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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榮譽榜

本系陳偉堯老師榮升教授

何嘉浚老師及劉韶恆博士生於「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ngineering」發表文章

「Digital Simulation of Fertilizer Management 
in a Refined Agriculture-based Paddy Field」
榮獲「First Prize Paper Award」
 
宋裕祺老師與林宏軒碩士榮獲中華民國大地工程
學會「105 年度大地工程優良論文獎」

宋裕祺老師、王俊穎博士、粘晉銘碩士、賴育
暘碩士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106 年度工程論文
獎」

尹世洵老師、張哲豪老師榮獲「105 學年度本系
傑出教學獎」

四土三乙參與紙箱戰紀陸上龍舟競賽，喜獲「最
佳團隊獎」與八萬元獎金。亦感謝正隆紙業公司
之大力贊助

土木與防災碩士生蔡曜謙同學 (林利國教授指導 )
參加第二十一屆工程與管理學術研討會，榮獲
「優選論文獎」，論文題目：「地工泡棉 (EPS)
應用於建築物外牆飾材之性質研究

林鎮洋老師榮獲經濟部水利署「106 年水利事業
貢獻獎」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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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生態界中的翹楚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林鎮洋教授。

         自德國留學回臺後，在因緣際會下來
到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也就是當時的臺北
技術學院。起初，教授只是跟隨著太太的
腳步選擇留在臺北，正巧幸運的遇到開任
教職缺的臺北技術學院，進而成為臺北技
術學院的一員。從此，讓臺北科大成了校
園生態中的典範，也為學校帶來許多美好
的風景。 

簡介

林鎮洋教授參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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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科生態的幕後推手

       時間悄悄的落在 1999 年，學校更名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不到兩年，處於
正在轉型的階段，老師們除了要教書，也要做研究。因此北科大與美國維吉
尼亞大學以及經濟部水利署共同合作，正式成立北科大第一個研究中心 - 水
環境研究中心；然而在探討水資源問題會需要許多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因
此找來了臺北大學法律系、淡江大學水資源與環境工程系、文化大學土地資
源學系和臺大有生態專長的老師們，攜手完成了群策群力、跨領域、跨校際、
跨國際的研究中心，經濟部提供資金的合作，使水環境研究中心成為北科大
目前研究量位居第一的研究中心；而研究中心的主任正是在生態領域中享有
一席之地的林鎮洋教授。

與維吉尼亞大學成立研究中心

北科大水環境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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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鎮洋教授研究了各式各樣的校園生態後，最欣賞的是美國的大學，他們的校園生
態概念極佳，大多數的學校先天條件都很優秀：像是美國的維斯康辛大學，校內就擁有一
座看不到對岸的湖泊；而印第安納大學則是有山又有森林，整個校園的面積就如同臺北的
永和這麼大；史丹佛大學更是綠草如茵。此外，更讓人驚豔的是美國的加州大學戴維斯分
校，因校地廣闊，學校提供了校園公車；讓人覺得與一般公車相異的地方是，這些公車都
是使用電，並不是我們平常都會使用的石油，如此一來也能夠為校園生態以及地球環境貢
獻一份心力。可是相反的，臺灣的學校校地可不是像美國的學校如此的寬廣，那我們又要
如何為校園的生態更盡一份心力呢？在占地面積較小的國家中，林鎮洋教授以韓國的梨花
女子大學為例，將建物包覆在森林中，就如同北科大的綠色大門一樣，環繞在樹木之間。
而教授更說了，我們沒有天生麗質，但我們可以小而美，化不可能為可能。

