 6,500,000 

註 : 物理實驗與電子實驗設備分 3 年編列，經費需求視實驗種類與補充儀器套

數另依市場產品編列，每年約 200-300 萬額度。 

 

 

七、實施進度與分工 

 

本子計畫分三年完成其實施進度如下： 

 

第一年：完成發展公共工程設施老劣化檢測技術所需之儀器購置，規劃公共工程

非破壞檢測學程課程細部內容。 

第二年：完成發展橋樑及軌道結構系統之非破壞檢測及監測技術所需之儀器購

置，規劃並初步進行現地檢測試驗場。 

第三年：完成現地檢測試驗場地，定期與中華民國土木水利協會合辦非破壞檢測

訓練班課程，實行非破壞檢測學程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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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費需求規劃 

年度 用途 經費 總計 

非破壞檢測中心(碩士級)專任

助理 2 名 
720,000

其它雜項費用(儀器設備校正/

維護) 
300,000

經 

常 

門 

其它雜項費用(臨時工資) 200,000

第

ㄧ

年 

資本門 

（軟硬體設施） 
7,000,000

8,220,000

非破壞檢測中心(碩士級)專任

助理 2 名 
720,000

其它雜項費用(儀器設備校正/

維護) 
300,000

經 

常 

門 

其它雜項費用(臨時工資) 200,000

第

二

年 

資本門 

（軟硬體設施） 
7,300,000

8,520,000

非破壞檢測中心(碩士級)專任

助理 1 名 
720,000

現地檢測試驗場 1,000,000
其它雜項費用(儀器設備校正/

維護) 
300,000

經 

常 

門 

其它雜項費用(臨時工資) 200,000

第

三

年 

資本門 

（軟硬體設施） 
6,500,000

8,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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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擬購置年度 金額 

高頻 GPR 天線組一組 第一年 60 萬 

高頻 GPR 天線控制主機

(包含影像顯示螢幕) 
第一年 80 萬 

鋼筋腐蝕電位檢測儀 第一年 50 萬 

鋼筋定位儀 第一年 70 萬 

乾點式超音波陣列式檢

測儀 
第一年 90 萬 

乾點式超音波導波檢測

儀 
第一年 40 萬 

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第一年 10 萬 

物理試驗（古典力學基

本實驗儀器 10 組） 
第一年 300 萬 

光纖資料擷取系統 第二年 160 萬 

光纖變位量測探頭 (6
支) 

第二年 60 萬 

單束雷射測距儀(3 支) 第二年 150 萬 

振動監測用氣象、光感

儀等配件 
第二年 20 萬 

振動監測用噪音儀麥克

風系統 
第二年 30 萬 

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第二年 10 萬 

物理試驗（電磁學基本

實驗儀器 5 組） 
第二年 300 萬 

鋼筋腐蝕電流檢測儀 第三年 100 萬 

應力波檢測儀 第三年 60 萬 

紅外線熱影像儀 第三年 280 萬 

有限元素軟體租用 第三年 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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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試驗（光、熱學基

本實驗儀器 5 組） 
第三年 200 萬 

其他雜項費用（含碩士

及專任助理 2 名、臨時

工資、現地檢測試驗場

與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466 萬 

合計 254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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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績效評鑑或考核 

項    目 95 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學程之設立與推動 
1. 召開課程諮詢會
議規劃課程內容 

2. 編撰基礎課程教
材 

1. 執行部份學程課
程 

2. 編撰實務課程教
材 

1. 全面實施學程課
程 

2. 舉辦一場檢測學
程教學成果發表
會 

現地檢測試驗場地設

置 

1. 完成結構物非破
壞檢測試體製作 

2. 十名學生至非破
壞檢測中心實習 

3. 指導十組檢測專
題或論文製作 

1. 完成應力波震測
現地試驗場 

2. 完成檢測設備採
購 

3. 十名學生至非破
壞檢測中心實習 

4. 指導十組檢測專
題或論文製作 

1. 完成透地雷達現
地試驗場 

2. 完成檢測設備採
購 

3. 十名學生至非破
壞檢測中心實習 

4. 指導十組檢測專
題或論文製作 

「非破壞檢測中心」

升級 

1. 完成公共工程設
施老劣化檢測設
備採購 

2. 申請國科會計畫
進行三項老劣化
相關研究 

1. 完成橋樑及軌道
結構系統之非破
壞檢測及監測設
備採購 

2. 申請國科會計畫
進行兩項橋樑及
軌道結構系統之
非破壞檢測及監
測相關研究 

1. 延續國科會計畫 
 

落實產學合作 
1. 接受廠商委託檢
測 

 

1. 接受廠商委託檢
測 

2. 開設一檢測訓練
班 

1.接受廠商委託檢測
2.舉辦一場專業實務
講座 

3.開設一檢測訓練班

 

十、預期成效 

（一）推動「非破壞檢測」學程課程，培養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相關人才。 

（二）設置現地試驗場地，透過推廣教育舉辦檢測技術訓練班，擴大檢測人才之

訓練平台，並將研發之各種檢測技術深耕至產業界，不僅可訓練公共工程

檢測人才，對檢測研究亦有極大的助益。 

（三）舉辦訓練班及積極進行產學合作，提昇本系「非破壞檢測中心」成為台灣

土木營建工程非破壞檢測方面的重鎮。提升新建公共工程以及老舊公共工

程之檢測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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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 

 
朝陽科技大學理工學院「發展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特色計畫」  

 
 
 

子計畫三 ：大地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計畫  
 

計畫年度  ：  96 -98 年度  
 
 
 
 
 
 

子計畫主持人 ：    徐松圻  副教授   

其他主要參與教師 ： 林基源  副教授  

    林商裕  副教授  

    許世宗  副教授  

   張子修  副教授  

   蔡佩勳  助理教授 

   黃怡碩  助理教授 

 
 

執行單位 ：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日期 ： 九十五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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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發展計畫 

子計畫三：大地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 
 

一、子計畫背景與現況 

檢測技術應用在大地工程方面，除了地下結構物的品質檢驗外，大多數係

應用在地質的調查或崩塌地的調查上。而地下結構物的品質檢驗可採用本計畫其

他子計畫發展的技術來檢測，為了避免重複，這方面的檢測技術將不是本子計畫

發展之重點，因此將以地質調查或崩塌地調查為本子計畫發展重點。 

台灣地形起伏大，平地面積少，山坡地的面積就佔了全島總面積 70%以上，

而且位處地質不良地帶上，加上降雨量豐沛且集中，所以每當颱風、豪雨來時，

常造成嚴重的邊坡滑動災害，造成經濟損失及人民傷亡。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凌

晨 1 點 47 分，台灣地區發生芮氏地震規模達 7.3 之 921 集集大地震，台灣全島

均可感受其震度。震央位於日月潭西方約 9 公里處，震源深度約 8 公里深，屬

於淺層地震型式。這次地震導致車籠埔斷層之錯動，產生一條綿延約 105 公里

之地表斷層，斷層上下盤之高差最大達 10 公尺左右，因而造成台灣中部之慘重

災情。由於岩石或土層被震鬆，所以自 921 地震後，台灣地區多處山坡地因而

常發生崩塌，如果再遇到颱風豪雨，邊坡或崩積層可能產生二次崩塌。所以，除

了應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外，坡地調查與監測也是不容忽視的工作。 

當崩塌或土石流發生時地形將改變，相關主管機關常希望能儘快獲得新的

地形資訊，以進行災後重建或植生復育工作。然而崩塌大多發生在溪谷、道路未

開發區或危險測量環境等，造成測量的困難性。地面三維雷射掃描有快速獲得地

表地物高密度之點雲資料的優點，也不需到達崩塌區來測量。對於必須把握時間

性的災區地形測量而言，三維雷射掃描技術可得到眾多的點雲資料(三維坐標資

料)，具經濟效益且節省時間。過去本校營建系有多位老師對防災科技進行研究，

三維雷射掃描技術在國內外目前正蓬勃發展中。因此，本子計畫擬發展三維雷射

掃描技術，此將增加這些老師對此技術之執行與研究能力，並將其應用於防災研

究上。 

當災害性地震發生時，不僅會造成結構物或道路橋樑破壞，有時也可能引

起土壤液化或地盤下陷等災害，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極大之損失與傷亡。這些危險

的土層分佈情形以及土壤動態行為，對後續的耐震評估與穩定分析是重要的資

料。因為邊坡在地質運動作用下，各點地層厚度與深度常常是不同的，因此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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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地掌握邊坡的地層剖面資訊。由於土層分布是層狀且無法在地表直接看出，

必須由鑽孔資料才能判讀，然而鑽孔的單價高，無法高密度地進行全面鑽孔。所

以，發展快速且有效地進行地層剖面調查的技術是必要的，此方面本計畫將以透

地雷達技術與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為發展重點。 

台中地區的卵礫石層與砂頁岩層分佈廣闊，而且這個地區的各項工程方興

未艾，如中部科學園區、捷運工程、國道高速公路霧峰-埔里段等，正如火如荼

的展開。這些重大建設常需進行深開挖工程，而地錨常是被考慮的支撐系統之

ㄧ。地錨是一種可以提供良好拉力阻抗之地工構造物，其行為與拉力樁類似，發

展至今已被廣泛地使用在解決各種地工問題上。然而，卵礫石層或砂頁岩層的地

錨行為有別於一般土層，目前國內外關於卵礫石層或砂頁岩層中的地錨錨碇行為

之研究，尚無較完善之資料和報告。有鑑於此，本子計畫將就卵礫石層或砂頁岩

層中的地錨錨碇行為進行研究，以期在日後提供台中地區重大建設對地錨設計的

參考依據。 

綜上所述，本子計畫擬發展三維雷射掃描技術、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

透地雷達檢測技術、地錨錨碇檢測技術等，茲將其目前這些技術在國內外之發展

現況說明如下： 

(一)三維雷射掃描技術 
傳統採用測量儀器如水準儀、經緯儀及光波測距儀等，僅能針對數量較

少的監測點進行高程、水平角及垂直角等觀測。雷射掃描儀(光達)是內含掃

描稜鏡之快速雷射測距儀，不需要反射稜鏡即可快速獲得地物高精度的點雲

(Point Cloud)三維坐標資訊，大量點雲資料可配合資料處理軟體成為三維向量

圖形的空間資料。光達掃描速度約每秒執行2000次測量工作，因此光達是量

測複雜建物三維坐標資料的利器，也是獲得CAD模型的一種新技術。 
雷射掃描儀應用相當多樣化，從工業上模具到土木工程測量皆有應用的

案例。在土木工程上，雷射掃描儀可應用在施工變位方面，以基礎開挖的擋

土支撐系統及鋼結構系統為對象，進行現場實物掃描，分析施工時結構桿件

之變位。另外，低矮的河階、斷層崖、起伏不明顯且範圍大的沖積扇，甚至

於被植被覆蓋的古河道等地形，在光達製造的數值地形資料(DEM)都可以被

辨識出來。光達在地形、崩塌地的應用上，以兩次不同時期的地形監測，判

釋崩塌位置。因為光達精度高，雖幾公尺的小範圍崩塌也可清楚判釋。 
由於光達製作數值地形資料(DEM)時，濾除植生後可清楚的展現真實地

形高程，所以在進行地形分析時，可以看到一些航照看不到的地形特徵。因

此，目前在數值地形資料之來源以雷射掃描技術最為盛行，國內外學者之研

究也朝向光達的應用來發展。 
光達在沒有可見光源時或細雨時亦可測量，目前國內各家所採用之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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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儀器皆為國外進口，價格相當昂貴(約新台幣400萬~700萬左右)，可分為

短距離掃描(2m以內)、中距離掃描(10m~30m)、長距離掃描(10m~2500m)，通

常長距離掃描之精度較低(公分級)，而近距離掃描之精度則較高(毫米級甚至

更高)，實際精度需視該儀器之規格而定。 
(二)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 

一般以鑽探來進行地質調查，其缺點是只能侷限於“點”的調查與採樣，

而非“面”的檢測，因此常造成因鑽探點的資料不足，致常發生錯誤的判斷，

另外鑽探也有費用高、作業速度慢等缺點。所以，利用震測方法探測地層，

再依此決定鑽探位置與數量是一種經濟有效的作法。在震測的方法中，因為

表面波是最容易產生且振幅最大之震波，因此在施測上較容易且快速，故可

適用於大範圍工址量測。表面波頻譜法主要是由暫態衝擊式震源，使用兩個

速度計來檢測地表面的表面波波傳特性，藉以繪製頻散曲線。它的作法是將

震源與第一個速度計之距離等於兩速度計之間距來量測，當該測點施測完畢

後，整個陣列一起移動至下一個測點，以綿密的方式形成“面”之測試。 
近年來表面波譜法應用於探測土層剪力波速之技術日趨成熟，此量測技

術屬於非破壞檢測法，因為無需鑽孔，故可快速且經濟的量測地下土層之剪

力波速，倍受工程界之重視。 
現行之表面波震測法在施測方法與頻散曲線分析上，仍有許多可改進之

空間。其中在施測方面，例如震源及兩受波器之相對位置僅能得到某一頻率

範圍內之震測資料，必須多次改變受波器間距並重複施測，方能得到足夠之

表面波頻率範圍，故施測方法較為繁瑣。而在資料分析方面，如何將不同施

測排列方式所得到之震測資料整合起來，以求得單一頻散曲線，為了維持資

料之準確度，故常增加分析所需之時間。 
有鑑於現行之表面波頻譜法仍存在許多需要改進之處，故地球物理領域

之學者乃提出較先進之多頻道式表面波頻譜法，使用12 個頻道以上之震測設

備，將多個受波器與震源排成一列，紀錄震測資料，再分析多頻道震測資料

以求得頻散曲線。由多頻道之訊號可容易判斷出有效之雷利波及無效之雜

波，選擇適當之濾波方式濾除雜訊，以增加震測資料之訊號雜訊比與檢測結

果之準確度。 
(三)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透地雷達檢測原理，係由地表面之高頻透地雷達天線發出一高頻(通常為

10-1000MHz)電磁波，向地表下方傳送，電磁波能量遇到遮蔽物或不連續介

面即會使部份電磁波能量反射，由地表的接收天線接收反射訊號。透地雷達

檢測法雖不若震測法施測可獲得較深之地層資料，但其具有高解析度之優

點，所得之野外資料可即時呈現在主機螢幕中，立即判定資料品質。透地雷

達在近20 年來，已大量用於地表附近之構造調查，如土壤性質調查、淺部地

層層序調查、岩體破裂與空洞之調查。然而以透地雷達對斷層位置之辨識的

技術研發還不多，資料判別與處理技術尚有改善空間。因此，本子計畫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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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地雷達檢測技術對近地表面之斷層調查方面加以研發，以提升營建系在透

