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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主任的話             鄭家齊 

各位系友，大家好 
又到了年度報告系上情況的時間，在 FB 上看著同學們為事業打拼，成家立業，

可是看起來好像都沒變老，真是可喜可賀！這一年徐松圻老師以及大地組的老師們

共同扛下第 12 屆岩盤工程研討會的擔子，於 9 月在本校盛大舉辦，並邀請美國科羅

拉多礦業學院採礦工程系主任 Prof. Priscilla Nelson 以及國內知名的學者專家進行專

題演講，許多研究所及大學部的同學都有機會聆聽各場次論文發表，相信大家都獲

益良多。接下來，今年底李明君及干裕成老師將在台中主辦 2015 混凝土學會的混凝

土工程研討會，到時歡迎系友們前來報名參加。今年還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報告的，

是余志鵬老師轉任中興大學土木系，雖然他人在曹營，不過在研究方面還是會跟系

上老師密切合作。 
從去年開始，本系全力推動建築資訊系統(BIM)的相關課程，由施工法、施工圖

繪製、建築資訊模型建置技術到研究所的建築資訊模型整合應用等課程均聘請多位

有經驗的業師與系上老師共同授課。為了能順利執行最新的 BIM 相關軟體，結構電

腦實驗室的電腦已逐批汰舊換新。今年三月經由周慧瑜老師的努力，本系與廈門理

工學院土木工程與建築學院、瑞助營造簽訂三方產學合作的協議書，希望能由瑞助

營造提供 BIM 業師及學生實習的機會，與廈門理工方面進行相關研究及大陸地區的

產學合作。我們希望未來朝陽營建系能建立一個名聲，即學過 BIM 的畢業同學，都

是經過扎扎實實的訓練，能立即被業界所用！ 
展望今年，在課程方面將配合 IEET 工程教育認證的要求推動頂石課程(Capstone 

course)，所謂頂石課程是讓學生嘗試以專業人員身分（例如工程師），解決一個實際

且無標準答案的專業問題，藉此進行學習總檢視，並同時了解其不足的知識、技術

或態度，進而於畢業前加以充實。上課方式是讓學生分組，實際動手操作，引發其

主動學習的動機，避免教師過多的講授。頂石課程除了培育學生解決複雜問題和工

程設計能力外，亦有培育和強化學生的團隊合作、有效溝通和專案管理（含經費規

劃）能力。非常歡迎各位系友能夠提供在工作上碰到有趣、實際或者值得深究的專

業問題，給學弟妹們動腦動手，系上的老師們會針對問題給予回饋，系友也可以業

師的身分進行指導。相信營建系可以在系友的協助、老師及同學的努力下，越做越

好。今年系友回娘家的日子為校慶 3/28 星期六，歡迎同學再度攜帶全家大小來學校

跟老師抬槓，提供精美 buffet 午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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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抗震盃地震工程模型製作國際邀請賽 