       在水環境中心成立後，林鎮洋教授不僅致力於臺灣的水資源研究，仍繼
續為北科大的校園生態努力，校園也就這樣一點一滴的綠意盎然了起來。林
鎮洋教授在 2011 年時與土木系的何嘉浚教授以及建築系的蔡仁惠教授一起
攜手合作，完成了北科的生態河道，生態河道結合了水資源環境、公共藝術
和科技，為繁忙的城市中增添了一份綠意，使北科大成為生態都市的代言
人。而北科大的校園生態更是全球有目共睹的，在 2012 年的世界綠能大學
排名裡，北科大榮獲全球第 24 名，亞洲第 2 名的殊榮，這項榮譽對北科大
而言，是朝生態環境持續邁進的動力，畢竟北科大的先天條件不佳，是較難
營造出生態的學校 - 校園面積小、學生人數眾多，同時又位在臺灣最繁忙的
都市區，因此在校園生態的方面，要做得很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台北科技大學校園景色 台北科技大學生態河道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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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科技大學綠色校門 美國維斯康辛大學校園

台北科技大學設計館綠屋頂

        雖然北科大的校園先天條件不佳，但林鎮洋教授表示我們仍可以從小地方下手，像是
現在就可以做的綠屋頂，在學校的每一棟建築物頂樓像是：土木館、材資館、化工館等等，
都種上花草樹木，不過教授也特別提到了，在做綠屋頂之前，必須先考量並解決結構乘載
力和漏水的問題，如果成功了，北科大的綠覆率又會增加許多；此外，也可以利用回收的
雨水來澆花、沖馬桶、拖地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現在能為校園生態所付出的，也期望每個
人都可以為生態盡一份心力，讓綠化成為北科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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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開發與環境保護的衝擊

      現今的臺灣社會發展迅速，對於民生的需求日益增多，而臺灣地狹人稠，
房屋、高速公路以及其他民生建設不斷地增加，但在這種情況下，生態環境
的保護意識卻不曾被重視。在採訪的過程中，得知林鎮洋教授對於臺灣與國
外生態環境維護意識的差別，對於美國來說，在開發產業的耗能佔全國總耗
能的 42%，如此嚴重的事情在他們眼中，所考慮的是要如何對環境生態有所
保護及回饋，而不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忽略環境對我們的重要性。這也是為什
麼在專家的眼中，土木與環境總是息息相關，而臺灣卻將土木與環境視為不
同的領域去看待。

      以「看見台灣」這部紀錄片來說，片中除了有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景色，
也拍攝到山坡地的開挖、工廠排放廢氣、臺北市廢煙迷濛的畫面等等，見而
得知在臺灣許多優美風景的背後，也存在著環境破壞等令人嘆息的事件。然
而，有多少人是因為這部電影而逐漸重視臺灣開發所引起的環境問題？林鎮
洋教授對於臺灣開發以及環境生態保護的部分有所建議：臺灣比起其他國家
在環境上更加脆弱，美國工程在遇到地質敏感的地區可以選擇繞道或不做，
但對於臺灣來說，工程開發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卻在環境保護中沒有一
套完整的措施。從教授的採訪中更得知，在美國加州，對於高鐵是否開發的
部分討論許久，也存在諸多爭議，因考量開發是否對環境的破壞性太大，以
美國來說，比起開發，環境的保護更是不容小覷。而臺灣目前的現象，是偏
向於將經費用在開發，在環境規劃及永續發展方面較不重視，對於以後的工
程而言，卻要花更多的經費來做環境維護以及工程修補。環境是不可逆的，
一旦破壞就難以挽回，例如中國大陸的霾害；如果非做不可的工程施作就是
投入更多金錢來維護環境，不是一味的反對開發，是開發要想配套，要完整
的規劃和設計才會有開發工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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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開發圖 台北市煙霧迷濛的畫面

       林鎮洋教授從德國留學回來，認為德國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國家，德國雖
然很晚才獨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爬起來成為工業 4.0，使德國的工
業技術首屈一指，是一個經濟開發與環境工程並濟的國家，公共設施完善、
道路品質很好、陸地及綠地的保護也十分良好。林鎮洋教授覺得去德國沒有
白走一趟，大家常去的都是美國，對德國充滿著不確定性，對民俗風情完全
不了解，但年輕人就是要有好奇心，何不走一趟呢？德國的水資源與工業發
展平衡得非常好，對工業強國來說，工業發展是需要耗費大量的水資源，而
水的花費是需要每天精打細算的；德國人從小就知道節約用水的重要，每人
的平均用水量僅是美國人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見，他們將科學與生活融合，
並應用在水資源上，創造出既能發展工業又能保護水資源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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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專欄
簡介