地雷達檢測技術之應用廣度。 
(四)地錨錨碇檢測技術 

在眾多的地工技術中，地錨是一種可以提供良好拉力阻抗之地工構造

物，其行為與拉力樁類似，發展至今已被廣泛地使用在解決各種地工問題上。

地錨依錨碇段之構造型式可分為鈑式地錨、螺旋鑽型地錨和灌漿型地錨。其

中鈑式地錨係將一平鈑埋置在土層中，錨碇力主要來自於平鈑所提供之面承

力；螺旋鑽型地錨，則是施加扭力將單片或數片螺旋葉片的螺旋鑽鑽入土層

中，主要錨碇力來自於螺旋鑽葉片之面承力和施鑽過程中所造成的有效錨碇

體之摩擦力；灌漿型地錨則是先將已組立完成之鋼腱放置於鑽孔內再灌漿完

成，主要錨碇力由錨碇段摩擦力與面承力提供。 
截至目前為止，較完善之地錨文獻仍著重於砂質地層之錨碇行為研究，

對於卵礫石層與砂頁岩層之研究甚少。若採用「砂質」土壤地錨錨碇設計方

法來進行卵礫石層或砂頁岩層中地錨之設計，其適用性將令人質疑，因此就

工程應用而言，實有必要對地錨在卵礫石層與砂頁岩層之錨碇行為做一深入

的研究與探討。根據現場少數的試驗結果顯示，於卵礫石層與砂頁岩中，極

短之地錨錨碇段長度(3m)即可提供1,200kN以上的拉拔力。而數值分析的研究

結果亦發現，於卵礫石層與砂頁岩中，錨碇段長度達10m時，地錨之極限拉

拔力更可高達3,000kN以上。如此高的錨碇力，一般的試驗設備將無法負荷，

因此現場試驗通常無法將地錨拉至破壞。有鑑於此，本子計畫將以高拉拔力

之千斤頂、油壓幫浦和荷重計，依地錨證明試驗的循環加載-解載，最後將地

錨拉脫，以求得不同錨碇段長度下地錨之極限錨碇力。 
 

二、子計畫目標 

台灣由於多山且約 70 %為山坡地，加上特殊之地質因素 (弱面發達、沖刷

解壓及地震頻繁等)及氣候因素(多豪雨及風化作用興盛)，山崩災害如土石流、山

區道路崩坍、地滑、岩石邊坡落石及翻覆破壞等年年可見。過度之人為開發與濫

墾更使坡地防災問題雪上加霜。因此，如何解決這些山坡地所衍生之問題，勢必

成為未來各級政府單位、學術界以及工程界努力的方向。過去本校營建系以非破

壞檢測技術為發展主題，成功地雕塑了營建系一個以非破壞檢測技術的研究環

境，因此在非破壞檢測技術上有著不錯的成績表現。除了擁有陣容堅強的師資

外，也發表了多篇研究論文與報告，培育了許多碩士級研究人力。本子計畫擬將

非破壞檢測與大地防災工程結合，將營建系非破壞檢測的優勢應用在政府迫切的

防災工作上，以因應未來科技趨勢，世界環境的變遷。也期望能落實產學合作，

繼續培養兼具學理基礎及操作技術之人才，發揮技職教育應具備之「即時就業」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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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計畫發展項目乃以三維雷射掃描技術、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透地

雷達檢測技術與地錨錨碇檢測技術為重點。期望能完成下列目標： 

目      標 執行方法與影響 

培育高級防災科技研究

與規劃人員 

1. 在相關課程上開授結合非破壞檢測與防災

科技之課程。 
2. 利用工程儀器、設備，讓學生進行實作訓

練，以增進學生對新技術、新工法之了解。

3. 為防災科技奠定良好的科技基礎，並培育高

級防災科技研究與規劃人員。 

提昇本校在國內、外之學

術地位 

1. 改善各參與教師之研究水準，增加學術論文

發表的產量。 
2. 參與國內外相關研討會，以期與其他學者進

行成果交流。 

積極參與政府之防災計

畫 

1. 藉充分的硬體設備與研究人才的優勢，協助

政府並參與防災研究計畫。 
2. 保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降低災害發生時國

家所支出的社會成本。 

推動與業界之合作 

1. 研擬符合實務界需要之研發內容，使得所訓

練出之人才能立即為業界所用。 
2. 發展各種量測技術提供業界使用，促進產業

升級。 
3. 接受業界委託執行人員訓練與檢測業務。 

 

三、子計畫發展重點項目 

(一)三維雷射掃描技術 
因為三維雷射掃瞄具有精度高、速度快之優點，能在災害發生後立即取

得崩塌地的地表三維資訊。所以，本子計畫擬發展有關點雲資料處理技術，

就三維雷射掃描所獲得點雲資料透過網格化處理，以製作高精度之DEM 資
料，進而產製等值線圖與剖面圖。配合不同時期之崩塌地DEM 資料，將再

進行地形變化判釋與位移及崩積量分析，達到崩塌地調查之目的。 
(二)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 

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法可視為表面波頻譜分析法之一種先進測線配置方

式，即利用震源與多個受波器之配置關係，簡化表面波譜分析法之施測流程，

不需重覆改變受波器間距與震源－受波器之幾何配置關係，可一次求得多個

配置之震測資料，得正確之表面波相位速度對波長(或頻率)之關係，即頻散

關係曲線。最後求得土層之波速剖面，進而得到土層之剪力模數。本子計畫

擬針對不同測線配置與施作流程，探討施測參數對量測準確度之影響，以改

良試驗過程及分析流程，確認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法之適用性及應用範圍。 
(三)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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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擬以高解析度的透地雷達檢測技術，以霧峰鄉地表斷層破裂處為

主題訓練學生利用透地雷達對地表斷層之觀測分析能力，期望能對斷層位置

之辨識技術、資料判別與處理技術能有所提升。 
(四)地錨錨碇檢測技術 

依照地錨的適用性試驗進行地錨加載-荷重維持-解載等三階段，並將地

錨之最大試驗荷重TP設定在1.5倍的設計荷重TW(此時地錨未被拉脫)。將試

驗結果透過潛變係數的定義，求得地錨之潛變極限荷重。最後，經由比較與

分析，建立地錨於卵礫石層與砂頁岩層之極限錨碇力與潛變極限荷重之關

係。如此，地錨未被拉脫亦可求得地錨之極限錨碇力，發展地錨非破壞檢測

技術，預料對於地錨的設計將有極大的貢獻。 
 

四、子計畫現有軟硬體設施概況 

(一)三維雷射掃描技術方面 
營建系目前僅有JAVAD單頻衛星訊號接收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ARCVIEW 8.0、遙測影像程式 ER MAPPER、遙測影像處理分析程式 Erdas 
Imagine。 

(二)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 
表面波震波試驗儀(SASW)、數位示波器與下孔式震波試驗儀等。 

(三)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透地雷達主機一套(含天線多組)。 

(四)地錨錨碇檢測技術 
深開挖及支撐分析軟體 STABL、RIDO、FLAC 2D、FLAC 3D、TORSA，岩

石力學分析程式 UDEC V3.1。 
 

五、子計畫具體內容與配合措施 

（一）系所相關之發展目標(略) 
（二）課程與師資現況(略) 
（三）具體內容 

1.三維雷射掃描技術 
有關邊坡位移量之監測，傳統監測方法多以接觸式儀器，如傾斜計、

應變計、伸縮計等，因須將儀器埋設或安裝於觀測地區，施工上較為不便，

且重複使用率不高，一旦發生規模較大崩塌，往往使儀器遭受外力破壞甚

至遺失，造成資源上的浪費，況且這類的儀器並無法針對崩塌區域進行崩

塌土方量估算。有鑑於此，本子計畫擬發展雷射掃描系統，以對土石災害

潛勢地區進行長期監測，最重要是能快速取得此崩塌地區在不同時間的高

精度影像和地形資料。福衛二號運行後，突破了重複快速取得影像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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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資料也可望在三維雷射掃描儀引進後，容易取得高精度的地形資料。

光達點雲資料是以每個掃描點作為資料單元，資料單元的資訊包括點位在

光達坐標系下的三維坐標，以及點位的強度值。因此， 光達點雲資料的資

料內容為(X,Y,Z,I)。然而某些光達除了接收掃描點的雷射反射能量外，也同

時接收可見光資訊，取得目標物的色彩資訊，其點雲資料內容為

(X,Y,Z,I,R,G,B)，因此在展示上更接近目標物的真實外觀。 
本子計畫擬先舉辦「三維雷射掃描技術」專業實務講座，邀請此領域

專家與業界和本校營建系相關老師進行學術交流。 
本研究擬以三維雷射掃描儀發展崩塌位置判識、邊坡三維位移量監

測、崩塌土方量推估與建立數值地形模型等技術。 
（1）崩塌位置判識 

判識方式在進行特定區域之掃描後，將掃描區域內各點之座標記錄

下來，在經過一段時間後針對該座標再次偵測，判斷其反射強度是

否有大量落差，若是，則表示目標發生位移現象。 
（2）邊坡三維位移量監測 

於位移現象發生時，以特徵點追蹤之方式推算目標之三維位移量。 
（3）崩塌土方量推估 

經由掃描資料之比對，可得到掃描區域內各點之距離改變量，並換

算為各點之體積改變量，經累加後即可得到該掃描區域內之體積改

變量。 
（4）建立數值地形模型 

結合全球定位系統(GPS)以縮短坡地現地資料蒐集所需工作時間，同

時搭配 GIS 系統，可改善傳統邊坡安定問題處理之效率。應用方法

乃是應用雷射掃瞄儀獲得反射點相對於發射源的三維座標，若已知

發射源絕對座標(採用 GPS)，則可獲得待測點的絕對座標，單站作業

時，每一點參考座標定位約需花費 5 分鐘，可轉換得二度分帶座標

與高程。最後再將資料點轉為 ArcGIS，以 Krigging 內插法建立數值

地形模型。 
在完成相關技術之研發後，將透過推廣教育舉辦檢測技術訓練班，在

計畫第三年辦理本子計畫之成果發表會，與產官學界進行交流，並接受業

界之委託檢測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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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 
表面波震測主要是採用表面波中的雷利波或洛夫波來探測地下土層，

因為表面波之影響範圍大約侷限於一個波長之深度內，因此表面波之影響

深度會隨著頻率之不同而有所差異。當土層之剪力模數隨著深度而變化

時，造成波傳速度亦隨著頻率(或波長)之不同而變化，稱為表面波之頻散現

象。由於雷利波速與剪力波速相近，所以利用頻散曲線與地層波速變化之

關係，可反算得到土層之剪力波速剖面。表面波頻譜法(SASW 法)，主要

是由一個震源和兩個受波器所組成，利用鐵錘或震動機器敲擊地表面，產

生不同頻率之震波，由受波器接收震源所發出之表面波訊號，再針對單一

頻率之震波，推求兩受波器間之相位差，求得表面波相位速度對頻率(或波

長)之關係。最後再經由反算分析，計算地下土層之剪力波速，進而推估地

下土層之剖面。 
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法(MASW法)，其野外試驗之施測方式，一般設置

12 個以上之受波器於同一測線上，以接收震源所發出之震波訊號。反覆在

同一施力點施作，疊加震測資料以消除雜訊之影響，直至收錄到清晰之表

面波訊號為止。分析多頻道震測資料，以求得訊號品質優良之頻散關係曲

線，最後經過反算分析得到地層之剪力波速剖面。 
本子計畫在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法擬針對訊號資料之改善、震源能量之

改進、低頻震源之研發等三方向的技術來進行。 
（1）訊號資料之改善： 

進行敏感度分析了解土層參數對結果之影響程度，求得土層波速剖

面在不同深度所對應之容許誤差範圍，增加分析結果之正確性。 
（2）震源能量之改進： 

組裝一組操作便利且能量足夠的落錘系統，以改善能量不足對訊號

品質的影響。 
（3）低頻震源之研發： 

搭配不同種類之鎚墊，以製造出低頻震波，使收錄之訊號更為完

整，量測土壤深度更深。 
在完成相關技術之研發後，透過推廣教育開授相關課程，訓練業界檢

測人員。在計畫第三年辦理本子計畫之成果發表會，與產官學界進行交流，

接受業界之委託檢測業務。 
   3.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電磁波遇到不連續介面會產生反射，通常不連續介面是指介電常數不

同，例如地下掩蔽物、空洞與圍繞其身旁之土壤或沉積物之介面，因它們

與土壤介電常數不同，成為不連續介面而使電磁波反射。相同地，如果土

層含水量之差異、岩性明顯變化等也會因介電常數差異而形成不連續介

面，這些情況下，透地雷達也是可判釋出來。介面所產生之反射強度可以

用相對介電常數來量化，若兩物質相對介電常數差異越大，則會有越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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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強度。斷層是地層錯動所造成，因此也常是含水量多或岩行差異明顯

的地方，因此，利用透地雷達對地表斷層之搜尋是可行的。 
本子計畫在透地雷達檢測方面擬針對斷層位置之辨識技術、資料判別

與處理技術等方向的技術來進行。 
過去本校營建工程系在透地雷達檢測技術之發展上已有不錯的表現，

不論是混凝土裂縫檢測、機場跑道品質檢視、土層調查方面都有成熟的發

展，也訓練了多位研究人員，因此，本子計畫之研發可使透地雷達之應用

層面更為寬廣，也將可提升研究人員之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本子計畫擬透過推廣教育舉辦檢測技術訓練班，在計畫第三年辦理本

子計畫之成果發表會，與產官學界進行交流，接受業界之委託檢測業務。 
4.地錨錨碇檢測技術 

本子計畫主要目的在於利用現場試驗方式來探討卵礫石層與砂頁岩層

中地錨錨碇力。內容包括： 
（1）地錨之拉拔力、面承力、摩擦力與位移之關係。 
（2）傾斜地錨與垂直地錨受力行為之比較。 
（3）探討各項參數對此地錨錨碇行為之影響。這些參數包括地錨傾角、錨

頭位置、地錨直徑、自由段長度(埋置深度)、錨碇段長度。 
（4）地層變異性和施工可靠度對地錨錨碇力之影響。 

希望能藉由一系列的現場試驗，整理出不同條件下，地錨潛變荷重與

極限錨碇力之關係，進而彙整成一套簡單之設計圖表，以提供大地工

程師設計卵礫石層與砂頁岩互層中地錨尺寸時參考。另外，本研究亦

將由研究結果提出地錨於卵礫石層與砂頁岩層之特性與行為，以供地

錨受力行為研究者參考。 
將營建系目前所開授與地錨施工或檢驗等相關課程，加入本子計畫之

研究成果，並透過學校推廣教育，開放給業界選修。在計畫第三年辦理本

子計畫之成果發表會，與產官學界進行交流，同時也接受業界之委託檢測

業務。 
（四）學校可配合之相關措施(略) 
 

六、須待充實軟硬體設施 

(一)三維雷射掃描技術 
 1.三維雷射掃描儀 
 2.處理點雲資料的軟體：如Polywork、Microstation 及Terra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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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 
1.震測儀： 

需靈敏度高、取樣率高、頻道數目多的震測儀。靈敏度夠高，才能偵

測到距離震源較遠處之雷利波地表振動，避免雜訊干擾，提高震測資

料之訊號雜訊比。取樣率高，可提高高頻震波之波形解析度。頻道數

目多，則測線之展距越長，相對便能探測到較長或較深之土層構造。 
2.受波器(速度計) 
硬體設備還需要12個低頻高感度速度計、接頭、電纜以連接震測儀與受

波器。 
(三)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透地雷達：因調查的範圍較廣，擬增購一台透地雷達主機以進行大規

模的斷層調查工作之用。 
(四)地錨錨碇檢測技術 

高拉拔力之千斤頂、油壓幫浦等地錨施拉設備，地錨用荷重計以計讀

拉拔力。 
 

七、實施進度與分工 

(一)實施進度 
第一年期執行進度 

 
年月 

研究項目 
 

96
年

1
月 

96
年

2
月 

96
年

3
月

96
年

4
月

96
年

5
月

96
年

6
月

96
年

7
月

96
年

8
月

96
年

9
月

96
年

10
月 

96
年

11
月 

96
年

12
月

1. 開設相關課程以

訓練參與學生 
       

2. 邀請專家進行專

業實務講座 
           

3. 採購檢測設備             
4. 技術研發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

比 
8 16 25 33 41 50 58 66 75 83 9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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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期執行進度 

 
年月 

研究項目 
 

97
年

1
月 

97
年

2
月 

97
年

3
月

97
年

4
月

97
年

5
月

97
年

6
月

97
年

7
月

97
年

8
月

97
年

9
月

97
年

10
月 

97
年

11
月 

97
年

12
月

1. 開設相關課程以

訓練參與學生 
            

2. 採購檢測設備            
3. 技術研發          
4. 接受業界委託檢

測業務 

         

5. 開設相關實務訓

練課程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

比 
8 16 25 33 41 50 58 66 75 83 92 100

 
第三年期執行進度 

 
年月 

研究項目 
 

98
年

1
月 

98
年

2
月 

98
年

3
月

98
年

4
月

98
年

5
月

98
年

6
月

98
年

7
月

98
年

8
月

98
年

9
月

98
年

10
月 

98
年

11
月 

98
年

12
月

1. 採購檢測設備             
2. 接受業界委託檢

測業務 
        

3. 開設相關實務訓

練課程 
           

4. 技術研發          
5. 辦理本子計畫之

成果發表會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

比 
8 16 25 33 41 50 58 66 75 83 92 100

 
(二) 分工 
重點項目 負責老師 負責工作 

徐松圻 規劃工作要項與監督執行進度 

林基源 雷射掃描技術之應用研究 

三維雷射掃描技術 

黃怡碩 雷射掃描技術之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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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修 規劃工作要項與監督執行進度 