9/20 至 9/21 為期兩天的抗震盃國際邀

請賽在國研院國家地震中心盛大舉行，適

逢 921 大地震 15 周年，這項活動也更具意

義。本校營建工程系大四學生陳俊安、柯

烽章、曾大為、陳佳妤和指導老師王淑娟

以出色的作品脫穎而出，榮獲大專組「第

二名」和「耐震獎」的殊榮。 
今年國研院國家地震中心主辦之抗震

盃已屆 13 年，921 大地震迄今也滿 15 周

年，主辦單位協同英國文化協會 (The 
British Council)舉辦這次活動讓大家對地

震有更深的知識。本次比賽在大專組方面共計國內外大專院校的菁英代表之 43 支隊

伍，其中包含了 21 組國內隊伍及 22 組國外隊伍。這次國外參賽隊伍包括新加坡、

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韓國、日本、香港、中國、印尼等九個國家，一同角逐

此次比賽，也藉由這次比賽傳達有關於地震工程方面知識，促進彼此交流，這項競

賽也逐漸成為國內外之焦點。 
營建工程系王淑娟教授表示，比賽前的準備是不可或缺的，比賽重點為參賽者必

須以面積0.55mmx4mm之細長木條結合熱熔膠、棉線和紙張構築出一個耐震的模型，

在比賽前必須經過許多測試來判定結構

之好壞，利用將近二個月的時間，經過

了許多測試和製作過程，團員們同甘共

苦，克服重重難關。 
營建系參加學生表示，製作過程不但

辛苦，團員們也筋疲力盡，在製作準備

期間也受了許多挫折讓團員們曾經有放

棄的念頭，但如今有這樣的佳績都是靠

大家的努力和老師支持和指導。 

圖為得獎合影左起為學生曾大為、陳佳
妤、陳俊安、柯烽章、指導老師王淑娟 

圖為抗震模型設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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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模型設計製作完成圖 

在競賽期間各隊伍依自己規劃之結

構模型來放置質量塊，模型必須以各種

不同地震震度進行測試，各隊放置重量

也不盡不同。本隊至少在模型上加了將

近 25 公斤之重量，雖在最大震度時倒

塌，但是模型使用的材料少及放置的質

量塊多，效率比還是技壓群雄獲得第二

名的殊榮，這也打破本系歷年來參加抗

震盃之成績，不但是營建系的光榮，更

是朝陽之光。  

將抗震模型安裝於大型震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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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區高中職抗震盃競賽 

藉由 3 月 8 及 3 月 15 日兩天舉辦建築

模型耐震競賽，傳遞專題製作的程序與觀

念，培養學生結合理論與實作地將抗震防

災教育的理念灌注在參賽學生身上。 

在這兩天舉辦 2014 抗震盃競賽共有

37 組隊伍，將近 180 位師生參與本次競

賽。 

參賽選手都為本次競賽努力練習製作

模型，競賽當天也都把握每分每秒製作時

間就連午餐時也是分批吃飯，最後測試時，

也都很緊張，將模型緊緊固定於振動台上，

小心翼翼將質量塊放置將載重台上，深怕

沒固定好或放置好就出局了，最後 37 組隊

伍測試完畢後，通過第一階段測試獲得耐

震獎之隊伍共有 13 組，比上一屆通過第

一階段之隊伍 10 組還要多，可見得舉辦

了那麼多屆，每一個參賽學校來本校參與

此競賽為了獲得更好，越來越努力。 

往後也希望有更多學校隊伍來參與

此活動，主任及活動老師也在討論可以增

加更多獎項及獎勵來鼓勵學生，最後感謝

鄭家齊主任、潘吉齡院長、賴俊仁老師及黃怡碩老師撥空參與本次競賽，以及感謝

工作人員及裁判兩天之辛勞。－陳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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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非破壞檢測技術訓練班 

土木水利工程學會非破壞檢測委員會於本(103)年度 9 月 2 日至 3 日主辦「土木

非破壞檢測技術訓練班—橋梁上部結構非破壞檢測暨橋梁載重試驗」之訓練活動，

訓練班共計兩天課程，第一天課程上午由朝陽科技大學營建系鄭家齊教授介紹「橋

面板內部瑕疵量測技術(敲擊回音法)」、朝陽科技大學營建系許耿蒼教授介紹「橋面

板內部瑕疵量測技術(透地雷達法) 」、中興大學土木系林宜清教授介紹「混凝土表面

裂縫深度量測技術」，下午以分組由學員親自操作的方式於朝陽科技大學的非破壞檢

測試驗場進行試驗，包括許耿蒼教指導透地雷達檢測不同材質的橋面板厚度以及板

下掏空狀況，鄭家齊教授指導以敲擊回音法檢測混凝土板厚度、內部蜂窩及層狀裂

縫深度，柯盈慈老師介紹以時域敲擊式繞射波傳輸時間法量測表面裂縫深度。 

第二天課程包括中央大學土木系王仲宇教授介紹「橋梁載重試驗基本理論、量

測技術及案例說明」，下午在實驗方面集研科技蘇文喜經理於實驗室透過應變計黏貼

試驗及鋼梁載重試驗，介紹常見應變計、位移感測器、速度計、加速度計的設置安

裝及量測方式，以及檢測資料的分析方法。本活動的協辦單位為朝陽科技大學非破

壞檢測中心以及國立中央大學橋梁工程研究中心。 

   
鄭家齊教授講解敲擊回音

檢測技術 
許耿蒼教授講解透地雷達

檢測技術 
王仲宇教授講解橋梁載重

試驗 

   
敲擊回音瑕疵檢測實作 透地雷達檢測實作 蘇文喜經理介紹鋼橋位移

量測及振動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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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屆岩盤工程研討會 
暨國科會專題計畫成果發表會 