姓名：宋裕祺教授
現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教授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

專長：橋梁工程
              地震工程
              結構最佳化
              人工智慧在結構工程之應用

教授與研究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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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系統 PSERCB 之建置與應用

開發緣起與目的
        1999 年集集大地震造成為數眾多的建築物倒塌或損壞，如何迅速篩選出
耐震能力嚴重不足的建築物，並採取必要的結構補強，以保障人民生命與財
產之安全，實為一重要課題。其後，內政部營建署採用蔡益超教授所制定的
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以定性評估方式快速篩選出耐震能力不足之
建築物，至今已執行約有 27,000 餘棟建築物，確實發揮了其應有的功能。該
法實施迄今已十餘年，為達與時俱進與更臻完善之目標，經檢討，此方法有
幾項因素仍有改善之空間：(1) 評估方法以定性為主，評估者採自由心證，其
評估結果往往較難客觀；(2) 部分評估項目已不符現行法規規定；(3) 以表單
方式填寫，評估結果以紙本方式存放，時間久了，資料無法長期保存。

       為解決上述問題， 2014 年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宋裕祺教授研究團隊
開發新的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方法，研究團隊參考了相關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文
獻後，針對前法不合時宜之評估項目進行修正，兼採定性及定量評估方式，
使評估結果不因個人主觀判斷，影響結果的正確性。該研究成果經多次專家
諮詢會議，並舉辦北中南三場講習會，蒐集各方建議後擬定評估架構各項細
目。2016 年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續委託宋教授研究團隊之前成果，開發鋼筋混
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系統（Preliminary 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 以下簡稱 PSERCB），提供定量計算工具，方便評估者使用，此外，
系統更提供雲端工作平台，不僅可加速評估作業，有效降低人為錯誤，評估
結果也可以直接列表印出，尤其是各項評估資料可透過平台上傳儲存於雲端
資料庫上，政府建管單位可透過此平台達到資料檢視、分析、統計與管理之
功能，作為後續大數據（Big Data）分析之依據，達到災害控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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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系統之內容

         PSERCB 計有 15 個評估項目，涵蓋定性與定量評估如表 1 所示。定性評
估考量結構系統、結構細部及結構現況等三大部分。其中與結構系統有關者
計有 7 項；與結構細部有關者計有 3 項；與結構現況有關者計有 3 項，共佔
13 項，定量評估部分則有 2 項。各評估項目依其重要性給予不同配分與權重，
將權重與配分相乘之後，即可得該項目之評分，最後經由專業建築師或技師
根據現場狀況給予額外增、減分後再加總之前 15 個項目的評分，可得其總
分。所得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分數代表耐震風險多寡的程度，分數高表示耐震
風險較大，亦即其耐震能力較差，反之亦然。

本研究開發為了響應政府推動數位政府的政策，PSERCB 在初期規劃就考量
以 web 模式來建構服務模式，如圖 1 所示，讓使用者僅需在網頁中輸入建築
物材料參數與斷面資料，即可快速且準確計算出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並
直接輸出結果，產生報告書，如圖 2 所示；各項評估資料可透過平台上傳儲
存於雲端資料庫上，政府相關單位可透過此平台所蒐集之大量評估資料，採
用資料科學的相關分析方法進行資料的分析，並以圖表等視覺化的方式呈現
分析之結果，作為政府後續對於老舊建物、都市更新等相關政策推動之參考
依據，如圖 3、圖 4 所示。依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臺統計，目前全國 30 年以
上建築約有 384 萬戶，其中屬 4、5 層樓者約 86 萬戶，若欲直接對此些建築
物進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將需耗費相當多的人力、時間及經費，恐緩不濟急。
為確認此為數眾多的建築物耐震能力是否符合標準，亟需一套具備快速與準
確的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系統，可在短時間內達到快速篩選耐震能力不足的建
築物，因此 PSERCB 系統之開發與應用符合目前國家政策之需求。