賴俊仁 監督多頻道表面波頻譜野外量測之實施 

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術 

蔡佩勳 多頻道表面波頻譜之資料分析 

林商裕 規劃工作要項與監督執行進度 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黃怡碩 透地雷達檢測之資料分析與影像處理 

許世宗 規劃工作要項與監督執行進度 地錨錨碇檢測技術 
徐松圻 相關設計規範之諮詢 

 
 
八、經費需求規劃 
 

(單位：仟元) 
經費需求 費用別 內容說明 金額 

人事費 專業技術服務中心專
任助理 360 

人事費 臨時工資與人事費 300 

業務費 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300 

經 
常 
門 

其  他 - - 

第 
一 
年 

資  本  門 
(軟硬體設施) 添購檢測設備 3,500

人事費 專業技術服務中心專
任助理 360 

人事費 臨時工資與人事費 300 

業務費 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300 

經 
常 
門 

其  他 - - 

第 
二 
年 

資  本  門 
(軟硬體設施) 添購檢測設備 4,700

人事費 專業技術服務中心專
任助理 360 

人事費 臨時工資與人事費 300 

業務費 儀器設備校正/維護 300 

經 
常 
門 

其  他 - - 

第 
三 
年 

資  本  門 
(軟硬體設施) 添購檢測設備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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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擬購置年度 金額 

多頻道震測儀 第一年 40 萬

受波器(速度計)12 個 第一年 70 萬

千斤頂和油壓幫浦 第一年 10 萬

地錨用荷重計 第一年 30 萬

GPS 自動定位系統 第一年 100 萬

透地雷達載具系統 第一年 20 萬

土壤直剪試驗儀 第一年 80 萬

擴充震測用途 50 MHz

透地雷達天線 
第二年 100 萬

三維雷射掃描儀 第二年 350 萬

處理點雲資料的軟體 第二年 20 萬

擴充非罩式透地雷達天

線(25-200MHz) 
第三年 50 萬

大地探測透地雷達主機 第三年 100 萬

岩石三軸試驗儀 第三年 650 萬

其它雜項費用 (含碩士

級專任助理一名、臨時

工資與儀器維護等) 
 (36+30+30)萬∗3 年=288 萬

合計  1908 萬

 
 

九、績效評鑑或考核 

項    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三維雷射掃描技術 

1. 開設相關課
程以訓練參
與學生 

2. 邀請專家進
行專業實務
講座 

 
1. 採購檢測設

備  
 
2. 技術研發 

1. 舉辦成果發
表會或研討會

2. 接受業界委
託檢測業務 

3 開設相關實務
訓練課程 

4. 技術研發 

多頻道表面波頻譜技

術 

1. 採購檢測設
備 

2. 開設相關課
程以訓練參
與學生 

3. 技術研發 

1. 接受業界委
託檢測業務 

2. 開設相關實
務訓練課程 

3. 技術研發 

1. 接受業界委
託檢測業務 

2. 開設相關實
務訓練課程 

3. 技術研發 
4. 舉辦成果發
表會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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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地雷達檢測技術 
1. 開設相關課
程以訓練參與
學生 

2. 技術研發 

1. 接受業界委
託檢測業務 

2. 開設相關實
務訓練課程 

3. 技術研發 

1. 採購檢測設
備 

2. 接受業界委
託檢測業務 

3. 開設相關實
務訓練課程 

4. 舉辦成果發
表會或研討會

5. 技術研發 

地錨錨碇檢測技術 

1. 採購檢測設
備 

2. 開設相關課
程以訓練參與
學生 

3. 技術研發 

1. 接受業界委
託檢測業務 

2. 開設相關實
務訓練課程 

3. 技術研發 

1. 接受業界委
託檢測業務 

2. 開設相關實
務訓練課程 

3. 技術研發 
4. 舉辦成果發
表會或研討會

 
 

十、預期成效 

（一）本校營建系擁有防災領域與非破壞檢測技術之專門人才，從事之研究

皆兼具前瞻性及實務性，但缺乏適當儀器以進行研發新技術。如果本

計畫能順利進行時，在預計的儀器購買後，可望拓展營建系專業服務

的能力及範圍，並以人才及設備優勢結合新技術之研發，為防災課題

盡一番心力，保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降低災害發生時，國家所支出

的社會成本。 
（二）本子計畫在完成後，將可改善各參與教師之研究水準，尤其在學術

期刊論文發表的質與量上將大幅提升，進而提昇在國內、外之學術

地位。 
（三）整體的研究成果將撰寫成教材，融入研究所的教學課程內容中，以

落實技職體系「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教育理念，培育防災科技

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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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 
 

朝陽科技大學理工學院「發展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特色計畫」  
 
 
 

子計畫四 ：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研究計畫  
 

計畫年度  ：  96 -98 年度  
 
 
 
 
 
 

子計畫主持人 ：    林宏達  副教授   

其他主要參與教師 ： 洪弘祈  副教授  

    邱元錫  教授  

    鄭純媛  副教授  

   陳銘芷  副教授  

   許俊欽  助理教授 

 
 

執行單位 ：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日期 ： 九十五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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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發展計畫 

子計畫四：工業品質檢測技術 
 

一、子計畫背景與現況 

（一）研究背景 

品質管理在台灣工業發展的過程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然而隨著台灣工業

界整體發展規模與方向的調整，品質管理更深更廣地被應用在各種不同的行

業，亦是不爭的事實。綜觀台灣目前整體經建指標，已朝向實現亞太營運中心

的願景規劃，而各項內需建設亦正為實現成為高科技工業島之理想邁進之中，

因此，未來台灣品質管理人才的需求，不論在質或量方面都將大為提高。 

製造業是台灣目前中小企業界中極為重要的一份子，近幾年來由於受到競

爭環境變遷的影響，諸如台幣升值、人工成本大幅上漲、勞工短缺、環保意識

抬頭等因素，再加上來自馬來西亞、印尼、中國大陸等地區挾其廉價勞工的競

爭，快速地掠奪勞力密集市場，因而對我國製造業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

為了提高產品品質與提升生產力，進而維繫企業的持續成長與發展，製造產業

的工業品質檢測與品質管理技巧的精進，考量其具有提升管理技術與提高整體

生產力的關鍵作用，便成為工業工程與管理之領域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 

為了提昇企業整體的競爭力，幾乎各公司企業皆申請通過 ISO 認証，因

此有關管理制度化問題以及相關知識管理等主題，在產、官、學界都被熱烈地

討論著。而面對高科技時代挑戰與高科技社會的需求，品質管理正在有形與無

形地、直接與間接地影嚮每一個人與每一項工作，特別是在服務業方面也將面

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將高科技社會的品質管理內涵溶注入服務業中，把

握高科技社會的特質，以學理應用為基礎並把握重點與原則，將有效的教學方

法應用並實踐至教學課程中，以配合台灣發展為科技人文島之目標，更是品質

管理這個領域將要面對與挑戰的課題之一。 

（二）近年研究現況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之「品質管理暨自動化檢測實驗室」在負

責老師所率領的研究團隊多年的努力經營，除了致力於接觸式與非接觸式的品

質管理與品質檢測外，在 e-Inspection 以及 e-Management 方面實驗室成員也逐

漸奠定相關的技術基礎，其中又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在電腦視覺

檢測應用領域中在穩定中求發展，從 86 至 95 學年度連續十年獲得國科會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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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支持。在大專生之專題研究之表現亦為突出，從 87 至 95 學年度連續九年獲

得「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的經費支持與肯定。此外，研究成果也

在許多學術殿堂獲得殊榮，如 90 學年度之「建立全球資訊網為基礎之自動化

檢測品質資訊系統」獲得 2002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

題製作成果展管理類組第三名；91 學年度之「多訊號源之網路架構資料擷取系

統之建立~以自動化檢測品質資訊系統為例」獲得國科會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

究計畫之研究創作獎;94 學年度之「以 T2 統計量為基礎之小波特徵多變量處理

模式應用於表面瑕疵之檢測」獲得工業工程學刊 2004 年論文獎，表示本實驗

室在此方面之發展已逐漸受到國家的肯定，所以期望在此方面付出更多心力，

使得此研究得以繼續延伸且更深入並應用到產業界的實務操作應用，為在該領

域作持續性的研究。本實驗室於 95 學年度提出「發光二極體 LED 晶粒與透明

封裝之外觀瑕疵自動化視覺檢測」與｢光學 3D 掃描系統之掃描誤差探討立｣，

此兩計畫目前正於執行階段並預期會有相當良好的成效。 

近年研究為與建立 e-Inspection以及 e-Management相關技術之實務基礎研

究發展計畫與成果。此 e-QC 結合的技術架構如圖 1 所示，它包含 e-Inspection
以及 e-Management 兩大系統，進一步延伸其所含的低階技術除了傳統品質管

理技術外，尚包括可攜式量測、遠端控制、精密量測與遠端監視等四大模組。 

 

圖 1. e-QC 觀念之相關技術架構圖 

本實驗室多年以來的自動化檢測與品質資訊系統之研究成果為基礎，嘗試

規劃與實作遠端監控與可攜式網路化量測之系統，此系統將與先前研究所開發

之網路專業品管技術服務中心系統（Web-based Quality Control Technology 
Support Center；WQCTSC）相互結合，讓使用者能夠只需運用瀏覽器（Web 
browser）透過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架構連接 WQCTSC 系統

做待測工件量測過程的遠端即時監控，不僅可紀錄量測過程之影音而且可發佈

進階量測結果分析於網路上。另一方面使用可攜式量測設備，不受地點限制對

待測物進行量測，並將量測資料傳送至品質資訊系統進行資料分析與整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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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式量測系統將設計一套可攜式設備的人機介面操作系統，透過此系統讓使

用者能在場內四處移動對物件進行量測，並將量測後的資料透過無線網路與網

際網路架構傳送至品質資訊系統。本研究 PDA 遠端監控與可攜式網路化量測

子系統和先前所發展之 QIS、NDAS 與 CRM 子系統整合為 WQCTSC 母系統，

其架構圖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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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實驗室現有遠端監控系統（RCS）、可攜式網路化量測系統（NMMS）、 
WQCTSC、QIS 和 NDAS 之整合架構圖 

本實驗室整合架構之網路專業品檢技服中心之系統架構圖如圖 3 所示。品

管技服中心系統根據此系統架構圖進行整體的系統開發動作，此系統的建構有

下列幾項功能：1.讓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時間與地點，以帳號密碼將資料安全且

保密地進出本網路專業品管技服中心系統。2.使用者可以自行輸入想要處理之

品質資訊檢測的資料量，輸入完畢後，系統將會依照使用者輸入的值將資料完

整地進行品質資訊的分析。3.將分析後的品質資訊，依照使用者權限可以查看

到相關訊息（例如:製程能力指標、管制圖、製程診斷分析等），如果發現製程

發生異常狀況時，系統會自動發出警告訊號告知使用者，並將即時傳遞現場情

況到使用者端的螢幕供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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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本實驗室網路專業品檢技服中心之系統架構圖 

根據以上所介紹的 e-QC 四大模組，進一步彙整如圖 4 所示之 e-QC 總體

概念整合圖，圖中清楚說明 e-QC 的組成元素成員，以及各元素間相互連結的

關係。在 e-QC 總體概念整合圖中，主要的 e-QC 概念在廠內是透過 Ethernet
將公司（廠區）內部的相關設備連接，其中包括方才所提之 e-QC 四大基本模

組，此外還必須連接 WWW 網頁伺服器與 QC 品質管控伺服器，藉由 ODBC
將品質資訊儲存至品質資料庫中，經由品質資訊系統分析資料後，可自動於網

頁上產生電子報表以及自動列印品質報表。此外，當製程產生異常時，

e-Management 系統將自動發出警訊給製程監控者，其系統也將紀錄產生異常後

的處理行為，以作為後續處理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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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分析檢測技術部份內所規劃的網路專業品管暨自動化檢測技術服

務中心系統架構中，公司（廠區）內部 Intranet 以 Ethernet 與無線網路通訊協

定所構成，然而公司內不同廠區間則以 Extranet 相互連結，達到品質資訊共享

以便於公司主管管理與調閱不同廠區間的品質情報。對於不在廠區內的遠端使

用者與公司主管，可以透過 Internet 穿越具安全性的防火牆，於私人的 PDA、

Smart Phone 或個人電腦來獲取在遠端 WWW 網頁上的品質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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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e-QC 總體概念整合圖 

完整遠端監控系統需提供不同作業系統的相容性，讓遠端使用者不再受限

於設備或空間限制，透過全球資訊網的架構，將品質資訊傳遞到世界各地的管

理階層。在此系統中，使用者介面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項目，因為使用者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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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何資訊皆必須透過瀏覽器呈現，所以如何快速且正確地表現出生產線的品

質資訊，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因此本系統的使用者介面是以全球資訊網的瀏覽

器為基礎，配合 HTML、DHTML、JavaScript、ＡctivX 與 Flash 等技術，以及

人因工程中用於人機介面設計的觀念，製作出一個具有多媒體互動效果且以全

球資訊網為基礎的遠端監控系統，圖 5 為此系統之功能示意圖。圖中說明使用

者可利用筆記型電腦或 PDA 裝置，藉由無線網路連接上本實驗室的攝影機，

並且控制控制鏡頭到欲觀看的量測設備，可觀看並記錄一切量測過程。 

 
圖 5. 本實驗室之遠端監控系統之功能示意圖 

遠端監控系統最主要須符合 PDA 與桌上型電腦兩種電子產品使用，在設

計的過程中，必須要考慮到 PDA 與桌上型電腦的瀏覽器不同、作業系統不同

與記憶體大小不同等因素，所以在程式設計的時候，需注意兩種不同的電子產

品其相容性的問題。本研究設計一個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使用者介面，並應用

了人因工程中用於終端顯示器面版設計的人機介面概念，設計出電腦與 PDA
的操作介面如圖 6 與圖 7 所示。此外，在本研究的系統架構中，由於使用者是

由全球資訊網經瀏覽器連接到本系統，因此，本研究在呈現畫面的設計上，使

用了如 DHTML 等的網頁設計技術進行開發，以展現介面的親和性與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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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電腦使用者介面           圖 7. PDA 使用者介面 

為讓使用者透過全球資訊網進入網路品管技服中心網站，使用本遠端監控

及可攜式網路化量測系統，不僅可讓使用者透過遠端監控系統觀看本實驗室對

於客戶的待測物進行檢測及量測過程與結果外，使用者亦可使用可攜式量測系

統透過數位電子卡尺量測物件，並將資料儲存於內定的檔案型態，以便後續的

分析與整理，以達到 e-QC 整合概念。圖 8 中即為本系統與網路專業品檢技服

中心系統結合後的運作展示圖，圖 9 本研究結合先前研究後顯示量測數據之管

制圖範例。 

   
   圖 8. 本系統網站之首頁圖           圖 9. 本系統之量測數據分析圖 

 

二、子計畫目標 

在本計畫的中長期發展規劃中，主要著眼於培育新一代的 e-QC 電子化品

質管理之理論與實務建立的人才，使其能應用現代化資訊科技以有效管理與改

善「工業品質檢測系統」與「品質管理資訊系統」，並藉由協助產業界解決品

質製程相關問題的過程中，進一步強化欲發展特色領域的專業地位，兼顧「地

區性」及「互補性」的原則，其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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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區性」：中部地區主要為精密機械製造業與貿易商務活動的腹地，