1992 年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李德河教授及資源工程學系陳時祖教授首

辦「岩盤工程研討會」，為國內土木與大地

工程之研究發展與實務應用領域，提供經

驗交流與心得交換的機會與場合。首次的

「岩盤工程研討會」不僅獲得廣大的迴響，

並形成了拋磚引玉的效果，其後即由國內

各大學接續辦理，分別為國立中央大學(田
永銘教授，1994)、國立台灣大學(黃燦輝

教授和鄭富書教授，1996)、國立交通大學

(潘以文教授和廖志中教授，1998)、國立

中興大學(褚炳麟教授和壽克堅教授，2000)、
中華大學(李煜舲教授，2002)、淡江大學(楊長義教授，2004)、國立成功大學(陳昭旭

教授，2006)、台北科技大學(鄭大偉教授和王泰典助理教授，2008)、國立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許琦教授，2010)以及國立聯合大學(王承德教授，2012)等。 

第十二屆岩盤工程研討會暨國科

會專題計畫成果發表會的主題為「科

技應用與永續資源之岩盤工程」，討論

的子題包括七大類（包括：A.岩石材料

與岩體之工程行為、B.岩盤工程之規劃、

分析、設計與施工、C.岩盤工址調查與

應用地質科技、D.岩盤工程新工法及科

技應用、E.水文地質與能源開發岩盤工

程、F.氣候變遷與天然災害下之岩盤工

程、G.其他岩盤工程相關研究），經審

查委員會審查 69 篇的投稿，研討會論

文的發表方式為口頭發表(69 人)。其中

國科會專題計畫成果發表共 31 篇，約

佔全部發表論文的二分之一。 

「2014岩盤工程研討會」為每兩年舉行一次之全國性大型研討會，本屆參加人

數為163人，為國內岩石力學、岩石工程、工程地質與大地工程等相關領域之重要會

議。參加研討會之人員包括國內之學者、工程人員外，並邀請美國科羅拉多礦業學

徐松圻老師陪同 Prof. Priscilla P. Nelson
進行報到 

2014 岩盤工程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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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修老師帶領至霧峰名勝古蹟林家
花園及 921 地震教育園區進行參訪活
動 

院（Colorado School of Mines）採礦工程系系主任—Prof. Priscilla P. Nelson講授

「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For Urban 
Communities of the Future」、國立中興大

學—褚炳麟 教授講授「臺灣西部卵礫石層

大地工程性質研究之回顧與展望」、國立成

功大學—李振誥 教授講授「岩盤水文地質

調查及模擬建置」，以提升國內學術、工程

技術水準、並增進臺灣與國際交流合作的機

會。 

研討會之目的除為提供國內、國外學者

專家在岩石力學、岩石工程、工程地質及大

地工程等相關領域進行學術交流，以提升國內、外學者之專業領域知識與確立新世

代中岩盤工程之發展方向外，也提供公私營工程人員接受再教育的自我成長機會，

且本研討會之公務人員或技師，給予終身學習時數認證或技師訓練積分3小時。 

晚間主辦單位亦援例安排傳統的活

動晚宴，在朝陽科技大學教職員薩克斯

風社、華笙國樂社及吉他社的音樂表演

中揭開序幕，晚宴中頒發贊助廠商感謝

狀，感謝廠商熱情贊助本研討會，才能

使本研討會活動順利進行，接著頒發最

佳論文2名及優良論文獎5名及決議下屆

主辦單位為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工程學

系，最後與會人士在黃燦輝教授、陳昭

旭教授及徐松圻教授的帶領下高歌歡唱，

展現地工同好的濃郁情誼。 

會議第二日各簡報會場出席人士依

然踴躍，約計一百人，在中午用餐完畢後，

由本校張子修老師帶領，至霧峰名勝古蹟

林家花園及921地震教育園區進行參訪活

動，在霧峰林家花園及921地震教育園區

由專業之導覽人員進行園區導覽活動。 

  