表一 PSERCB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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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PSERCB 登入畫面

圖 3 PSERCB 建築物初評結果分布圖 圖 4 PSERCB 各縣市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圖表

圖 2 由 PSERCB 輸出評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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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系統推動過程

        PSERCB 於 2014 年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支持下，由宋裕祺教授研究團
隊所完成，主要內容是修正已施行多年以定性評估為基準的方法，配合建築
物耐震設計規範之規定，加入定量評估方式。其後，本研究室並據以開發雲
端作業平台，透過平台之操作，可達到以下目標：(1) 評估者可將所有資料上
傳到政府單位，作為大數據 (Big Data) 分析之依據，並提供政府制定耐震防
災對策之參考；(2) 評估者可下載報告，無須額外文書作業，符合工程實務需
求。

        PSERCB 初評結果與數十棟經過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的建築物 Pushover 分
析結果比較，具有相當不錯的準確度，確實可達到快速與不失準確的目標。

        2016 年 02 月 06 日美濃地震引致維冠金龍大樓倒塌，造成嚴重人命傷亡，
再度引起社會各界對於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議題之重視。營建署於同年二月
中旬公布的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標準仍沿用 1999 年之較舊版本，為能使政府
相關單位注意到有更進步且更精準的 PSERCB 系統，宋教授研究團隊即開始
奔走於各技師公會與地方政府，宣揚 PSERCB 的內容與優點，2 月下旬在台
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與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的支持下，首先於台北辦了三
場說明會，開啟了未來半年系列講習會的序曲。

      2016 年 03 月 07 日營建署邀集專家學者與各地方政府代表，開會研商採
用 PSERCB 的可能性。經過多方意見討論，會中決議未來將採用 PSERCB 作
為國內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的標準，但顧及業界可能尚未完全清楚相關
內容與系統操作，因此要求宋教授研究團隊要辦講習會，聽取各方意見，作
為改善之依據。

      2016 年 03 月後陸續透過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各方土木技師公會、結構技
師公會與建築師公會的協助及邀請，於全國北、中、南區共舉辦了三十餘場
的講習會，透過講習會理論與實際操作交流，參採與會人士寶貴意見，使系
統功能更臻完善，相關意見均已納入修訂版中，至此 PSERCB 可說是匯集各
方賢達的知識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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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研究團隊參與講習會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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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署於 2016 年 05 月 19 日召開會議確認採用 PSERCB，並於 2016 年 09 月 19 日公
告正式採用。爾後建署所公布的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辦法與建築物性能評估辦法中有關建
築結構耐震出平的部分均已 PSERCB 為藍本。

       立法院院會更於 2017 年 05 月 25 日通過「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其中有關建築物耐震能力之判定標準與方法，PSERCB 提供了全國統一的執行工具，以利
於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之執行。

       為讓使用者能夠正確有效地以 PSERCB 進行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研究團隊亦編
撰「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PSERCB- 理論背景與系統操作」一書，如圖 6
所示，書中按照系統操作程序分別詳加說明並羅列使用者可能誤解部分，可以達到技術推
廣之目的。

       PSERCB 系統已廣為各界所採用，目前已有 1218 人註冊使用，並已有 2843 筆涵蓋公
有與私有建築物的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成果，目前政府正極力推動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
速重建，PSERCB 扮演了關鍵角色，可快速篩選耐震能力嚴重不足的危險房屋，加速重建
工作之執行，在不久的將來，雲端系統所儲存的眾多建結構耐震初評結果，將有助於大數
據分析，提供防災管理與策略擬定之應用。

圖 6 PSERCB- 理論背景與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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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參訪
參訪內容

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參訪

       今年六月三日，系上同學共約百人參加本次蘇花公路改善工程參訪，藉由此參訪讓
學生們了解此公路的建設目的、重要性及對環境的影響，這次參訪的內容相當豐富，
藉由展示館之豐碩資訊及白米景觀橋施工單位工程師親自解說，對學生們來說是個受
益良多的工程參訪行程，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這次參訪的內容。