本計畫培育目標主要便是針對此兩項而設計。因此從「地區性」來看，

「工業品質檢測系統」與「品質管理資訊系統」是值得發展的方向。 

（二）「互補性」：目前中部的大專院校中，並無任一品管實驗室有涵蓋並整

合「工業品質檢測系統」與「品質管理資訊系統」領域。雖然雲林科

技大學與元智大學設有品管實驗室與檢測實驗室，但是要補足中部多

功能工業園區所創造的人才需求量，殊為不易。因此，從「互補性」

來看，「精密製程品管與工業品質檢驗」亦為值得發展的方向之一。 

以本計畫所參與的相關師資與人員儀器方面，初步規劃短期內主要目標為

建構適合發展 e-Inspection 以及 e-Management 系統的環境，藉由建構相關設備

的過程，進一步發展建教合作契機，進行相關技術的交流，並透過 e-QC 概念

發表與硬體建構的過程，累積相關的知識與經驗，以提升相關研究領域的研究

與教學品質，以培育 e-QC 專業人才。 

在中長程的發展計畫方面，藉由短期發展時所累積的產業人脈與專業知

識，更進一步主動協助產業解決品質相關問題，其中包括進階品檢手法的實務

推導與創新理論的共商，以及 e-QC 品質管理的應用，藉由導入自行研發的「工

業品質檢測系統」與「品質管理資訊系統」過程中，再一次瞭解產業的需求，

透過需求分析與問題解決的重複循環，逐次提升與累積專業門檻與專業知識，

以達到「地區性」與「互補性」的區隔效應。 

在一系列發展過程中，其主要目的皆為配合國內外業界與國家整體發展的

需求，持續提供與培養能兼顧理論基礎與實務發展的專業人才，並藉由此過程

建立自身的高附加價值與特有風格。 

另一方面為提升國內製造業之生產技術與產品品質水準，達到產業升級之

目標。本計畫規劃學程之目的在於使學生對於工業檢測及品質管制等相關領域

之學理與方法，透過實際設備操作和系統發展，以瞭解並活用相關設備及應用

技術；期望藉由「做中學」之實際操作方式，培養及發揮技職教育應具備之「即

時就業」的能力。本學程內容可分為兩部份，一為工業檢測之學理與設備操作，

將可發展各種檢驗與量測技術；另一部份為量測數據分析與量測系統整合，搭

配網路之應用將可建立整體品質資訊系統。課程中配合實驗及成果展示可使學

生容易融會貫通，既能引發學生之興趣，亦非常實用於工業界，即能將工業技

術與產業升級的需求相結合。建立「工業品質檢測」之精密檢測實務課程，落

實產學合作，以培養兼具學理基礎及操作技術之人才，發揮技職教育應具備之

「即時就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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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計畫發展重點項目 

為因應愈來愈多的產業客製化的需求，本計畫近程目標將以本實驗室長期

以來在自動化檢測之研究成果為基礎，進一步發展完整的工業品質檢測技術，

並嘗試將所發展之工業品質檢測技術逐漸轉移至網際網路 WWW 上如圖 10 所

示，以克服空間與時間上的限制，為電腦視覺研究增加更多彈性應用與推薦給

產業界認識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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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本計畫工業品質檢測功能網路化之架構示意圖 

 

此一網路化工業品質檢測技術中心之遠程目標將以本實驗室已開發之品

質資訊系統和資料擷取系統為基礎，進一步延伸並規劃與建立如圖 11 之具「互

動式顧客關係管理」的網路化工業品質檢測技術中心系統，透過網路提供專業

的品質資訊分析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之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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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工業品質檢測技術之整合架構圖 

 



 95

在發展重點特色方面，本計畫將結合電子化檢驗與量測（e-Inspection）以

及電子化品質管理（e-Management），其目標為將傳統的工業檢測與品質管理

結合現代的電子化技術，發展出電子化工業品質檢測(e-Industrial Metrology and 
Inspection; e-IMI)的新觀念。e-Inspection 在本計畫中的定位為負責品質檢驗與

量測資料的收集與傳送，其使用的設備可分為視覺檢測、聽覺檢測與接觸式量

測三類，依連線類型可分為無線式與有線式檢測設備；若依其傳輸品檢資料的

即時性又可分為在線式與離線式二類。在 e-Management 方面，本計畫將其定

位為負責所有品質管理資訊傳遞的資訊系統，例如當製程發生異常時，

e-Management 系統會即時發出製程警訊給製程管理者，製程管理者也可利用

e-Management 系統觀看各種不同的品質情報，此外製程管理者也可即時利用該

系統進行遠端監看，一切的管理行為將呈現於網際網路上。 

圖 12 為 e-IMI 概念之相關技術架構圖，在工業檢測上包含視覺檢測、聽

覺檢測、接觸式量測等，視覺檢測方面主要是由顯微檢測系統與動態視覺檢測

系統所組成，聽覺檢測方面主要是發展聲音檢測系統，接觸式量測方面除現有

的座標量測系統外增加了輪廓量測系統。當上述之檢測系統皆已建立時，仍需

一套量測&檢驗的專家系統，將量測後的資訊整合並加以判斷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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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e-IMI 概念之相關技術架構圖 
 

本計畫所欲發展的 e-IMI 概念乃是結合 e-Inspection 及 e-Management 兩大

系統所成的架構，其所含的低階技術除了傳統的品質管理技術外，尚包括顯微

檢測系統、動態視覺檢測系統、聲音檢測系統與量測&檢驗專家系統等新五大

系統。以下將針對各低階技術的應用層面進一步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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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顯微檢測系統（Micro inspection system） 

顯微檢測技術是使用光學裝置，以非接觸之方式，自動擷取光電訊號或實

際影像，從中獲取資訊，得以控制自動機器或生產流程，達到品管目的。以往

人們用眼睛來檢測，判讀製程中細微的差異，但對於精密度、絕對性、或重複

性要求高的判讀時，人眼則完全無法勝任，如電子及半導體產業的線寬持續下

降，或以每小時 300 公里速度生產光纖的產業，皆必須完全倚賴光學系統或顯

微系統放大後再由數位影像擷取的方式進行檢測。 

影像式工具顯微鏡適合量測各種大尺寸樣品、LCD 面板、印刷電路板、

多件連板及對稱板快速量測。它具有可變倍率、自動對焦 Zoom Camera 
(30X~120X)、多光源選擇控制以尋求最佳量測精度；可讀取CNC鑽孔檔及CAD
檔；超強 AIX 軟體系統、簡易視窗操作系統(Windows System)；2D 平面及 2.5D
微小實物量測；幾何圖型外觀及特徵量測；強化機構設計、微避震系統適用高

倍率觀察。多功能影像式工具顯微鏡不僅具有表面觀察及量測能力，更含有投

影機的表面及輪廓量測功能。另可作影像儲存、列印相片，檢測 PCB 板、塑

膠類、面板類、電子類、金屬類等等。隨著產業邁向微小化、精密化、高密度

化，目前已有許多產業需要精密顯微檢測儀器設備，可應用的範圍含：DVD、

HDVD、BD、模具檢測與研發檢測、顯示器背光導光板之模具檢測、顯示器、

Spacer、Color filter、微結構檢測、Micro Lens 或其他光學鏡片或模仁表面檢測、

光纖/聯結器端面檢測、粉體與功能性表面塗裝結構檢測、半導體 CMP 晶圓粗

糙度檢測、半導體線寬檢測、DLP 投影機數位投影晶片製程檢測。 

 

（二）輪廓量測系統（Contour measurement system） 

在接觸式量測上，目前已有 2D 及 3D 的座標量測儀，但受限於設備導致

某些重要尺寸無法量測，因此本研究在現有的量測系統上再增加輪廓機以達到

所有工件尺寸皆能量測。輪廓機主要功用在於量測輪廓形狀參數，角度處理(座
標角度，與 Y 軸座標的夾角，倒角 R)、滾針軸承、點線處理、直線度、凸度、

對數曲線、槽深、槽寬、溝曲率半徑、溝邊距等形狀參數。輪廓機適用於各種

精密機械加工元件，再搭配原先的量測設備，即有完整的量測系統。 

配合實驗室發展需求所規劃之輪廓機之主要規格為，導軌直線性系統精

度：Z 軸需小於 0.2μm/100mm、X 軸±3μm/220mm；Y 量程：10mm；X 向分

辨率：1μm；可測零件直徑：內圈≦300mm；量測長度≦2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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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態視覺檢測系統（Dynamic visual inspection system） 

本計畫預計建構之小型自動化光學檢測平台，其線性馬達的有效行程為

300mm、最大速度可達 3m/s、光學尺解析度為 0.1μm，而待測物玻璃之尺寸

為長 300mm、寬 350mm、厚度為 0.7mm。研究中以影像相減、二值化、灰階

直方圖、邊緣強化等影像處理的方法，對玻璃可能存在之刮痕、裂痕、粉塵及

異物等表面瑕疵進行檢測與判別。處理的影像大小為 2048x2048，取像時間為

0.4 秒，而當 CCD 的工作距離架設在 30mm，鏡頭倍率為 1.37 倍時，最高掃描

檢測解析度可達 5μm/pixel。藉由本檢測機台實驗測試的結果，可有效完成玻

璃表面瑕疵檢測與判別的工作，未來並可應用於平面顯示器相關零組件，如偏

光板等之瑕疵檢測。 

本檢測平台採用 4k 解析度的線型 CCD 及影像擷取卡，搭配鏡頭、線性鹵

素燈光源及一龍門式的線性伺服馬達驅動平台，藉由線型 CCD 配合線性馬達

的運動可快速取得較大面積面板的面連續影像。結合影像處理程式的分析可對

於較大面積、薄板型式待測物的表面，進行快速瑕疵檢測及判別的目的。進而

減少人力及檢測成本的需求，適用於大量生產製造的快速檢測程序。 
 

（四）聲音檢測系統（Sound inspection system） 

人類對聲音最直接的認識來自聽覺感受，因此「聲音」的最原始定義就是

「人耳所能聽到的」。在周遭生活環境中，每一型態的聲音都有其獨特性。我

們常常可以藉由聲音的特質來辨識出聲音，例如我們可辨認出動物聲、語音、

樂器聲音、甚至是熟知的人的聲音。進一步地，也可以經由辨識出來的聲音來

判斷周遭環境的狀況，如火災發生時的警報聲。此外，訊號源之追蹤也為一重

要議題，例如在軍事國防上之應用、地震源之追蹤等等。對於欲建立一高度的

專家聲音辨識系統，其所需牽涉的範圍非常的廣泛，包括有人工智慧、統計學、

資訊工程、語音科學、音響工程、訊號處理等等，都需有所觸及，如此廣泛的

學術知識並非一朝一夕能深入其中。 

今日工業檢測之異常辨識，隨著製程邁向自動化，大多以視覺電腦診斷方

式進行，唯此方式對於因機器零機件異常所產生的故障聲訊，卻無法即時進行

異常之判斷，譬如當汽車引擎發生異常，在其運轉時會因為摩擦與振動而發出

異音，即需運用聲音檢測系統檢測異常。聲音辨識系統於安全管制辨識系統、

取代鍵盤輸入方式、嬰兒保母系統、樂音辨識系統等等皆有廣泛之應用。 
 

（五）量測&檢驗專家系統（Metrology & Inspection expert system） 

為分析聲音訊號，如聲音訊號異常辨識、聲音訊號分類、集群、聲音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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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及聲音專家規則之建立等等，實有賴於檢測專家系統之建立。專家系統之

建立所使用之工具包含統計分析、類神經網路、模糊邏輯規則、決策樹分析、

基因演算法、支援向量機、獨立成分分析等等，使用之技術可說相當廣泛。本

子計畫之目的在於建立聲音檢測專家系統，其執行步驟如下： 

1.構建類神經網路聲音辨識系統 

主要目的在於以聲音特徵訊號（訊號前處理包含訊號轉換、資料壓縮、

資料維度縮減及重要特徵擷取）作為類神經網路之輸入特徵項，以建構類神

經網路為基準之聲音辨識分類器。 

2.結合田口方法與類神經網路發展聲音辨識系統 

主要目的在於利用田口方法針對類神經網路之隱藏層單元數、學習速率

及學習循環次數及慣性值等四項控制因子，進行參數最佳化，以構建穩健之

類神經網路聲音辨識器。 

3.利用獨立成分分析進行聲音訊號分離 

主要目的在於利用獨立成分分析法將雜訊與聲音訊號之混和聲波進行

分離，擷取分離後之聲音訊號特徵質再利用類神經網路構建聲音辨識系統，

以提高聲音辨識率。 
 
上述各系統之硬體設備示意圖如圖 13 所示： 
 

 
(a) 顯微檢測系統 (b) 聲音檢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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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輪廓量測系統 (d) 動態視覺檢測系統 

圖 13  e-IMI 各系統之硬體設備圖 
 

另一方面，本計畫所規劃之「工業品質檢測技術」學程，其學程目標與重要

措施彙整如表一所示： 

表一  「工業品質檢測技術」學程之學程目標與重要措施彙整表 

目      標 重要措施 

加強基礎學理能力 

1. 規劃基本理論課程以加強學生基礎學理能

力。 
2. 編撰多媒體教材及配合實驗及成果展示以

引發學生之學習興趣。 

培育專業實務能力 

1. 發展實務課程藉由「做中學」之實際操作方

式以提昇學生之實作能力。 
2. 建立具特色之檢測實驗室，以提供學生安全

之實習環境。 
3. 安排學生暑期實習，提供職前訓練、幫助其

提前與業界接軌。 

落實產學合作 

1. 邀請產、官、學界共同研擬符合實務界需要

之課程內容，使得所訓練出之人才能立即為

業界所用。 
2. 透過推廣教育舉辦檢測技術訓練班，擴大檢

測人才之訓練平台。 
3. 舉辦專業講座或研討會，拓展專業技術交

流。 
4. 發展各種檢驗與量測技術提供業界使用，促

進產業升級。 

推動國際交流 1. 鼓勵學生參與國外姐妹校之交換學生或雙學

位制，開拓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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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計畫現有軟硬體設施概況 

按照此計畫設計目標，本實驗室現有之師資與研究人員，足以開發並執行

本計畫之現行目標，惟部分相關軟硬體儀器設備則仍有待充實，故本計畫針對

現有執行人力與專長、軟硬體設備及實驗室空間佈置等三方面分別加以說明。 

在本計畫專門師資與研究人員方面，能支援的課程有自動化檢測、電腦視

覺系統、品質管制暨實習、品質工程、高等品質管理、精密量測、網路技術等

課程。且在品質管理實習此課程的教學方向上，已逐步朝向本計畫所提之 e-IMI
概念方向前進，並於課程中指導研究人員如何規畫與實作 e-Inspection 與

e-Management 系統，培養其成為專業人才。 

在軟硬體設備方面如表 2 所示，包含有以下主要項目： 
 

表 2  相關硬體、套裝軟體與自行開發軟體之相關資源 

類別 項目 

硬體 
CNC 型接觸式與非接觸式座標量測儀、電腦視覺系

統、光學與雷射式 3D 掃描系統、膜厚量測系統、機

械式與數位式量具、遠端監視系統。 

套裝軟體 

抽樣計畫系統、田口式品質工程軟體、SPC 統計製

程管制軟體、MIL 視覺程式開發函式庫、Vision 
Builder、3D 建模與模型修補軟體、ISO 電子文件流

程系統。 

自行開發軟體 專用型電腦視覺檢測系統、統計製程管制系統、品

質資訊系統、資料擷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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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室空間佈置方面（空間約為 86 m2，如圖 14 所示）。 
 

 
圖 14  品質管理暨自動化檢測實驗室之空間佈置圖 

 

五、子計畫具體內容與配合措施 

為形成及發展學校重點特色，並培育新世代有關產品品質檢測的高級專業

人才目標，未來本系在教學研究人力、新課程規劃以及相關實習/實驗空間方

面，均有充分及完整的配合資源。茲將本計劃執行主要配合措施分項敘述如下： 

（一）人力規劃 

關於本計畫人力規劃方面，目前本系相關領域師資可包括品質管理、電

腦視覺與自動化檢測、統計分析、類神經網路、品質工程、電腦整合製造、

管理資訊系統等領域，其專業人力與計畫專長如表 3 所示。其中許俊欽老師

為本系近一年內新聘老師，其相關專業背景與專長符合本系中長程發展需

求，不僅可強化日後本計畫技術服務提供之執行成效，亦可充分支援聲音檢

測系統、量測與檢驗專家系統等。依目前師資陣容，深信足可勝任及順利執

行本計畫。透過本計畫的執行，參與本計畫的相關師資可藉由共同開課、專

題指導等方式進行研究交流，以提高研究/教學的深度與廣度，並提升本校學

術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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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研發團隊 
姓 名 職 稱 系所 相關學經歷 專  長 

林宏達 副教授 工業工程

與管理系 
美國密蘇里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電腦視覺系統、自動

化檢測、精密量測、

品質管制、統計分析

許俊欽 助理教

授 
工業工程

與管理系 
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博

士 

 