研討會與會廠商介紹儀器設備 

Prof. Priscilla P. Nelson 與徐松圻老師二
人晚會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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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研究所專題討論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題討論主講名單 

時  間 主 講 人 服  務  單  位 演    講    題    目 

11/6 廖文正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3D 列印於混凝土工程上的可能

應用研究與分析 

11/20 
楊明德 

教授兼中
心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保育暨防
災科技中心 

3D 技術及其應用與產業 

11/27 廖述良 
經理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事業群工務處經理 營造廠職涯分享 

12/4 林子剛 
教授 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 建築結構監測技術與應用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題討論主講名單 

時  間 主 講 人 服  務  單  位 演    講    題    目 

3/6 王仲宇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軌道力學實驗研究與未來應用 

6/5 傅賜榮 
所長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管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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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求學歷程-潘在祥同學 

我生長於馬來西亞，在一個小康的家庭中成長，父

母親和外婆從小就開始培養家裡兄弟姐妹的人生價值

觀，灌輸我們要誠信對待身邊的人，這些都銘記於心，

成為我們往後做人做事的基礎。雖然父母親的學歷並不

高，但父親只秉持一個觀念“再餓也不能餓孩子”，母親

每天工作回家後就會督促我們的課業，外婆則教導我們

做人的道理，他們以身作則的精神卻深深影響著我，我

永遠不會忘記父親在我來台灣前告訴我的一句話：「做

人要誠實，不要貪，不要做壞事，多做好事，這樣就對

得起社會，對得起自己」。所以在我成長過程中，遇到

需要幫助的人，我就會想起這句話，盡我所能去幫助

他。 

從小開始，我對於陌生的知識一直抱有

一顆好奇的心態，因此我總是對於身邊的事

物抱著一顆求知的心。我小時候，母親就買

了一套樂高玩具給我，我總是會利用一塊一

塊的樂高塊堆疊起各種不同的造型構造物，

所以從小時候便對土木建築懷著一顆好奇

的心。自從上了中學後，開始了解到我們學

習任何知識，都必須去了解它，去參透它，

這樣才能所聽所學銘記於心。 

在高中畢業後很榮幸獲得朝陽科技大

學學雜費全額獎學金，也很榮幸的進到營建工程系這個大家庭。到了大學，我藉由

課堂所學及老師的經驗談當中，我慢慢的回

想起自己的兒時的夢想，也就是成為一名對

國家，對社會有貢獻的土木工程師。在大學

學習過程中，我找到了自己在專業方面的興

趣「大地、地質等科目」。我也常利用課後

時間與班上同學進行課後輔導，以幫助課業

並不理想的同學。此外，在大三升大四的暑

期當中，我跟隨了徐松圻老師進行專題研究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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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後，也進入朝陽營建工程研究所大地

工程組就讀。在研究所期間，學習到了更多大學期

間沒上過的知識及技巧，尤其是在遇到工程上的問

題時，需要自己去思考及解決。在此期間，很榮幸

能參與各個研討會以及校外課程，學習到更多工程

知識及簡報的技巧。承蒙老師的指導，在大地工程

上有更深一步的功力，也能在今年順利畢業。 

在寫下這些字句時，讓我回想起了許許多多大

學四年的點點滴滴。想當年，我隻身來到台灣，對台灣這片土地感到陌生。一個人

什麼也不懂地來到了朝陽，到如今快畢業了，心裡感觸良多。感謝朝陽，感謝朝陽

各位師長對我的愛戴，感謝在台中所認識到的朋友，感謝班上的每一位同學，感謝

每一位幫助過我的人們。 

活了25年，最難忘的莫過於大學生的必修課——課業、愛情、社團。回顧這一

切，就好像翻閱大學時期的相冊，腦海中總會浮現出一幕幕的景象。回想起每當有

作業或則考試時，和一群班上要好的同學一起去找空教室，在黑板上討論著各種難

題，考完期末考後再一起到同學家聚餐。在社團的歲月裡，曾經為了辦好一個活動

而吵架、熬夜、進院，到最後還是一起跑到台南去享受溫暖的陽光。愛情方面，收

了多少張的好人卡，在陽台吹了多少晚的冷風，這些經歷在當下固然讓人感到心痛，

但是在畢業後，這些回憶將會讓自己會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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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們一起去《驚艷帛琉》     王弘義 