二、展示館

1. 簡介
       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穿梭於蘇澳至大清水間之山岳與海岸沿線，並以
8 座隧道穿越沿線山嶺地區，計畫所經之處，為台灣地質條件最為複雜、施工最為困
難之區域。

     為了完成這條道路的興建，決策者展現魄力與遠見，工程設計者注入所有心力，運
用許多國內創舉的施工理念，這些不但成為本計畫的特色，也將因工程的完成，提供
東部民眾更便利的交通生活與品質。為地方、為生活、為城市風貌帶來美麗的改變，
也就成就了人類生活與自然永續共榮的公路構築典範！

     主要分成兩區。一個為多媒體視聽區，用影片的方式呈現展示關於蘇花改善公路隧
道內的設施和火災時的緊急措施，利用三面投影令參觀者身歷其境。另一個為工程展
示區，有展示整條蘇花改善公路的模型以及工法的介紹，甚至還有對於周邊生態的調
查與介紹。

多媒體視聽區 火災緊急措施影片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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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公路改善工程展示館配置圖

 

圖取自蘇花改工程處官

網  

圖取自蘇花改工程處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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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示館分區

大地的生態 :
介紹蘇花改善工程的源起，為了給回家的人一條安全的道路。

大地的子民 :
介紹居住在蘇花一代的居民們，提醒我們工程必須尊重當地的居民。

蘇花之路 - 回顧過去 :
透過歷史的地圖讓我們了解蘇花一代的古今變化。

模範工程執行策略 :
運用模型配合投影的技術更生動的表現出蘇花改善公路完成的景象，並分別對生態的面
向進行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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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工程技術 :
透過模型展示或動畫呈現各種新穎的工法。例 : 新奧工法、脊背橋等等。

環境生態保育及永續工程 : 
收錄了當地生物的叫聲和特徵讓我們更了解這個地區所居住的「居民」。 

解說員講解開發
對環境的衝擊及維護的重要性

展示當地不同生物的種類及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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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米景觀橋施工現場

1. 簡介

       這座橋梁之所以採白米造型，是呼應當地古地名「白米甕」。並且希望讓穿過白米
的車輛有種回到家鄉的意象。

2. 特色

        2.1 漸變式橋塔
       分成兩次施工 ( 下部橋墩；上部橋塔 ) 紫色與綠色部分
為中空，以降低自重。黃色部分為脊背橋錨定鋼索的部分。
紫色區域有預留工作井方便維修。

        2.2 波形鋼板
         橋板綠色部分是使用波形鋼板，其原因是因為可使垂直方向強度較大。

* 圖取自第二屆蘇花改工程技術論壇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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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3. 參訪照片
 

       此次參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讓我們了解到工程的新思維。工程師並不能
單純只考量安全，必須要兼顧到「環境」、 「生態」、 「在地特色」等等要
素，透過與地方人士或環保團體的共同協商，取得工程與自然的平衡點。在
這個工程中透過許多對生態友善的工法以及通盤的了解蘇花地區的地方民情
就可以看出此工程的用心之處。考慮多種要素卻又不失精準而強健的工法，
此次的參訪著實是給往後許多公共工程立下了良好的典範，也期勉工程師能
夠朝向永續發展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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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活動近況
一、研討會成果擺攤宣導

       系上研究生與教授一同進行專題研究，藉
由研討會來展現研究成果，並由各地的專業人
士共同研討。

二、蘇花公路工程改善參訪

       這學期的校外參訪行程是蘇花道路改善工程參訪。從展示館中了解本次工程的各項
細節，無論是施工方法或是生態影響，並實際勘查新建的白米橋，以便認識橋梁結構，
建立專業知識及學習基礎。

三、麥寮參訪

       由系上老師教授前往麥寮附近工程處一同進修，從中了解工程內容及能夠帶給系上
同學的知識，由此參訪創造更多合作，為系上同學爭取學習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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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上學生活動

        4.1 紙箱戰記 – 陸上龍舟
        一年一度的紙箱戰記，每年本系都有傑出
表現，今年也不例外地獲得最佳團體獎。恭賀
本次參加比賽的同學，也希望系上同學往後可
以繼續參加此活動，增加生活樂趣以及團隊溝
通的能力。