聲音檢測、檢測分析

專家系統、品質工

程、SPC 與 EPC 之整

合性研究、類神經網

路模式與應用 

洪弘祈 副教授

兼系主

任 

工業工程

與管理系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工業工

程博士 
 

品質管理、可靠度工

程、生產系統模擬、

電腦整合製造 

邱元錫 教授 工業工程

與管理系 
美國紐約科技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品質資訊系統、管理

資訊系統、生產管

理、作業研究 

鄭純媛 副教授 工業工程

與管理系 
美國奧本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品質管理、系統模

擬、統計分析 

陳銘芷 副教授 工業工程

與管理系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可靠度工程、統計品

管、馬可夫決策理論

 
（二）課程規劃 

本計畫的執行，除可提供產業界產品品質檢測的重要工程技術外，並將

於理論性課程中融入實用教學內容，以培養國家未來具備相關研發設計實務

技能的人才。目前本系必修課程中有「品質管制實習」、「電腦視覺系統」、「自

動化檢測」等課程，計涵蓋數十個實習/實驗單元，可藉由本計畫執行所衍生

的新教學實習內容，於下列現有理論性課程中加入新設計的實習/實驗單元，

如表 4 所示。在建構本計畫所提出之 e-IMI 概念方面，針對課程提出相關具

體內容及配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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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教學內容與現有相關課程配合表 

 課程名稱 配合之實驗內容 

1. 企業電子化 

企業電子化與電子化品質管理之關係 
發展全球資訊網之品質資訊系統 
開發遠端資料擷取服務系統 
建構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2. 品質管制 

品質管制觀念的建立 
品質管制理論基礎的探討 
品質管制實務應用 
電子化品質管理架構的建立 

3. 品質管制實習 

訓練基礎品管手法 
教導製程能力分析 
指導使用量測工具 
撰寫品管專題報告 

4. 品質工程 田口式品質方法 
直交表之應用 

5. 高等品質管理 進階電子化品質管理系統架構之建立 
電子化製程診斷與製程改善技術之研發 

6. 電腦視覺系統 專業視覺瑕疵檢測系統之開發 
檢測系統軟體功能之網路化 

7. 工業品質檢測 
結合週邊軟硬體進行瑕疵檢測 
網路遠端操控檢測設備 
利用專業軟體進行遠端瑕疵檢測 

8. 品管實驗室 
大四畢業專題 

配合建教合作擬定研究方向 
建構網路專業技術服務中心 
培訓 e-QC 相關之專業研究人員 

 
本計畫執行上，亦可透過專題指導或建教合作等方式，以務實方法以訓練學

生由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尋找解決方案、乃至解決問題的能力，以結合學生在

校修習的理論基礎及實作能力，培養出具備開發設計專長的工程專業人才。 
 

（三）實驗室空間規劃 

隨著品管技術之發展，「品質管理暨自動化檢測實驗室」未來將持繼續

添購新穎之教學實驗設備與專業應用軟體，並與產業界密切合作，致力於品

管應用之研究之提昇，並配合品質管制相關課程進行實驗教學，以培養相關

專業領域人才。並積極爭取與產業界的合作機會，期將工商業實例納入實驗

主題，使學生能真正地活用設施規劃方法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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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體內容 
（1）成立「工業品質檢測」學程，其初步規劃課程內容如表 5 所示。邀請產、

官、學界共同研擬符合實務界需要之課程內容，使得所訓練出之人才能

立即為業界所用。 
（2）發展實務課程並添購相關之檢測設備，透過實際設備操作和系統發展，

使學生瞭解並活用相關設備及應用技術。 
（3）編撰實務課程內容，配合多媒體教材、實驗及成果展示使學生容易融會

貫通，引發其學習之興趣， 
（4）建立包含視覺檢測、聽覺檢測、接觸式量測等實驗場所，以提供學生安

全之實習環境。 
（5）透過校外參訪、暑期實習，安排學生至校外廠商接受職前訓練、幫助其

提前與業界接軌。 
（6）整合量測數據分析與量測系統，搭配網路之應用建立整體品質資訊系

統，並將其推廣至工業界，將工程技術與產業升級的需求相結合。 
（7）透過推廣教育舉辦檢測技術訓練班，擴大檢測人才之訓練平台，並將研

發之各種檢測技術深耕至產業界。 
（8）舉辦國內及國際專業實務講座或檢測技術研討會，拓展專業技術交流。 
（9）加強與國外姐妹校間之交流，鼓勵學生參與交換學生或雙學位制等合作

計畫。 
 

表 5  學程課程設計表 

 工業品質檢測學程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基礎學理課程 
基礎統計 

品質管制與實習 
品質工程 

應用實務課程 

精密量測 
電腦視覺系統 
高等品質管理 
自動化檢測 

 

六、須待充實軟硬體設施 

為達成本計畫應用品質管理於本計畫所提之 e-IMI 概念所需發展之環境，以

提供製程管制資料分析與即時回應製程品質情報，在推廣 e-IMI 概念至教學與產

業界方面，皆以培養專業研究人員與解決企業內部相關品質問題為主要目標。在

經審慎的設備檢討與環境評估後，如欲落實 e-IMI 概念於實務上，仍缺乏經費與

相關儀器設備，其如表 6 所示。 

 

學 
程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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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待充實之相關儀器設備、功能及預估經費 

年

度 
待充實硬體設備  設備功能 預估經費

(元) 

96. 聲音檢測系統  

即時音頻分析儀(TES1358)、示波器 
儲 存 型 (HILA-DS-303P) 、 噪 音 計

(CHY-650)、音位校正器(TES1356)、
聲音擷取卡、波形產生器、錄音麥克

風 Sony ICD-SX46、喇叭、訊號放大

器等設備。 

$500,000

96. 檢測分析專家系統  

Professional II / Plus、Minitab R14、See 
5、GA Evolver、Sufer 8、Mathematica、
Maple、SAS（完整版）等專業軟體之

網路版。 

$2,500,000

96. 動態視覺檢測系統  

藉由線型CCD配合線性馬達的運動可

快速取得較大面積面板的面連續影

像，待測工件在搬運過程中即可進行

檢測。 

$2,000,000

97. 顯微檢測系統  

使用光學裝置，以非接觸之方式，自

動擷取光電訊號或實際影像，從中獲

取資訊，得以控制自動機器或生產流

程。 

$1,700,000

97 輪廓檢測系統  

量測角度、滾針軸承、點線處理、直

線度、凸度、對數曲線、槽深、槽寬、

溝曲率半徑、溝邊距等形狀參數，可

彌補座標量測儀所無法量測之要素。 

$1,500,000

97 代客量測視訊系統  
針對代客量測所需之具高解析度之互

動式影音視訊系統 $500,000

97 電腦伺服器系統  
380196-371 HP ML350G4p X3.2-2MB 
SC641 AP Twr Srvr、伺服器硬碟 72G 
Serial Attached SCSI (SAS) 

$500,000

97 教學多媒體系統  
多媒體電腦(CPU 2.5G 以上)、單槍投

影機、電子化講台、網路設備、彩色

印表機、筆記型電腦。 
$800,000

98 熱影像檢測系統  紅外線熱影像檢驗系統 $1,500,000

98 
非接觸式 CMM 量測

系統軟體升級  
現有 CNC 非接觸式三次元測定機

Mitutoyo, Quick Vision PRO 系列之系

統軟體升級。 
$300,000

98 
接觸式 CMM 量測系

統軟體升級  
現有 CNC 接觸式三次元測定機

Mitutoyo, Beyond Crystra C 系列之系

統軟體升級。 
$700,000

98 
3D 光學掃描系統軟體

升級  
現有非接觸式三次元光學掃描系統軟

體升級。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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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量測資料擷取系統  
數位式量測儀器之量測資料透過網路

擷取、連結並進行資料彙整 $1,000,000

98 量測設備隔間工程  
精密量測設備隔間以利控制溫溼度之

材料與工程費用 $1,000,000

 總 計   $15,000,000

註： 儀器與軟體進步快速，上述規格為提案時之最新市場規格，計劃實際執行

期間將依實際狀況與需要參酌修訂。 
 
 
七、實施進度與分工 

本計畫初期執行之內容可包括相關儀器設備與軟體之購置、技術研發團隊

建立及實驗室設置。除此之外，初步的具體工作內容可概分為下列四項： 

（一）檢測技術團隊之建立 

本中心技術研發團隊之初步成員與架構已於「具體內容及配套措施」中說

明，在此不再贅述。 

（二）視覺檢測技術開發 

依本校現有及擬增購之儀器設備及軟體及具有之研發能力，本視覺檢測技

術將以下列二項工作內容作為工作重點及主要發展方向。 

1.顯微檢測系統之建立 

顯微檢測技術是使用光學裝置，以非接觸之方式，自動擷取光電訊號

或實際影像，從中獲取資訊，得以控制自動機器或生產流程，達到品管目

的。影像式工具顯微鏡相較於本實驗室現有的 CCD 鏡頭，它具有可變倍率、

自動對焦 Zoom Camera (30X~120X)、多光源選擇控制以尋求最佳量測精

度；可讀取 CNC 鑽孔檔及 CAD 檔；超強 AIX 軟體系統；2D 平面及 2.5D
微小實物量測；幾何圖型外觀及特徵量測；強化機構設計、微避震系統適

用高倍率觀察。多功能影像式工具顯微鏡不僅具有表面觀察及量測能力，

更含有投影機的表面及輪廓量測功能，適用品管實驗室代客量測服務朝向

多功能量測。另外，品管實驗室之研究計畫使用影像式工具顯微鏡拍攝微

小精密的電子產品，擷取高解析度與彩色資訊影像，以利影像處理方法更

為精確。 
2.動態視覺檢測系統之建立 

本研究將建構自動化光學檢測平台，對於較大面積、薄板型式待測物

的表面，進行動態且快速瑕疵檢測及判別，其線性馬達的有效行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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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m、最大速度可達 3m/s、光學尺解析度為 0.1μm。研究中以影像相減、

二值化、灰階直方圖、邊緣強化等影像處理的方法，對待測物可能存在之

刮痕、裂痕、粉塵及異物等表面瑕疵進行檢測與判別。處理的影像大小為

2048x2048，取像時間為 0.4 秒，而當 CCD 的工作距離架設在 30mm，鏡頭

倍率為 1.37 倍時，最高掃描檢測解析度可達 5μm/pixel。藉由本檢測機台

實驗測試的結果，可有效完成大面積待測物表面瑕疵檢測與判別的工作，

未來並可應用於平面顯示器相關零組件，如偏光板等之瑕疵檢測。 
3.聲音檢測系統之建立 

為分析聲音訊號，如聲音訊號異常辨識、聲音訊號分類、集群、聲音

訊號分離及聲音專家規則之建立等等，實有賴於檢測專家系統之建立。專

家系統之建立所使用之工具包含統計分析、類神經網路、模糊邏輯規則、

決策樹分析、基因演算法、支援向量機、獨立成分分析等等。透過本計畫

之執行，以探討如何結合田口方法與類神經網路，快速且有效地作聲音辨

識與預警系統。另外，利用獨立成分分析法將雜訊與聲音訊號之混和聲波

進行分離，擷取分離後之聲音訊號特徵質再利用類神經網路構建聲音辨識

系統，以提高聲音辨識率。 
4.輪廓量測系統之建立 

針對產業界高精度產品幾何形狀進行量測數據之擷取，輪廓機主要功

用在於量測輪廓形狀參數，角度處理(座標角度，與 Y 軸座標的夾角，倒角

R)、滾針軸承、點線處理、直線度、凸度、對數曲線、槽深、槽寬、溝曲

率半徑、溝邊距等形狀參數。輪廓機適用於各種精密機械加工元件，再搭

配原先的量測設備，即有完整的量測系統，達到品管實驗室代客量測服務

朝向多功能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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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費需求規劃 

表 7  各年度經費需求規劃表 

經費需求 費用別 內容說明 金額 

人事費   

業務費  200,000 
經 
常 
門 

其  他  - 

第 
一 
年 

資  本  門 
(軟硬體設施) 添購檢測設備 5,000,000 

人事費   

業務費 200,000 
經 
常 
門 

其  他  - 

第 
二 
年 

資  本  門 
(軟硬體設施) 添購檢測設備 5,000,000 

人事費   

業務費  200,000 
經 
常 
門 

其  他 -  

第 
三 
年 

資  本  門 
(軟硬體設施) 添購檢測設備 5,000,000 

 
項目 擬購置年度 金額 

聲音檢測系統 第一年 50 萬 

檢測分析專家系統 第一年 250 萬 

動態視覺檢測系統 第一年 200 萬 

顯微檢測系統 第二年 170 萬 

輪廓檢測系統 第二年 150 萬 

代客量測視訊系統 第二年 50 萬 

電腦伺服器系統 第二年 50 萬 

教學多媒體系統 第二年 80 萬 

熱影像檢測系統 第三年 150 萬 

非接觸式 CMM 量測系統

軟體升級 
第三年 30 萬 

接觸式 CMM 量測系統軟

體升級 
第三年 70 萬 

3D 光學掃描系統軟體升

級 
第三年 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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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資料擷取系統 第三年 100 萬 

量測設備隔間工程 第三年 100 萬 

業務費  60 萬 

合計 1560 萬 

 
九、績效評鑑或考核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考核工作的具體作法包括： 

（一）每月由計畫主持人召開定期會議，檢討計畫進度與成效。 
（二）主持人提報期中與期末報告。 
（三）召開計畫觀摩及成果發表會。 
計畫執行完成後的績效評鑑與考核，可概分為近程及中長程等二階段，其績

效評鑑與考核項目條例如下： 
 

(一) 近程之績效評鑑/考核 
1.本計畫的執行，可協助產業界進行產品的品質檢測及產品整體性評估。 
2.藉由本計畫的執行，可促進學界與產業界理論與實務經驗的交流。 
3.透過產學交流，可讓產品受檢測廠商瞭解有關工業品質檢測技術之評估資

訊，並可協助培養產業界相關專業人才。 
4.本計畫所充實的儀器設備，可提供本校相關系所或相關專業課程學生實習與

研究所需。 
5.提供國內外技職院校參訪，並進行實務研討與經驗交流。 
 

(二) 中長程之績效評鑑/考核 
1.產學合作關係之建立、及提供產業界所需專業技術服務。 
2.可持續協助相關產業界進行產品設計及產品評估。 
3.相關學術性/技術性/應用性論文及研究成果的發表。 
4.建教合作廠商的意見陳述及主觀績效評比。 

 

在「工業品質檢測」學程方面，其管考機制如表 8 所示： 

 
表 8  「工業品質檢測」學程管考機制表 

項    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學程之設立與推動 

1.召開第一次課程諮
詢會議規劃課程內
容 

2.編撰兩門基礎課程
教材 

1.召開第二次課程諮
詢會議修訂課程內
容 

2.編撰兩門實務課程
教材 

1.召開第三次課程諮
詢會議修訂課程內
容 

2.編撰兩門實務課程
教材 



 110

提昇學生實務能力 

1.完成視覺檢測系統
之設備採購 

2.完成視覺檢測系統
之設置與安裝和測
試 

3.推派 5名學生至檢測
廠商實習 

4.指導 2組檢測專題或
論文製作 

1.完成聲音檢測系統
之設備採購 

2.完成聲音檢測系統
之設置與安裝和測
試 

3.推派 5名學生至檢測
廠商實習 

4.指導 2組檢測專題或
論文製作 

1.完成輪廓量測系統
之設備採購 

2.完成輪廓量測系統
之設置與安裝和測
試 

3.推派 5 名學生至檢
測廠商實習 

4.指導 2 組檢測專題
或論文製作 

落實產學合作 

1.舉辦一場專業實務
講座 

2.舉辦一場國內檢測
研討會 

3.接受廠商委託檢測 

1.舉辦一場專業實務
講座 

2.舉辦一場國際檢測
研討會 

3.開設一檢測訓練班 

1.舉辦一場專業實務
講座 

2.舉辦一場檢測學程
教學成果發表會 

3.開設一檢測訓練班

推動國際交流 
1.推派 1 位交換學生 
2.鼓勵 1位學生修讀雙
碩士學位 

1. 推派 1 位交換學生
2. 鼓勵1位學生修讀雙
碩士學位 

1. 推派 1 位交換學生
2. 鼓勵 1 位學生修讀
雙碩士學位 

 