為提升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之活力，倡導

正當休閒育樂活動，在鄭家齊主任精心規劃與討

論後，票選出太平洋上台灣的邦交國「帛琉」，

為本次教職員暑期自強活動地點，參加之教職員

及眷屬共31人，且鍾任校長夫婦也陪同一起出遊，

使本次系旅遊更增添許多風采。 

第一天中午於桃園國際機場會合後，大家帶

著一顆愉快的心情，準備搭乘中華航空班機，飛

往海上花園-帛琉，在飛機上度過了 3.5 個小時的

時間，終於平安抵達帛琉機場；來到帛琉時，已

經是當地晚上 6 點多，由海人旅行社（Leo 導遊）

負責接機及安排大家未來的旅遊行程，導遊熱情

的歡迎大家的到來，在確定大家都到齊及清點行

李後，直接驅車前往日輝國際渡假村用餐，行程

中導遊要大家放鬆心情好好休息，準備未來幾天

在帛琉的驚艷旅程。 

第 二 天

一早大家用完早餐後，穿著輕便服裝，便由當地

導遊安排至阿威俱樂部，挑選自己適合的浮潛用

具，整裝完畢後，隨即驅車前往帛琉海邊搭乘海

上快艇，展開探索帛琉秘境之旅；首先來到浮潛

練習地點，由專業的 Leo 導遊兼教練，指導如何

正確的使用浮潛裝備及安全的浮潛動作，之後大

家便慢慢地依序下船，泡在湛藍的海水裡；一下

水，映入眼簾的是蔚藍的大海、舒服的氣候及感

受身心靈的解放，隨後開始探索帛琉的海洋世界，

藍色的海底由鮮艷美麗的珊瑚與多采多姿的熱

帶魚群交織而成，另外還發現到沈船礁石區等，

隨後搭船變更地點，欣賞到巨型玫瑰珊瑚礁群、

蘇眉魚等熱帶魚及無毒水母湖，感受被成千上萬

的水母包圍的狀況等，中午在無人島用餐稍作休

息後，享受一下在無人島上的片刻寧靜，隨後繼

續前往下午的浮潛行程，在帛琉的行程除了浮潛

還是浮潛，但每個水中景點都有不同的特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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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 斷層水道體驗洋流作用下的海外