        4.2 土木系排系際盃校長盃
       本系系排同學們經過一番廝殺，過關斬將，最後創造佳績 ! 不但在校長盃獲得
亞軍，更在系際盃榮獲總冠軍 ! 此佳績值得讚許與肯定，勉勵同學們能夠多多參與
系上系隊，一同創造美好回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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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近況
上半年活動

一、入會儀式

       每逢三月正是系學會招募新血
的時候，藉由面試來了解想入會的
同學們對系學會的憧憬及目標，而
錄取後，舉辦入會儀式歡迎他們並
進行小遊戲，希望能帶給新進的成
員安心感，並讓他們知道系學會的
每個人都是他們的朋友 !

二、四系聯合大逃殺

        在這學期我們與其他三系共同
舉辦大逃殺活動，這個活動除了能
讓系會成員增加辦活動的經驗外，
也使系上同學有機會認識外系的同
學 !

三、三對三鬥牛

        除了娛樂性的活動之外，我們
也與能源系學會一同舉辦了三對三
鬥牛大賽，不但能夠切磋球技帶動
系上運動風氣，也可以認識其他系
的同學，成為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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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紅樓獎

        紅樓獎對於每個社團或系學會
而言都是種至高無上的榮譽；紅樓
獎評鑑了社團運作、組織活躍狀
況、最佳活動等等，根據評鑑的結
果讓系學會幹部更了解目前系學會
可再加強與改進的部分，讓系學會
一同努力，朝向更美好的未來。

五、系卡拉

       舉辦系上活動，期望同學們能
在課業壓力中有個良好的紓壓方
式，同時也能增進系上同學的感情；
而這次系卡拉的活動內容可說是既
精彩又特別，從故事劇情銜接參賽
者所要唱的歌曲，連評審都給予極
高的評價 !

六、送舊

       每逢六月，正是畢業的季節，
過去的種種回憶值得回味，這更是
讓我們系會成員覺得應該為系上學
長姐舉辦一場送舊，從活動中來給
予他們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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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活動

第三屆土木營

       我們的目標是在全國高中職學
校，打響北科土木系這名號，我們
的營隊有許多豐富的課程、活動以
及參訪，藉由營隊建立北科土木系
的口碑，並促進系上同學之間的感
情，長時間的籌備規畫，最後營隊
也在 8/1 順利結束 ! 讓我們繼續邁
向第四屆土木營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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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報導
91歲「紅樓」修復完工
體現「北科人實作精神」轉載自聯合報 2017-05-23

【記者馮靖惠報導】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的精神象徵「紅樓」，為日治中期典型的磚造 2 層樓建築，
建於 1926 年，至今已 91 年，是台北市市定古蹟。台北科大於去年 12 月啟動紅
樓修復工程，今天正式揭幕，重新賦予古蹟新生命。特別的是，紅樓修復體現「北
科人精神」，1300 多萬的工程費用由校友捐款，牌匾跟設計規畫也都由校內師生
共同完成，未來除了作為外賓接待、榮典集會之用，也將舉辦展覽。

       台北科大表示，紅樓的修復以「原貌復原」為主要原則，回歸紅樓建物的本質，
並讓師生有機會共同參與古蹟的再利用的經營、維護與管理等實務工作。將 1 樓、
2 樓分別作為常設展和特展展區，常設展以紅樓歷史為主軸，進行建築歷史、構
造特色的簡易說明，而特展則以建物修復、文物保存、攝影作品等內容展示，也
有外賓接待、榮典集會之用，強化紅樓與師生間的關係。
 
        台北科大圖資長陳英一表示，1926 年蓋紅樓時，完全是由當年台北工專土木、
建築、機械、電機系共 4 系的學生一起蓋起來的，體現「北工的實作精神」。這
一次的修復工程，設計也是由師生共同籌畫，牌匾則是由設計學院的木工國手侯
志慶用上好的檜木親手雕刻出來。另外，1300 多萬元的工程費，則是由校友捐款，
凝聚全校師生的向心力。
 