十、預期成效 

本計畫的推動可藉由規劃中的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研發團隊、以及

學校的行政支援，預期可獲得下列成果與效益： 

（一）滿足中部地區工業檢測技術需求，透過產學合作提升區域產業之國際競爭

力。 
（二）與業界共同執行協同開發計畫，獲致產品檢測之有形資產成果與專利智慧

財產等無形資產成果。 
（三）提供業界縮短產品檢測技術開發時程與降低設計研發成本之技術。 
（四）提升合作企業產品設計人力素質，並培育具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研發能力之

高級人才。 
（五）提升教師工業品質檢測相關技術研發能力與產學合作經驗。 
（六）提升校內跨領域人力及資源整合經驗。 

 
在「工業品質檢測」學程方面，預期可獲得表 9 之成果與效益。 

表 9  「工業品質檢測」學程預期成果與效益表 

項    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學程之設立與推動 
1.規劃各學程之學程
內容  

2.課程內容之諮詢與
修訂 

1.選修各學程人數 
2.學程課程內容編
撰 

3.課程內容之諮詢
與修訂 

1.選修各學程人數 
2.學程課程內容編撰
3 課程內容之諮詢與
修訂 

提昇學生實務能力(一) 
實驗室設置/設備採購 

1.規劃實驗室之配置 
2.採購檢測設備 

1.建置實驗室場地 
2.採購檢測設備 

1.建置實驗室場地 
2.採購檢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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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學生實務能力(二) 
校外參訪/暑期實習 

1.規劃參訪校外專業
公司 

2.輔導參加校外暑期
實習 

1.參訪校外專業公
司次數 

2.參加校外暑期實
習人數 

1.參訪校外專業公司
次數 

2.參加校外暑期實習
人數 

提昇學生實務能力(三) 
專題製作與實習 

1.規劃工業檢測相關
專題之製作 

2.設計工業檢測相關
課程之實習 

1.執行工業檢測相
關專題 

2.實施工業檢測相
關課程之實習 

1.修正工業檢測相關
專題之方式 

2.修正工業檢測相關
課程之實習內容 

落實產學合作(一) 
專業實務講座/研討會 

1.邀請檢測專家進行
專業實務講座(主題
一) 

2.舉辦檢測相關之研
討會 

1.邀請檢測專家進
行專業實務講座
(主題二) 

2.舉辦檢測相關之
國際研討會 

1.邀請檢測專家進行
專業實務講座(主題
三) 

2.舉辦檢測學程相關
之教學成果發表會

落實產學合作(二) 
接受委託代客檢測 
舉辦檢測訓練班 

1.提供檢測之代客檢
測服務 

2.舉辦檢測相關之實
務訓練課程 

1.加強檢測之代客
檢測服務 

2.舉辦檢測相關之
實務訓練課程 

1.成立檢測之代客檢
測服務中心 

2.舉辦檢測相關之實
務訓練課程 

推動國際交流 
交換學生/國際合作 

1.與姐妹校交換學生
進行檢測經驗交流 

2.吸引外籍學生至本
校短期進修 

3.推動雙學位制 

1.與姐妹校交換學
生進行檢測經驗
交流 

2.吸引外籍學生至
本校短期進修 

3.推動雙學位制 

1.與姐妹校交換學生
進行檢測經驗交流

2.吸引外籍學生至本
校短期進修 

3.推動雙學位制 

 

附錄 本計畫相關人員近五年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起迄年月 計畫經費

工管系 林宏達 發光二極體 LED 晶粒與透明封裝之外

觀瑕疵自動化視覺檢測 
95/08/01～97/07/31 1,032,000

工管系 林宏達 工業製品之細微表面瑕疵檢測 94/08/01～95/07/31 396,000

工管系 林宏達 乾膜光阻製程中微米膜厚量測與塗佈作

業之製程管制探討 
93/08/01～94/07/31 386,600

工管系 林宏達 建立以電腦視覺為基礎之外觀瑕疵檢測

品質資訊系統-以表層障蔽型半導性瓷

片(SBL)為例 
92/08/01～93/07/31 571,400

工管系 林宏達 建構液晶顯示器色彩與亮度瑕疵檢測之

自動化視覺與專家系統之探討 
91/08/01～92/07/31 545,500

工管系 林宏達 利用多變量管制圖結合模糊邏輯與小波

轉換於彩色水紋瑕疵偵測與製程探討－

以表層障蔽型半導性磁片為例 
90/08/01～91/07/31 393,100

工管系 洪弘祈 雙重資源限制下開放型工廠派工法則之

研發與模擬分析(II) 
92/08/01～93/07/31 3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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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系 洪弘祈 雙重資源限制下開放型工廠派工法則之

研發與模擬分析(I) 
91/08/01～92/07/31 401,800

工管系 洪弘祈 生產線面臨動態事件時之多能工派工決

策支援系統 
90/08/01～91/07/31 305,600

工管系 邱元錫 有限制的允許缺貨(欠撥)對含有隨機不

良率和重工程序之 EPQ 模式所產生之

效應 
95/08/01～96/07/31 354,000

工管系 邱元錫 探討台灣汽、機車產業 TPM 推動之模

式 
94/08/01～95/07/31 410,000

工管系 邱元錫 允許缺貨 EPQ 模式包含不完美重工程

序之批量最佳化 
93/08/01～94/07/31 302,600

工管系 邱元錫 探討國內中小企業推動 TPM 所需之專

業教育訓練規劃與 WBT 之應用 
92/08/01～93/07/31 432,100

工管系 邱元錫 台灣工具機產業導入 TPM 之模式探討 91/08/01～92/07/31 399,700

工管系 邱元錫 網路化教育訓練應用於企業 TPM 之推

動 
90/08/01～91/07/31 312,100

工管系 鄭純媛 具劣化速率減緩特性之週期性預防保養

模型在可靠度限制下之最佳維護政策 
95/08/01～96/07/31 456,000 

工管系 鄭純媛 可維修系統在不完全預防維護模型下失

效率函數與維護效益之參數估計 
93/08/01～94/07/31 439,400 

工管系 鄭純媛 年齡縮減之不完全預防維護下設備最佳

維護策略與維護效益之研究(II) 
92/08/01～93/07/31 523,900 

工管系 鄭純媛 年齡縮減之不完全預防維護下設備最佳

維護策略與維護效益之研究(I) 
91/08/01～92/07/31 478,500 

工管系 鄭純媛 不完全維護模型之研究--成本與可靠度

之考量 
90/08/01～91/07/31 354,200 

工管系 陳銘芷 考慮失效置換之最佳預防與矯正維護政

策 
95/08/01～96/07/31 470,000 

工管系 陳銘芷 可靠度預估及可靠度試驗最佳化之分析

規劃-藍芽模組產品之實證研究 
94/08/01～95/07/31 327,000 

工管系 陳銘芷 考慮設備操作成本與維修回復因子之最

佳維修策略建構 
92/08/01～93/07/31 434,200 

工管系 陳銘芷 考慮設備操作成本之最佳維修與置換策

略建構(I) 
91/08/01～92/07/31 4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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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計畫主持人暨其他研究人力之學經歷及研究成果 

 
1.計畫主持人學經歷及在校資歷 

 

2.其他研究人力之學經歷 

 

3.近五年研究成果及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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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主持人學歷表（潘吉齡教授）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密蘇里大學-
羅拉校區 

美國 土木研究所 博士 1988/01-1992/12 

密蘇里大學-
羅拉校區 

美國 土木研究所 碩士 1986/07-1987/07 

逢甲大學 台灣 土木工程系 學士 1979/7-1983/7 
 
計畫主持人經歷表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現職：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教授 1994/08 
經歷：朝陽科技大學 秘書室 主任秘書 2006/08-迄今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2003/08-2006/07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系主任 1999/08-2003/07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副教授 1997/08-2005/07 
朝陽科技大學 技術合作處 處長 1997/08-1999/07 
美國密蘇里大學 冷軋鋼研究中心 顧問 1994/07-1996/12 
美國密蘇里大學 土木工程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1993/01-1994/06 

 
2、其他研究人力之學經歷 
本計畫各項子計畫之主持之學經歷如下表： 
子 計 畫 名 稱 主 持 人 學 歷 經 歷

結構材料檢測技

術研究 
李明君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土木工程

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碩士

現職：營建工程系副教授

921 災後重建委員會委

員 

台灣營建研究院研發組

副組長 

公共工程非破壞

檢測技術研究 
鄭家齊 康乃爾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

系博士  
康乃爾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

系碩士  

現職：營建工程系副教授

兼理工學院秘書 

康乃爾大學土木及環境

工程系博士後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

學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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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工程非破壞

檢測技術研究 
徐松圻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博士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碩士 
現職：營建工程系副教授

兼營建系主任 

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副教

授兼理工學院秘書 

美國超導體碰撞實驗計

畫研究助理 

工業品質檢測技

術研究 
林宏達 美國密蘇里大學工業工程博

士 
中原大學工業工程碩士 

現職：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副教授 

銘傳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台灣王安電腦公司工業

工程師 

 
3、近五年研究成果及著作 
    本計畫各子計畫主持人之近五年研究成果及著作如下： 
 
潘吉齡教授（發展工程與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特色計畫主持人） 

A) 期刊論文 

1. Pan, C.L. and Yu, W. W., (2002), “Bending Strength of Hybrid Cold-Formed Steel 
Beams” Journal on Thin-walled Structures, Elsevier Science Limited, Vol. 40, pp 
399-414. (SCI) 

2. Pan, C.L., (2003) “Equivalent Section Method for the Prediction of Strength of 
Hybrid Beams” International J. of Appli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Vol. 1, No. 2, 
pp 101-113. 

3. 潘吉齡，(2004)，「冷軋型鋼構架系統結構行為研究」，工程科技通訊，國科會

工程處工程推展中心，第七十三期，第 96-101 頁。 
4. 彭瑞麟，潘吉齡，黃培松，(2004)，「營建工程鋼管施工架結構承載力之探討」，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刊，第十六卷第三期，第 425-435 頁。 
5. Pan, C.L., (2004) “Prediction of the Strength of Bolted Channel Sections in 

Tension” Journal on Thin-walled Structures, Elsevier Science Limited. Vol.42, 
pp1171-1198. (SCI) 

6. Pan, C.L. and Peng, J.L. (2005) “Performance of Cold-Formed Steel Wall Frames 
under Compression,” Steel & Composite Structures, (SCI) volume 5, number 5 on 
October 2005 

B）研討會論文 

1. 劉玉純，鄭茂川，潘吉齡(2002)，「輕鋼架隔間牆承載能力之研究-受軸向均布

應力」，2002 設計研討會，中華民國設計學會，17-22，台中。 
2. 謝明錦，潘吉齡，劉瑞豐(2002)，「輕鋼構低層建築施工手冊研擬」，九十一年

度建築研究計畫聯合研討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第十二卷，台北。 
3. Cheng, T.M., Chiang, C.H., Pan, C.L, and Yu, C.P., (2003), “Evolution of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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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Curriculum in Polytechnic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 Innovating 
Curriculum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Workshop 
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USA. 

4. 潘吉齡(2003)，「輕鋼架建築在台灣之趨勢」，鋼管門形鷹架模板支撐分析設計

及輕鋼架建築研討會，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台北。 
5. 潘吉齡(2003)，「冷軋型鋼構造建築物結構設計規範及解說」，輕鋼構建築技術

研討會，中華輕型鋼構建築協會，台北。 
6. 潘吉齡，陳文亮，董皇志(2003)，「輕型鋼構住宅建築與結構細部設計整合之

研究」，九十二年度建築研究計畫聯合研討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第八卷，

台北。 
7. Chiang, C.H., Gi, Y.F., Pan C.L., and Cheng, C.C., (2004) “Elastic wave 

propagation in concrete and continuous wavelet transform,” presented in the 31st 
Annual Review of Progress in Quantitative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July 25-30, 
Golden, Colorado, USA. (This work will be published by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later in 2005). 

8. 潘吉齡，鍾秉璁(2004)，「具腹板開孔之 C 型冷軋型鋼受壓強度研究」，中華民

國第七屆結構工程研討會，August 22-24， 
9. 潘吉齡，羅仁甫(2004)，「剪力延遲對加勁 C 形冷軋型鋼抗拉強度之影響」，中

華民國第七屆結構工程研討會，August 22-24，桃園 
10. 潘吉齡(2004)，「我國輕鋼構住宅相關規範探討」，輕型鋼構住宅技術國際交

流研討會，中華輕型鋼構建築協會，November 04，台北。 
11. 潘吉齡，洪百耀，單明陽，董皇志(2004)，「冷軋型鋼構造施工規範之研擬」，

九十三年度建築研究計畫聯合研討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第二卷，台北。 
12. 潘吉齡，(2005)，「鋼架住宅市場展望」，新工法新技術-冷軋型鋼構住宅技術

研討會，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北。 
13. 潘吉齡，(2005)，「工技術與監造」，新工法新技術-冷軋型鋼構住宅技術研討

會，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台北。 
14. 潘吉齡、邱益仁，（2006）「具矽酸鈣板外覆材之輕鋼構牆軸向承載能力研究」，

中華民國第八屆結構工程研討會，September 01-03，日月潭。 
15. 潘吉齡、王圍五，（2006）「具矽酸鈣板外覆材之輕鋼構牆體受剪力時之行為

研究」，中華民國第八屆結構工程研討會，September 01-03，日月潭。 

C）參與研究或建教合作計畫相關情形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 
摘要 

合 作 廠 商 
或 

機 構 名 稱 

起迄

年月
計畫經費

主 
持 
人 

具體成果 

水利署工務

行政查核人

員訓練班 

開辦經濟部

水利署工務

行政人員教

育訓練 

經濟部水利署 90/05-
90/05 98,000 

潘吉齡 
鄭道明 

參訓人員共 24
人，合格人數共

2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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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品

質管理訓練

班 PE9001
期 

開辦公共工

程品質管理

訓練班教育

訓練 

受訓學員 90/07-
90/09 512,000 

潘吉齡 
鄭道明 

參訓人員共 32
人，合格人數共

29 人 

輕型鋼購住

宅建築與結

構細部設計

整合之研究 

研擬相關的

標準圖樣配

套措施以利

輕鋼構本土

化推展。進

而將提出完

整輕鋼構圖

樣的研究成

果 加 以 推

廣，培植人

才以提昇國

內輕鋼構設

計與施工等

技術。 

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 
92/02-
92/12 720,000 潘吉齡 完成結案報告 

東 海 大 學

『基礎科學

實驗館新建

工程』結構

外審 

協助東海大

學『基礎科

學實驗館新

建工程』結

構審查 

張樞建築師事務

所 
92/04-
92/10 155,000 潘吉齡 

協助審查東海大

學『基礎科學實

驗館新建工程』

結構安全 

防潮櫃結構

強度檢核分

析 

分 析 長

815mm 寬

600mm 高

1500mm 主

體鋼板厚度

2.0mm 之防

潮櫃 

防潮家股份有限

公司 
92/04-
92/05 12,000 潘吉齡 

協助分析防潮櫃

結構強度以供廠

商參考 

冷軋型鋼構

架系統結構

行 為 研 究

(II) 

本計劃對含

矽酸鈣板外

覆材的冷軋

型鋼構架系

統進行軸向

承載分析與

實驗，並嘗

試利用分析

軟體，探討

構架受力時

各階段之結

構行為與其

承載能力。 

國家科學委員會
92/08-
93/07 466,600 潘吉齡 完成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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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二教學區管

理學院新建

工程結構外

審 

協助東海大

學第二教學

區管理學院

新建工程結

構審查 

張樞建築師事務

所 
92/11-
92/04 168,000 潘吉齡 

協助審查東海大

學第二教學區管

理學院新建工程

結構安全 

冷軋型鋼構

造施工規範

之研擬 

冷軋型鋼設

計規範已研

訂，在今建

築技術規則

頒行後，目

前尚無相關

施工之規範

可供業界參

考，本計畫

乃擬定冷軋

型鋼構造施

工規範，以

為業界依循

準據，期以

提升並掌握

國內冷軋型

鋼構造物之

品質。 

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 
93/02-
93/12 910,000 潘吉齡 完成結案報告 

冷軋型鋼構

架系統結構

行 為 研 究

(III) 

本計劃針對

冷軋型鋼構

架系統 ( 純
鋼體構架與

含外覆材構

架 )進行橫

向施力分析

與試驗，探

討構架系統

受剪力時各

階段之結構

行為，藉以

提供設計耐

力璧結構之

參考。 

國家科學委員會
93/08-
94/07 465,400 潘吉齡 完成結案報告 

冷軋型鋼牆

體立柱與外

覆材互制行

為研究 

冷軋型鋼牆

體立柱與外

覆材互制行

為研究 

國家科學委員會
950801
～

970731
972,000 潘吉齡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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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君副教授（結構材料檢測技術研究主持人） 
A)期刊論文 
1. 干裕成、李明君、江支弘、蔡英明（2002），「橡胎屑化後在混凝土工程上應用

之研究」，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刊，第十四卷，第一期，PP.141 至 149。 
2. Chui-Te Chiu, Ming-Gin Lee, Dar-Hao Chen（2003）.“Study of Profile 

Measurements Using Six Different Devices“ Constructing Smooth Hot Mix 
Asphalt （HMA） Pavements, ASTM STP 1433, pp. 102-113.（EI） 

3. 李明君、邱垂德、林朝卿（2003），「混凝土養護技術之探討（上）」，台灣區預

拌混凝土工業同業公會會刊，第十四期，PP.24 至 28。 
4. 李明君、邱垂德、林朝卿（2004），「混凝土養護技術之探討(下)」，台灣區預

拌混凝土工業同業公會會刊，第十五期，PP.24 至 28。 
5. 李明君、王勇智、干裕成、吳建興（2004），「高活性粉砂漿補強混凝土構件之

初步探討」，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刊，，第十六卷，第四期，第 715 至 721 頁。 
6. Ming-Gin Lee and Chui-Te Chiu, Yu-Cheng Kan, Kuei-Ching Chen（2004）, 

“Comparison of Results of SHRP and Conventional Binder Tests on Paving 
Asphal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Vol.2, No.3, 
pp. 245-256. 