浮潛感受，而當地導遊從海裡抓了大

海參及大海星，來讓我們體驗一下帛

琉當地的環境，晚上來到美人魚餐廳

用餐，享用當地的美食。 

第三天早餐後搭船繼續一整天

的浮潛之旅，首先航行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零式戰機遺址區，想像當年太平

洋戰爭，美日雙方在帛琉的激戰，隨

後至沉澱大量火山泥的牛奶湖做全身美容，每

個人都全身塗滿了火山泥，玩的不亦樂乎，隨

後直接跳下船，在一大缸的牛奶湖裡洗個貴妃

浴。之後搭船至七彩魚世界，觀賞各式各樣的

熱帶魚及拿吐司餵食當地的餓魚，感受被魚群

環繞與近距離的接觸，回到船上稍作休息後，

船經過德國水道，導遊說該水道是於 1900 年

由人工挖鑿而成的；當年因為德國一所礦業公

司為了到南端小島開採「磷礦」(當時是製造

炸藥的必需礦物)，但是礙於洛克群

島四周的天然屏障，就在此用炸藥挖

鑿的一條人工水道，以便利運輸船隻

出入而得名。之後利用中午陽光較強

時間，帶領大家至大斷層浮潛，大斷

層的地形是有一大片很淺很平坦的

珊瑚區，但是一過了這片平原，馬上

就是深不見底的大斷層，非常陡峭，

而大家就是沿著斷層交接處一路浮

潛，觀賞各種軟、硬珊瑚群及各樣色

彩鮮艷的熱帶魚，欣賞夢幻的景緻與

多樣化的海底生物，中午在帛琉的長

灘島用餐，欣賞當地白砂灘美景，下

午驅船前往鯊魚城，由導遊表演鯊魚

餵食秀，以前看電視都是站在鐵網內

餵鯊魚引誘鯊魚，但在帛琉這邊是在

無其他防護措施下，直接飄在海面上，

看下方的導遊餵食鯊魚，看鯊魚搶食

的畫面真的很過癮，而導遊也很神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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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一次地將鯊魚引誘到我們的附近，讓我們能近距離地觀看鯊魚，雖然只是短短

的幾十分鐘的餵食秀，但還是讓我們心跳加速真是難得的體驗，之後繼續前往下一

個景點百年干貝城，干貝城裡滿滿的百年硨磲貝，很少會看到有如此大且數量多的

貝類，導遊先下水觸摸硨磲貝，硨磲貝會迅速合起來，感覺像是硨磲貝會咬人一樣，

而他也順便上演一齣，被硨磲貝夾住無發脫困的戲碼，隨後帶領有意願者，體驗觸

摸硨磲貝，大家玩的都很高興。晚上到餐廳用餐

享用當地美食，喝到了傳說中的水果蝙蝠湯，大

家還拿著蝙蝠拍照留念，真讓人印象深刻，晚餐

後驅車前往阿威俱樂部，先到附近小道散步，觀

賞當地夜景及夜間生態，隨後觀賞由旅行社提供

之干貝秀與當地原住民表演，在表演過程中由當

地民眾邀約，大家還一同參與跳舞同樂。 

第四天一早在老爺飯店享用自助早餐，欣賞

由飯店提供之原住民表演活動，隨後在飯店內自

由活動，參觀飯店的景色及設施，享受片刻的悠

閒，下午至阿威水上俱樂部玩水上活動，有香蕉

船、海戰車、划獨木舟、腳踏船等，悠閒地享受

下午的時光，最後，老師們還加演了一場海上游

泳競賽，由江支弘、潘吉齡、林基源、蕭文達、

陳益文所組成的大人組與江奕璠、莊博任、杜岳

達、鄭瑜、林育安所組成的小孩組，進行游泳接

力競賽，經過一番的激烈拉鋸後，比賽結果由小

孩組勝出。 

第五天旅遊行程來到了最後的尾聲，驅車前往參觀當地的長堤公園，是帛琉當

地假日休閒休閒玩樂的場所，之後參觀歷史博物館及男人會館等，導遊帶領大家參

觀，並詳細解說每個故事木雕板，讓我們對當地的歷史文化有更深一層的了解，館

內還有展示器具飾品、木雕藝術、獨木舟模型等，讓我們欣賞了當地的藝術文物，

隨後驅車前往帛琉機場，準備搭機離開美麗的

帛琉群島。 

本次自強活動在鄭家齊主任精心策劃下，

在排除眾多的困難點之後，終於順利成行，在

此深深感謝鄭主任的辛勞及大家的參與，使本

活動順利圓滿。  



 

14 
 

新 生 茶 會 
 

我們利用新生訓練的那一天，為新生舉辦了這個活動。為了讓學弟妹更了解營

建系，也想讓各位學弟妹了解我們學長姊是如此的熱情洋溢。活動前一個月，我們

就在想辦一個有別往年的茶會，所以我們以烤肉來代替之前的 Buffet，也想了很多團

康遊戲來讓各位學弟妹不覺得無聊，也讓各位桌長準備了各式各樣的小互動遊戲來

讓他們更了解彼此。活動當天學弟妹們也很給面子來了不少人來參與，看到這種情

況，我們更加的開心，也更加的努力把這個活動給完成。或許是因為新生剛進來彼

此不熟悉、有點小害羞，有時候讓我們有點小尷尬，不過我們還是把這個活動順利

的完成。這個活動是我們系學會開學的第一個活動，卻讓我們了解不少，雖然只是

一個小型活動，可是需要很大的功夫和前置作業，也很謝謝所有系會成員盡心盡力

為了這個活動。-侯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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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新 露 營 
 

