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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會務活動報告   大家一起來 明年會更好

緊鑼密鼓一個接一個的活動中，105年很快就過去
了。105年裡，學會辦了相當多優質活動，總計主辦或
受邀的活動有 43場、合辦或協辦的活動有 6場。包括
了研討會／論壇、工地參訪、兩岸交流、國際交流、演

講／記者會／公聽會／建言、活動／競賽以及年會大

會，特別於歲末彙整出來向所有會員報告。今年沒有參

加到的會員請不要扼腕，我們將會持續辦理更多的活

動，希望會員們能多多參與，共襄盛舉。有任何意見，

竭誠歡迎您的指教，讓學會服務越來越好！

105年度各類活動統計
                                                   主辦／受邀              合辦／協辦

屬 性 場 次 場 次

研討會／論壇 16 4
工地參訪 6 －

兩岸交流 5 -
國際交流 7 -

演講／記者會／公聽會 6 -
活動／競賽 2 2
年會大會 １ －

共        計 43場 6場

會務報告 — 105年度活動彙整    *受邀參加
2/24（研討會）

2016 海峽兩岸軌道交通建設技術創新研討會

地點：國震中心／參與人數：136人

2/24（工地參訪）

2016 海峽兩岸軌道交通建設技術機捷工地參訪

地點：桃園機場／參與人數：25人

3/18（研討會）

中興社土壤液化研討會

地點：中興工程顧問社／參與人數：80人（學會合辦）

3/21（研討會）

美濃地震研討會

地點：成大

參與人數：300人（學會合辦）

4/8（研討會）

香港臺灣建築及
結構管理制度研討會

地點：台大

參與人數：158人

3/25-26（活動）

贊助「大土盃」運動會

地點：成大（學會贊助）

3/25-27（國際交流）

The 30th ACECC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地點：印度

代表：謝啟萬

　　　主任委員

3/31（工地參訪）

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相關工程參訪（教師組）

地點：台中／參與人數：18人

3/25（記者會）

土壤液化免驚記者會

地點：台大

代表：呂良正理事長、張國鎮主任、李成亨教授、

　　　黃俊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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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兩岸交流）

山東水利學會來訪交流

地點：學會

參與人數：16人

5/6（研討會）

煉鋼爐渣資源化最佳途徑及混凝土

工程應用管控策略研習會

地點：台科大／參與人數：80人（學會合辦）

5/12（兩岸交流）

湖南省水利學會來訪交流

地點：學會

參與人數：16人

5/13（工地參訪）

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相關工程參訪（學生組）

地點：台中／參與人數：80人

5/22（研討會）

2016 第一屆台日土木水利工程技術交流研討會

地點：高雄

參與人數：100人

5/23（工地參訪）

2016 第一屆台日土木水利工程技術工地參訪

地點：高雄／參與人數：12人

5/29-6/5（兩岸交流）

2016 年海峽兩岸土木工程交流訪問

地點：四川

參與人數：陳世圯次長帶隊，代表團共 19人

5/31（研討會）

川台高速公路建設學術交流會

地點：四川／參與人數：60人

6/9-6/11（國際交流）

蒙古MACE 年會 *

地點：蒙古

代表：呂良正理事長帶團共五位代表

4/28-30（國際交流）

2016 亞太城市建設實務論壇 *

地點：香港

參與地區：中國、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

印尼等

4/9（工地參訪）

優良生態環境工程 — 和興炭坑園與

周邊文化生態環境區參訪

地點：和興炭坑園／參與人數：60人

6/14（公聽會）

出席施義芳立委
「採購法第 101 條公聽會」*

地點：立法院

代表：倪惠姝秘書長、謝佳伯律師代表

6/16（論壇）

資訊視覺化論壇

地點：台大／參與人數：30人

7/5（論壇）

台電公司通霄電廠更新擴建
計畫工程觀摩研習會

地點：台電通霄廠／參與人數：65人

7/12（演講）

「高速公路於困難地形之設計考量」

發表專題演講（周南山常務監事）*

地點：國工局／參與人數：50人

7/22（活動）

公共工程委員會吳宏謀主委來訪

地點：學會

參與：與中工會共同接待

7/29-7/30（研討會）

「節能！減碳！綠生活！ —

 氫燃料電池與捷運大安森林

公園站的對話」研討會活動

地點：大安森林公園站／參與人數：200人



64 Vol. 43, No. 6   December 2016  土木水利  第四十三卷  第六期

105年會務活動報告   大家一起來 明年會更好

11/3（論壇）

能源論壇

地點：台電／參與人數：58人

11/19-20（活動）

2016 領導松

地點：中原大學／參與人數：94人（學會合辦）

12/12（研討會）

2016 年海峽兩岸土木工程交流活動 — 

軌道交通綠色土木技術創新研討會

地點：台大

參與人數：98人

12/16（研討會）

「混凝土結構技術規費修正草案說明會」台北場

地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參與人數：130人

12/16（兩岸交流）

湖南省水利廳來訪交流

地點：學會／參與人數：7人

11/11（工地參訪）

苗栗赤土崎參訪活動

地點：苗栗土岐／參與人數：33人

11/12（演講）

台大講堂：全球暖化之下的防災產業規劃 （一）*

地點：台大

參與人數：40人／周南山常務監事、三聯科技林大鈞經理

11/12（競賽）

2016 學生工程創意競賽

地點：台北／參與人數：預賽 21隊（學會合辦）

11/18（論壇）

2016 土水國際論壇

地點：台中林酒店／參與人數：105人

11/19（年會）

105 年年會大會

地點：台中林酒店／參與人數：230人

11/19（共六場論壇）

105 年會六場工程論壇

地點：台中林酒店／參與人數：上下兩段，各 150人

9/7-9（國際交流）

日本 JSCE 年會 *

地點：日本

代表：康世仲教授代表出席

9/29-10/1（國際交流）

美國 ASCE 年會 *

地點：美國

代表：呂良正理事長代表出席

10/11（公聽會）

出席施義芳立委

「水土保持法第十四條之一修法公聽會」*

地點：立法院

參與人數：30人／周南山常務監事代表

10/19-21（國際交流）

韓國 KSCE 年會 *

地點：韓國

代表：張陸滿教授

、詹瀅潔教授代表

10/21（向政府建言）

105 年度全體會士會議 — 

向政府建言：推動防災產業 振興土木 刺激經濟

地點：台大土木系

參與人數：22位會士及政府部門代表 5位

10/24（兩岸交流）

山東小清河管理局來訪交流

地點：學會／參與人數：6人

8/30-9/2（國際交流）

亞洲土木聯盟大會 CECAR7

地點：夏威夷

代表：呂良正理事長帶團，代表團共計 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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