      陳英一指出，紅樓是台北科大最古老的建物，這次歷時半年修復完成。為了
保存原有的格局，留下歷史的痕跡，特別保留 2 樓 1/3 的老舊天花版，另外包括
40、50 年的通氣孔鐵片，以及樓梯扶手的校徽等等老元素，也都保存下來。
 
      台北科大表示，除了透過展板和展台展示區的圖文介紹，另有直立式壁掛電子
數位看板帶領觀展者用影片回顧的方式，觀看紅樓的歷史與修復過程。科技與歷
史文化的交融，賦予圖文動態影像及聲音傳達，留給觀展者一個知識補給與吸引
性兼具的深刻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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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資訊

編號 申請辦法 申請截止日 對象 清寒證明 下載檔案

1
土木系系友盧怡志先生

學生獎學金設置辦法
( 家境清寒優先 )

上學期
下學期 3/17

交系辦
急難救助逐案審查

日間部大二（含）以上 2 名
日間部碩二 3 名 V

各 辦 法 及
申 請 表 單
請 至 土 木
系 網 - 獎
助 學 金 專

區下載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系

系務發展基金設置辦法
( 學優 ) 上學期

下學期 3/17
交系辦

學優：
日間部大學生每班各 2 名

日間部碩士生甲乙丙各組各
年級 2 名、丁戊己各組各年

級 1 名

V
( 申 請 學
優者免 )

3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土木工程系碩士班
優秀學生獎學金遴選辦法

( 家境清寒優先 )

日間部碩二
( 成績排名請附歷年規整加

權成績名次證明 )
V

4
竹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清寒獎助暨專業得獎研究基金
申請辦法 ( 家境清寒優先 ) 上下學期

交系辦
逐案審查

日間部大學生
( 包括急難救助、補助清寒
學生模型製作材料費、補助
清寒學生參加競賽報名費、
獎勵專題、設計成果優異 )

V

5 土木系校友陳俊謙及陳林麗珊
夫婦紀念獎學金設置辦法

急難救助：
以家境發生重大事件同學為

優先。

6
土木系系友王松男

—星星許願專戶 ( 元祖副董 )
捐助獎助學金設置辦法

上下學期
( 開學後一個月內 )

交系辦

日間部大學生中華民國國籍
各年級在學學生若有經濟之

虞者

7 福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獎學金設置辦法 上下學期

交系辦
逐案審查

碩士班及大學部三年級以上
學生 V

8 大和何溪明
優秀清寒學生獎學金

大學 1~4 年級在校生 ( 限本
國籍學生 ) V

9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公司
勵志獎學金

碩士班及大學部三年級以上
學生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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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

感謝以下貴公司與北科大土木系合作，
媒合系上同學實習之機會。

恆康工程顧問 ( 股 ) 公司   大信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今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桂賢營造  鼎欣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廣京營造 鹿島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一方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和建工程顧問 ( 股 ) 公司  順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永宸結構技師事務所 拓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灣世曦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中興顧問  定懋營造有限公司  

Tecinci Construccions Civiles  郭志宏建築師事務所 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安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東泰土木包工業  大禾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漢華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鴻昇工程行  年建營造有限公司

中佑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資拓弘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百弘工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鴻宜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長見營造有限公司

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永健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王東榮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尚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交廣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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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出處
P.4 美國維斯康辛大學校園 – 東方網 全球院校庫
http://liuxue.eastday.com/SchoolDetail-888.html

P.6 山坡地開發圖 – 有容資訊
http://m.xuite.net/blog/nicecasio/twblog123/135093281

P.6 台北市煙霧迷濛的畫面 – BELLA
https://goo.gl/QDZm36

蘇花公路工程改善 – 參考資料

聯合新聞網 - 蘇花改融入在地意象 打造「白米橋」
https://udn.com/news/story/7322/2344826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白米景觀橋規劃設計與施工
http://suhua.thb.gov.tw/SubPages/images/ebook5/pdf/09.pdf

蘇花公路工程改善處
http://suhua.thb.gov.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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