103 年新生迎新活動於 10/18、19 在彰化台

灣民俗村舉行，這是新生入學後參加的較大型

的活動，兩天一夜的迎新活動是為了讓剛進入

大學生活的學弟妹，能更快熟悉大學新生活。

希望每位學員了解團結合作的重要性，也拉近

與其他夥伴及學長姐間的距離。並希望能藉此

凝聚每位

學員與系

上的情誼。 
這次的迎新活動有別於以往自己系上舉辦，

而是和銀髮產業系一起合辦。這讓我們一開始有

點頭痛，因

為沒有和

別系合辦

的經驗，導致一開始就遇到了不少問題。後來

經過系內以及兩系的溝通協調與討論，我們達

成了共識大家也越來越進入狀況，並一起努力。

兩個多月的練習時間，工作人員幾乎每天都見

面每天都一起練習，練完大家一起吃宵夜。原

本對彼此不熟悉的系會夥伴，以及沒有交集的銀

管系，久了，大家也漸漸培養出了革命情感，大

家的默契也越來越好，大家一起解決碰到的困難，

大家一起為迎新所準備的活動流程也越來越順

利精彩。 
也許是因為合辦的吸引力，活動當天，我

們系上也創了出席率百分之百的紀錄。每個工作

人員不管當天天氣多熱，也不管為了活動辛苦了

多久，在活動兩天，都將自己做好的狀態表現

出來，努力帶給學弟妹歡樂，讓學弟妹有最好

的回憶。很謝謝每個工作人員對迎新所做的努

力讓我們兩天一夜的迎新活動順利結束!工作人

員看著每位學弟妹臉上的笑容以及活動結束後

新生對於活動的評價回條後，更是有說不出的

感動!這是一個很美好的回憶，也很謝謝幫助我

們完成活動的所有人! ---廖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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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際 盃 合 唱 團 競 賽  
 

合唱團為校際的比賽，分為美聲組

及創意組，我們系報名的是美聲組，我

們所使用的歌曲為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這次的呈現在指揮上面做了一些搞

怪的突破，穿上警察制服，以及警棍作

為指揮棒，在

分部上也下了

不少功夫，男高音、女高音、男低音、女低音等等，呈現

出大部分系沒有的特色。 
雖然在練習的前期人數不如預期，但是在主任與老師、

參賽的學弟妹及系學會幹部的努力下，中後期練習人數達

到五十一人，比賽結果拿下美聲組第四名。感謝系學會幕

前幕後幫忙的各位夥

伴，最後也很感謝主任

每個禮拜 2~3 天留下

來教導大家。我會永遠

記住這一段過程回憶。

-周柏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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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誕 晚 會  
 

今年的聖誕晚會很不一樣，我們參與了學

生會所舉辦的聖誕晚會，雖然不是自己科系舉

辦的，但是我知道其實跟別科系或者學生會合

辦，是能學習到很多我們學習不到的東西，還

有我們所沒有經歷過的事情，這些活動企劃都

是每個科系提出的想法意見經過討論而

出來的，有活動組、公關組、美宣組等，

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腳色，經費都是我們

每個科系負責人去爭取，這讓我們學習到

團結力量大的威力，是無窮無懈可擊的，

這更而促進了我們各科系跟學生會的情誼，最難能可貴的是我們贏得了掌聲還贏得

了可遇不可求的友情，這次的晚會：黑夜狂潮舞

法鬍天是在 12月 23日在本校的汽二停車場舉辦，

除了各科系的學生，還邀請外面知名歌手安心亞、

謝和絃、還有雷射男孩，有許多的餐點還邀請外

面廠商進來擺攤讓大家能享用美食，另外我們也

發放螢光棒，小型團康還有舞蹈參與以及

精采的禮物抽獎節目。-詹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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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善 月 活 動  
 