7. 王勇智、李明君、何偉智 (2005)，”鋼筋混凝土梁柱接頭擴柱補強新舊混凝土

層交界面滑移之研究”,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刊，第十七卷，第一期，第 73 至

80 頁。 
8. Ming-Gin Lee, Chui-Te Chiu, Yung-Chih Wang (2005), “The study for bond 

strength and bond durability of reactive powder concrete,” ASTM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2, No.7, Available online at www.astm.org.(EI) 

9. Chui-Te Chiu, Ming-Gin Lee (2006), “Effectiveness of Seal Rejuvenators for 
Bituminous Pavement Surfaces,” accepted by Journal of Testing and Evaluation, 
scheduled to appear in Vol.34, No.5 (Accepted Paper No: JTE100056).SCI,EI 

10. 李明君、張大鵬、陳桂清、吳建興、林淑蘭(2006)，「CFRP 貼片與 RPC 補強

之抗彎強度理論值計算與實驗值探討」，港灣報導(季刊)，第 74 期，第 1 至

13 頁。 
11. 李明君、黃怡碩、干裕成、徐尉凱(2006)，「應用微波加熱技術於新拌混凝土

之研究」，朝陽科技大學朝陽學報第十一期(檢附接受證明)。 
12. Ming-Gin Lee, Yu-Cheng Kan, and Kuei-Ching Chen (2006), “A Preliminary 

Study of RPC for Repair and Retrofitting Material,”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scheduled to appear in Vol.29 (Accepted Paper No: 
05133).SCI,EI (檢附接受證明) 

13. Ming-Gin Lee, Yung-Chih Wang, Chui-Te Chiu, “A Preliminary Study of 
Reactive Powder Concrete as a New Repair Material,”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Vol.21, No.1, January 2007, Pages 182-189, Available 
online at www.sciencedirect.com.SCI, EI 

B)研討會論文 

1. 李明君、徐尉凱（2002），「應用蒸氣養護與微波加熱技術於新拌混凝土之可

行性」，第三屆鋪面工程師生研究成果聯合發表會論文集，中央大學，中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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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明君、林朝卿（2002），「微波快速養生對混凝土強度之初步研究」，中華民

國第六屆結構工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屏東科大，PP. C09. 
3. 李明君、徐尉凱（2002），「微波養生對剛性鋪面混凝土強度之探討」，第五屆

鋪面材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朝陽科技大學，台中。 
4. 李明君、石尊仁（2002），「國內公路橋樑工程混凝土強度與配比資料之探討」，

第五屆鋪面材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朝陽科技大學，台中。 
5. 干裕成、李明君、蔡英明，2002/10,「屑化廢輪胎應用在混凝土工程之可行性

之研究」，第五屆鋪面材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朝陽科技大學，台中。 
6. 李明君、徐尉凱（2002），「國內外混凝土養護技術之探討」，混凝土工程耐久

性設計施工技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營建研究院，台北，PP.57-80。 
7. 李明君、吳建興（2003），「RPC 超耐磨混凝土地板之初步研究」，第十二屆路

面工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華梵大學，台北。 
8. 李明君、李釗、謝診安（2004），「混凝土受海水乾濕惡化循環之探討」，第十

一屆非破壞檢測技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朝陽科技大學，日月潭。 
9. 李明君、錢偉鈞、黃東池、鄭淑芳、黃怡碩（2004），「基督思想與人生課程

信仰與專業特色探討」，2004 全人理念與通識教育研討會論文集，中原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中壢。 
10. Yung-Chih Wang, and Ming-Gin Lee（2004）.“REHABILITATION OF 

NONDUCTILE BEAM-COLUMN JOINT USING CONCRETE JACKETING.” 
13th World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Vancouver, B.C., Canada, 
Paper No. 3159.] 

11. Ming-Gin Lee（2004）, “The study for bond strength and bond durability of 
reactive powder concrete,” ASTM Symposia on Advances in Adhesives, Adhesion 
Science, and Testing, Washington, DC. 

12. Ming-Gin Lee and Cho-Liang Tsai (2006), “Fire-Damage and Freeze-Thaw of 
Strengthening Concrete Members Using Reactive Powder Concrete,” A paper for 
presentation and publication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crete 
Repair ― Concrete Solution, St Malo, France. 

13. 李明君、謝診安、黃貞治 (2006)，”無電鍍鎳熱處理鋼筋應用於鋼筋混凝土

腐蝕行為之初步研究”，中華民國第八屆結構工程學術研討會，雲林科技大

學，日月潭。 
14. 李明君、林淑蘭 (2006)，”活性粉混凝土補強混凝土構件對火害與凍融之測

試研究”，中華民國第八屆結構工程學術研討會，雲林科技大學，日月潭。 

C）參與研究或建教合作計畫相關情形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 
摘要 

合 作 廠 商 
或 

機 構 名 稱 

起迄

年月
計畫經費

主 
持 
人 

具體成果 

FRP 補強混

凝土構件之

耐久性能測

試研究 

FRP 補強混

凝土構件之

耐久性能測

試研究 

國家科學委員會
900801
～

910731
490,300 李明君 完成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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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應用

於核能電廠

防護或核廢

料貯藏設施

老劣化、腐

蝕與抑制技

術之基礎研

究 

新材料應用

於核能電廠

防護或核廢

料貯藏設施

老劣化、腐

蝕與抑制技

術之基礎研

究 

國家科學委員會
91/08-
92/07 666,300 李明君 

新材料應用於核

能電廠防護或核

廢料貯藏設施老

劣化、腐蝕與抑

制技術之基礎研

究 

FRP 補強古

蹟構件之耐

久性能測試

研究 

FRP 補強古

蹟構件之耐

久性能測試

研究 

國家科學委員會
92/08-
93/07 545,500 李明君 

FRP 補強古蹟構

件之耐久性能測

試研究 

節能與營建

污泥再利用

於控制性低

強度材料之

研發與輔導

計畫 

本研究進行

CLSM 生態

工程材料的

改 良 與 研

發，而波索

蘭材料代替

水泥，再以

營建污泥取

代部分細骨

材 ， 使 得

CLSM 合乎

生態工程材

料。 

國家科學委員會

良全預拌混凝土

股份有限公司 

92/12-
93/11 239,700 李明君 

結論： 
1.當污泥取代細

骨材 24%以下時

為最佳取代量。

2.若再添加 2%
水玻璃後，可達

到 6 小時以內終

凝之理想目標。

3.CLSM 試體添

加水玻璃時，將

隨著水玻璃含量

增加，而降低其

28 天抗壓強度，

但可大幅降低沈

陷之功效。 

營建專案電

子化管理班 

為使工程專

案能夠在 e
化環境下獲

得更好的成

本、品質與

進度管控，

進而提昇營

建業競爭力

及政府機關

的運作效能 

台大慶齡工業研

究中心 
93/06-
93/07 135,000 李明君 受訓學員 25 人

合格人數 23 人。

高活性粉砂

漿作為修補

材料之初步

研究 

高活性粉砂

漿作為修補

材料之初步

研究 

國家科學委員會
940801
～

950731
578,000 李明君 完成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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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混凝土

試驗 
透水混凝土

試驗 
展華營造有限公

司 

94/11
～ 

95/01
50,000 李明君 完成結案報告 

人造石試驗 人造石試驗 榮際實業有限公

司 

94/11
～ 

95/01
33,000 李明君 完成結案報告 

水淬溶岩試

驗 
水淬溶岩試

驗 
榮際實業有限公

司 

950512
~ 

950512
3,000 李明君 完成結案報告 

人造石微觀

x-ray 繞 射

（ XRD) 軌

跡及參考檔

分析 

人造石微觀

x-ray 繞射

（ XRD) 軌
跡及參考檔

分析 

榮際實業有限公

司 

950803
~ 

950815
10,000 李明君 完成結案報告 

電漿水淬熔

岩作為生態

水泥之初步

研究 

電漿水淬熔

岩作為生態

水泥之初步

研究 

國家科學委員會
950801
～

960731
550,000 李明君 進行中 

 
鄭家齊副教授（公共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主持人） 

A)期刊論文 

1. C.C. Cheng, and H.C. Chiou（2002）.“Evaluating the Bond-Loss of Reinforcing Bar 
in New Concrete Construction Subjected to Earthquake Using the Impact-Echo 
Method.”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Vol. 25, No. 4, 2002, PP. 
425-436.（SCI） 

2. C.C. Cheng, C. P. Yu, and H.C. Chang（2004）.“ON THE FEASIBILITY OF 
DERIVING TRANSFER FUNCTION FROM RAYLEIGH WAVE IN THE 
IMPACT-ECHO DISPLACEMENT WAVEFORM.” Key Engineering Materials, 
Vols.270-273.（SCI） 

3. C. H. Chiang and C. C. Cheng (2004) “Detecting Rebars and Tubes Inside 
Concrete Slabs Using Continuous Wavelet Transform of Elastic Waves.” Journal of 
Mechanics, Vol. 20, No. 4, pp. 297-302. (SCI) 

B)專書及專書研討會論文 

1. C. C. Cheng, and H. C. Chiou.（2002）.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Steel Bar to the 
Transfer Function Developed from the Impact-Echo Response.” The 6 th Far-East 
Conference on Non-Destructive Testing, in compact disk, Oct. 21-24, Tokyo, 
Japan. 

2. 鄭家齊、邱秀珠、許耿蒼（2002），「以敲擊回音法偵測新澆置 RC 構件在受震

下之鋼筋握裹間隙」，第六屆結構工程研討會論文集，in compact disk，墾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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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C. Cheng, C. P. Yu, and H.C. Chang（2003）.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Deriving 
Transfer Function From the Rayleigh Wave in Impact-Echo Displacement 
Waveform.” Proc. of the 11th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Nondestructive Testing 
(APCNDT 2003), Nov. 3-7, Jeju, Korea. 

4. 鄭家齊、黃愛惠（2004），「混凝土層狀結構內層接合不同材料之轉換函數反

應」，第十二屆非破壞工程研討會，PP.183-190。 
5. 李憲裕、鄭家齊（2004），「以表面波速衰減評估混凝土表面老劣化程度之初步

研究」，第十二屆非破壞工程研討會，PP.175-182。 
6. 李憲裕、鄭家齊（2004），「敲擊所得表面波振幅之衰減率檢測混凝土表面老劣

化程度之初步研究」，第十二屆非破壞工程研討會，PP.167-174。 
7. 鄭家齊(2005)，「混凝土結構修補品質之檢測評估」，第四屆公共工程非破壞檢

測監測技術研討會，PP. 257-276。 
8. 許耿蒼、鄭家齊、林宜清(2005)，「鋼板與無收縮水泥粘結介面品質之非破壞

檢測評估與有限元素數值模擬」，九十四年電子計算機於土木水利工程應用研

討會，pp. 1-6 
9. 鄭家齊利用敲擊回音法檢測土壤夯實品質之初步研究第 13 屆非破壞檢測技術

研討會 2006/04/28 
10. 鄭家齊乾點式低頻超音波與高頻透地雷達在混凝土 C-scan 檢測之應用及比

對實例第 13 屆非破壞檢測技術研討會 2006/04/28 
11. 鄭家齊「以敲擊回音法檢測混凝土構件內部層隙裂縫於修補前後反應之研

究」，第 13 屆非破壞檢測技術研討會，2006/04/28 
12. 鄭家齊「火害後混凝土結構鋼板及纖維複合材料修補品質之評估」，第 13 屆

非破壞檢測技術研討會 2006/04/28 

C）參與研究或建教合作計畫相關情形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 
摘要 

合 作 廠 商 
或 

機 構 名 稱 

起迄

年月
計畫經費

主 
持 
人 

具體成果 

地震對新澆

置鋼筋混凝

土結構之損

害評估與檢

測 (I)(II)- 子
計畫三：以

敲擊回音法

偵測新澆置

RC 構件在

受震下之鋼

筋握裹間隙 

(1) 探 討 在

不同鋼筋尺

寸及保護層

厚度下，使

用敲擊回音

法所測得之

鋼筋訊號反

應。  (2)研
究與鋼筋產

生共振的振

動方式以敲

擊回音法及

拉拔試驗來

探討鋼筋握

國家科學委員會
89/08-
91/07 750,000 鄭家齊 

建立在鋼筋拉拔

破壞時，敲擊回

音中鋼筋反應平

均轉換振幅與局

部握裹損失間的

關係。 
研討會論文兩篇

期刊論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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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損 失 情

形。 

地震對新澆

置鋼筋混凝

土結構之損

害評估與檢

測(II)─子計

畫三：以敲

擊回音法偵

測 新 澆 置

RC 構件在

受震下之鋼

筋握裹間隙 

設計多根鋼

筋多點敲擊

回音檢測的

結果與整體

握裹損失間

之關聯性實

驗，製作全

尺寸樑中間

部位鋼筋搭

接試體，以

搭接區鋼筋

黏貼應變計

之方式求取

樑四點抗彎

試驗中之鋼

筋局部握裹

力 

國家科學委員會
90/08-
91/07 375,800 鄭家齊 

預測值與實驗中

以最大樑載重計

算之平均握裹力

損失之誤差僅在

15%之內；且局

部握裏力變化趨

勢與敲擊回音在

做抗彎試驗前所

測得知鋼筋振幅

值的變化趨勢極

為類似，因此由

此法預測鋼筋握

裏損失有其可信

度。 
研討會論文一篇

期刊論文一篇 

南投縣政府

縣政中心辦

公大樓新建

工程地震前

一天澆注混

凝土結構物

之鋼筋握裹

品質檢測 

檢測南投縣

政府縣政中

心辦公大樓

鋼筋握裹品

質 

雙喜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90/03-
90/03 103,500 鄭家齊 

檢測南投縣政府

縣政中心辦公大

樓新建工程地震

前一天澆注混凝

土結構物之鋼筋

握裹品質 

集集共同引

水計畫斗六

大圳進水口

更新改善工

程以敲擊回

音法檢測混

凝土構造物

厚度與強度

計畫 

1.厚度檢測

之測點佈設 
2.強度檢測

之頻率 
3.圓柱試體

與鑽心試體

抗壓試驗 

源大營造有限公

司 
90/11-
91/04 320,000 鄭家齊 

檢測結果提供集

集共同引水計畫

斗六大圳進水口

更新改善工程參

考 

台中市福康

路透天厝鋼

筋握裹試驗 

檢測建築物

鋼筋握裹力 
南華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91/03-
91/05 40,000 鄭家齊 

提供台中市福康

路透天厝混凝土

結構物之鋼筋握

裹品質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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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大鵬

三村新建工

程鋼筋握裹

試驗 

檢測建築物

鋼筋握裹力 
德寶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91/05-
91/07 50,000 鄭家齊 

台中市大鵬三村

新建工程混凝土

結構物之鋼筋握

裹品質檢測結果

花蓮透天厝

新建工程地

震前澆注混

凝土結構物

之鋼筋握裹

品質檢測 

檢測建築物

鋼筋握裹力 
聖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91/07-
91/09 40,000 鄭家齊 

提供花蓮透天厝

新建工程地震前

澆注混凝土結構

物之鋼筋握裹品

質檢測結果 

高速鐵路工

程 C291 土

建標 --箱樑

非破壞檢測

工程 ( 含合

約追加) 

檢測箱梁修

補介面品質 
長鴻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 
91/07-
92/07 7,400,000 鄭家齊 

檢測結果提供高

速 鐵 路 工 程

C291 土建標參

考 

「核一廠貳

號 機

TORUS 鋼

筋混凝土地

板非破壞檢

測工程」敲

擊回音試驗

訊號分析專

案計畫 

核一廠貳號

機 TORUS
鋼筋混凝土

地板非破壞

檢測工程敲

擊回音試驗

訊號分析 

敲擊回音顧問公

司 
91/01-
92/07 1,600,000 鄭家齊 

以影像方式呈現

不同深度裂縫的

分佈位置。 

以敲擊回音

法評估核設

施巨積混凝

土結構組件

老化程度之

研究 

核設施巨積

混凝土結構

元件表面產

生微細裂縫

造成表面劣

化的問題，

開發一系統

性的非破壞

檢測流程及

分析方法。 

原能會 92/01-
94/12 508,100 鄭家齊 

圓柱試體在頻率

域量測之 P 波波

速與混凝土強度

的關連性較大，

在人工裂縫之波

速檢測方面，若

採用雙接收器之

波到時間差來計

算 P 波及 R 波波

速，其劣化深度

與波速間關係在

實驗及數值分析

結果均不穩定 
研討會論文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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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

學語言中心

重建工程一

樓柱完整性

非破壞檢測 

評估混凝土

柱之完整性

以供決策者

再決定修補

策略之參考 

向陽營造工程有

限公司 
92/02-
92/06 30,000 鄭家齊 

評估中興大學語

言中心重建工程

一樓混凝土柱之

完整性以供決策

者再決定修補策

略之參考 
國立中興大

學語言中心

重建工程二

三樓柱完整

性非破壞檢

測 

評估混凝土

柱之完整性

以供決策者

再決定修補

策略之參考 

向陽營造工程有

限公司 
92/04-
92/09 30,000 鄭家齊 

評估中興大學語

言中心重建工程

二三樓混凝土柱

之完整性以供決

策者再決定修補

策略之參考 
以敲擊回音

法之轉換函

數檢測混凝

土內部瑕疵

修補狀況之

初步研究 

以敲擊回音

法之轉換函

數檢測混凝

土內部瑕疵

修補狀況之

初步研究 

國家科學委員會
930801
～

940731
421,40 鄭家齊 完成結案報告 

西濱快速公

路 WH33-1
標五南出水

段新建工程

橋墩 P13 裂

縫深度檢測

試驗 

西濱快速公

路 WH33-1
標五南出水

段新建工程

橋墩 P13 裂

縫深度檢測

試驗 

中華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94/01~
94/03 173400 鄭家齊 完成結案報告 

建築結構火

害後強度與

修補品質之

非破壞檢測

評估─子計

畫四：火害

後鋼筋握裹

力檢測評估

(I) 

建築結構火

害後強度與

修補品質之

非破壞檢測

評估─子計

畫四：火害

後鋼筋握裹

力檢測評估

(I) 

國家科學委員會
940301
～

950228
725,600 鄭家齊 完成結案報告 

廣輝科技廠

房非破壞檢

測試驗 

廣輝科技廠

房非破壞檢

測試驗 

大陸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94/06
~ 

95/06
870,588 鄭家齊 完成結案報告 

建築結構火

害後強度與

修補品質之

非破壞檢測

評估(II)─子

建築結構火

害後強度與

修補品質之

非破壞檢測

評估(II)─子

國家科學委員會
950801
～

960731
607,000 鄭家齊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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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三：火

害後鋼筋握

裹力檢測評

估 

計畫三：火

害後鋼筋握

裹力檢測評

估 

 
徐松圻副教授（大地工程非破壞檢測技術研究主持人） 
A)期刊論文 

1. Hsu, Sung-Chi and P. P. Nelson (2002), “Characterization of Eagle Ford Shale,” 
Engineering Geology, 67, pp.169-183. (EI, SCI) 

2. Sung-Chi Hsu, Chu, Bin-Lin, and Yi-Ming Chang (2002) “Liquefaction Damages 
and Related Remediations at Wufeng after the Chi-Chi Earthquak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vol. 25, No. 5, pp. 521-532. (EI, SCI) 

3. Jonathan P. Stewart, Daniel B. Chu, Shannon Lee, J.S. Tsai, P.S. Lin, B.L. Chu, 
Robb E.S. Moss, Raymond B. Seed, S.-C. Hsu, M.S. Yu, and Mark C.H. Wang 
“Liquefaction and non-liquefaction from 1999 Chi-Chi, Taiwan, earthquake” 
Technical Council on Lifeline Earthquake Engineering Monograph, n 25, 2003, pp. 
1021-1030. ( CODEN: TLEMF9) (EI) 

4. Yang, M.-D., Y.F. Yang, and Sung-Chi Hsu (2004) “Application of Remotely 
Sensed Data to the Assessment of Terr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Tsao-Ling 
Landslide,” Canadian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Vol. 30, No. 4, pp.593-603. (EI, 
SCI) 

5. Chu, Bin-Lin, Sung-Chi Hsu, and Yi-Ming Chang (2004) “Ground Behavior and 
Liquefaction Analyses in Central Taiwan-Wufeng,” Engineering Geology, 71, vol. 
1-2, pp 119-139. (EI, SCI) 

6. Daniel B. Chu, Jonathan P. Stewart, Shannon Lee, J.S. Tsai, P.S. Lin, B.L. Chu, 
Raymond B. Seed, S.-C. Hsu, M.S. Yu, and Mark C.H. Wang (2004) 
“Documentation of soil conditions at liquefaction and non-liquefaction sites from 
1999 Chi–Chi (Taiwan) earthquake,” Soil Dynamics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4, pp.647–657. (EI, SCI) 

7. Sung-Chi Hsu, S.S. Chiang, and J.R. Lai (2004) “Failure Mechanisms of Tunnels 
in Weak Rock with Interbedded Struc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 41, p.489. (EI, SCI) 

8. Lai, S.-Y., Sung-Chi Hsu, and M.J. Hsieh (2004) “Discriminant Model for 
Evaluating Soil Liquefaction Potential Using CPT Data,”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30, 12, pp.1271-1282. (EI, SCI) 

9. Lai, S.-Y., Sung-Chi Hsu, and M.J. Hsieh (2006) Closure to “Discriminant Model 
for Evaluating Soil Liquefaction Potential Using Cone Penetration Test Data”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33, 5, pp. 670-672. 
(EI, SCI) 

10. Sung-Chi Hsu, Ming-Der Yang, Ming-Che Chen, and Ji-Yuan Lin (2006)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of Liquefaction Evaluation for Soils with High Fines 
Content” 2006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eural Networks, IEEE, 
Vancouver, BC, Canada, pp. 4950-4956.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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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su, Sung-Chi and P. P. Nelson (2006), "Material Spatial Variability and Slope 
Stability for Weak Rock Masses,"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32, 2, pp. 183-193. (EI, SCI) 

12. Bin-Lin Chu, Sung-Chi Hsu, Yi-Long Chang, and Yeong-Shyang Lin (2007) 
“Mechanical behavior of a twin-tunnel in multi-layered formations”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doi:10.1016/j.tust.2006.06.003. (EI, SCI) 

13. Sung-Chi Hsu and Chin-Ming Chang (2007) “Pullout performance of vertical 
anchors in gravel formation” Engineering Geology, 
doi:10.1016/j.enggeo.2006.11.004. (EI, SCI) (NSC89-2211-E-324-009) 

B)研討會論文 

1. 呂勝能、徐松圻、賴俊仁 (2006) “互層軟岩隧道分析與支撐探討” 2006岩盤工

程研討會，台南，成功大學，第419-427頁。 
2. 謝翠萍、徐松圻、賴俊仁 (2006) “材料空間變異性對軟岩邊坡穩定之影響” 

2006岩盤工程研討會，台南，成功大學，第279-288頁。 
3. 高嘉隆、賴俊仁、徐松圻 (2006) “台十四省道31~75K沿線邊坡山崩潛感分析” 

2006岩盤工程研討會，台南，成功大學，第309-318頁。 
4. 徐松圻、陳明澤 （2005）“用類神經網路建立以VS為主之臨界液化曲線” 第

十一屆大地工程學術研討會，萬里，第E19-1~E19-6頁。 
5. 徐松圻、陳明澤 （2005）“用類神經網路建立以CPT為主之臨界液化曲線” 第

十一屆大地工程學術研討會，萬里，第E20-1~E20-5頁。 
6. 李明翰、徐松圻、謝翠萍（2004）“岩坡傾倒破壞之研究-以台十四線為例”，

2004岩盤工程研討會，淡水，淡江大學，第288-295頁。 
7. 江秀旭、徐松圻、呂勝能（2004）“互層軟岩隧道破壞模式探討”，2004岩盤

工程研討會，淡水，淡江大學，第472-479頁。 
8. 徐松圻，許世宗，張錦銘 (2003) “現地試驗探討卵礫石地錨之錨碇行為”，第

十屆大地工程學術研討會，第627-630頁。 
9. 張錦銘，徐松圻 (2003) “地錨規範探討與變位量量測”，第十屆大地工程學術

研討會，第171-174頁。 

10. 徐松圻，陳明澤 (2003) “用類神經網路建立以 SPT 為主之臨界液化曲線”，第

十屆大地工程學術研討會，第 295-298 頁。 

11. 徐松圻，褚炳麟，林成川 (2003) “921 集集大地震霧峰地區土壤側潰研究”，
第十屆大地工程學術研討會，第 893-896 頁。 

12. Daniel B. Chu, Jonathan P. Stewart, Shannon Lee, J. S. Tsai, P.S. Lin, B.L. Chu, 
Robb E.S. Moss, Raymond B. Seed, S. C. Hsu, M. S. Yu, and Mark C.H. Wang 
(2003) “VALIDATION OF LIQUEFACTION-RELATED GROUND FAILURE 
MODELS USING CASE HISTORIES FROM CHI-CHI, TAIWAN 
EARTHQUAKE,” U.S.-Taiwan Workshop on Soil Liquefaction, Hsinchu, Taiwan, 
November 2-5, 2003 

13. 黃偉明，徐松圻 (2002) “八卦山卵礫石層隧道施工進度案例探討”，2002 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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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工程研討會。 

14. 張宏德，徐松圻 (2002) “地下水位下卵礫石層隧道降水方式與隧道開挖工法

之研究”，2002 年岩盤工程研討會。 

C）參與研究或建教合作計畫相關情形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 
摘要 

合 作 廠 商 
或 

機 構 名 稱 

起迄

年月
計畫經費

主 
持 
人 

具體成果 

中部山區道

路邊坡翻覆

破壞機制之

研究-以台

14 線公路為

例 

中部山區道

路邊坡翻覆

破壞機制之

研究-以台

14 線公路

為例 

國家科學委員會
900801

~ 
910731

361,800 徐松圻 完成結案報告

中部山區道

路邊坡翻覆

破壞機制之

研究(II) 

中部山區道

路邊坡翻覆

破壞機制之

研究(II) 

國家科學委員會
910801
～

920731
415,900 徐松圻 完成結案報告

卵礫石層中

地錨錨碇行

為之研究

(II) 

卵礫石層中

地錨錨碇行

為之研究

(II) 

國家科學委員會
920801

~ 
930731

707,500 徐松圻 完成結案報告

卵礫石層中

地錨錨碇行

為之研究

(III)：傾斜地

錨現地試驗 

卵礫石層中

地錨錨碇行

為之研究

(III)：傾斜

地錨現地試

驗 

國家科學委員會
930801
～

940731
762,400 徐松圻 完成結案報告

卵礫石層中

地錨錨碇行

為之研究

(IV)：數值

模擬分析 

卵礫石層中

地錨錨碇行

為之研究

(IV)：數值

模擬分析 

國家科學委員會
940801
～

950731
726,000 徐松圻 完成結案報告

 
林宏達副教授（工業品質檢測技術研究主持人） 

A)期刊論文 

1.林宏達, 張宏佐, 2001/06, “累和管制圖應用於積層陶瓷電容製程中具覆蓋性

電極印刷之微量偏移製程管制探討”, 朝陽科技大學學報，第六期，pp.567-590.  
（NSC 88-2212-E-324-004-） 

2.林宏達, 何政聰, 2002/06, “應用統計多重比較檢定法於紡織品印刷不良之檢

測”, 朝陽科技大學學報，第七期，pp.183-206.  （NSC 87-2212-E-32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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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宏達, 許裕隆, 2002/06, “應用反應曲面技術於三次元座標量測儀量測點數

與量測點位置分佈之規劃”, 朝陽科技大學學報，第七期，pp.207-230.   

4.林宏達, 劉繼煥, 2002, “積層陶瓷晶片電容器之端面弧度檢驗與製程管制之探

討”,工程科技通訊，第六十三期，pp.58-61.  （NSC 89-2212-E-324-002-） 

5.林宏達, 許裕隆, 2003/09, “基因演算法應用於三次元座標量測儀之量測路徑

選擇規劃”, 朝陽科技大學學報，第八期，pp.111-140.   

6.林宏達, 何端成, 2003/09, “以全球資訊網為基礎的自動化檢測品質資訊系統

之建立”, 朝陽科技大學學報，第八期，pp.141-171.  （NSC 
90-2815-C-324-020-E-） 

7.林宏達, 陳志松, 2004, “以T2統計量為基礎之小波特徵多變量處理模式應用於

表面瑕疵之檢測”, 工業工程學刊(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s, JCIIE)，Vol. 21, No. 2, pp.121-135.  (EI)  （NSC 
90-2212-E-324-004）  （榮獲工業工程學刊 2004 年論文獎） 

8.陳春豐, 林宏達, 宋朝鐘, 2004, “以嵌入式爐管溫度監測器建構鍋爐預知保養

機制之研究~以 550MW 發電鍋爐為例”, 鍋爐知識，Vol. 25, pp.37-61.   

9.林宏達, 卓旻賢, 何端成, 2004/09, “建立以自動化檢測品質資訊系統為基礎之

多訊號源網路架構資料擷取系統”, 朝陽科技大學學報，第九期，pp.169-197.  
（NSC 91-2815-C-324-008-E-） 

10.林宏達, 陳育洺, 2005/06, “建立以調適性類神經模糊推論系統為基礎之表層

障蔽型半導性瓷片外觀瑕疵分類與製程管制模式”, 朝陽科技大學學報，第十

期，pp.1-41.  （NSC 92-2212-E-324-001） 

11.林宏達, 蔡博宇, 徐子涵, 2005/06, “以全球資訊網為基礎之網路專業品管技

術服務中心之系統規劃與建立”, 朝陽科技大學學報，第十期，pp.43-75. （NSC 
92-2815-C-324-014-E-） 

12. Yuan-Shyi Peter Chiu, Singa Wang Chiu, Hong-Dar Lin, 2006/04, “Solving an 
EPQ model with rework and service level constraint”, Mathematical and 
Computational Applications (MCA), Vol. 11, No.1, pp.75-84.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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