(一)關懷獨居老人 

隨著高齡化的社會，老年人口也漸漸增加。在鄉下地方更是明顯，孩子長大到

外地工作，家中只剩下長者，獨居老人漸漸變多，他們不是不願意跟孩子一起到外

地，只是想留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養老。 

我們這次去拜訪的爺爺，常常述說著年

輕時到各國旅行，講著他難忘的旅行，他

也講到現在幫忙種種田除除草他覺得有

事情做總比一直待在家中來的好。雖然爺爺住在一個小小的套房裡，過著早睡早起

的生活，雖然有時候都會有人幫忙送飯給爺爺吃，有時也有老人活動邀請爺爺一起

去參加，讓爺爺覺得自己不是那麼孤單，有這麼多關心他的人，爺爺為人也很客氣

在吃飯的過程中，還會訴說著附近學生的八卦，每天看著我們這群學生上下學，他

也叮嚀著我們騎車要慢慢騎別騎太快，與爺爺相處一個晚上覺得爺爺對事情都看得

很開，對自己現在的生活沒有任何怨言，每天就是開開心心的過日子，像這樣子的

生活何不嘗是老人家的心願。---陳囿男 

(二)樂齡社區 

這是學生會與一間養老院合作的一個活動。內

容是帶著阿公阿嬤們一起帶活動，一起做卡片，還

幫他們按按摩、聊聊天。這些阿公阿嬤們都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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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天真的感覺。就讓我想起在老家的爺爺奶奶，有一種

說不出來的親切感，讓我更加知道以後我要對我的爸爸媽

媽還有爺爺奶奶更加孝順與疼愛。當活動結束之後，我有

一種說不出來不捨，就像要離開自己的爺爺奶奶一樣。希

望以後學校能多辦一些這些活動，把這些愛傳給更多需要

照顧的阿公阿

嬤們。我也會多加珍惜我現在所擁有的一

切。 

(三)慈善周義賣 

這個活動是慈善月最後一個最重要的活動，時間在 12 月 16 到 18 號三天位於海

豚廣場擺設攤位，我們義賣的項目為適合冬季的熱飲及甜品，熱飲為麻糬湯圓湯甜

品部分有巧克力、香蒜、草莓等口味餐包，扣掉成本收入的費用全額捐出，雖然捐

出的金額並不大，但是在不虧本的目標下完成這項活動。雖然這個活動與另一個系

上活動時間上衝突到，但是事先的分配好每個人的工作，才沒有導致兩頭燒。這也

是一個相當好的經驗，一方面招攬客人另一方面則

是規畫工作人員的時間及工作項目，是一個成功的

活動經歷。-張芳瑜  



 

20 
 

營建師生喜訊 

賀  本系考取 103 年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土木技師：徐暐亭老師、施志銘系友(96 碩士、94 四日)、王定邦系友(89 四日) 
    王文郁系友(94 碩士)、盧秉瑋系友(92 四日)、李坤龍系友(96 碩士、93 四日) 
結構技師：潘慶澤系友(96 四日) 
大地技師：紀文龍系友(94 碩士)、蔡文瑞系友(89 四日) 
 
賀 徐松圻老師榮獲本校 102 學年度"院級優良導師" 
 
賀 徐暐亭老師榮獲本校 102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教學傑出獎" 
 
賀 林基源、吳獻堂老師榮獲本校 102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教學優良獎" 
 
賀 王淑娟老師指導學生陳俊安、柯烽章、曾大為、陳佳妤組成之抗震盃競賽團隊，

參加「2014 抗震盃地震工程模型製作國際邀請賽」榮獲大專組「第二名」和「耐震獎」

的殊榮。 
 
賀  本系考取 10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四等考試土木工程類科(彰投區)：陳偉哲(104 四日) 
四等考試土木工程類科(臺中市)：蕭秉彞(95 碩士) 
三等考試土木工程類科(臺中市)：施志銘(96 碩士、94 四日) 
三等考試土木工程類科(雲嘉區)：盧秉瑋(92 四日)、蔡旻霖(97 四日、99 碩日) 
三等考試土木工程類科(彰投區)：吳嘉政(98 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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