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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兄在同學間向以文采風流著稱。就學成大期間，他念

的是土木，但卻是個令同學佩服與羨慕的道地文藝青年。在當

年成大文學院已初具規模、文史俊秀競相爭鋒情形下，仍能脫

穎而出、引領風騷出任屢獲獎項的「成大青年」總編，可見他

確實是「右手拉計算尺、左手寫文章」這句青年期豪語的實踐

者。當時許多同學都認為他如果朝文藝創作的方向發展，實具

有成為一代文豪的潛力。

不過，南山兄執著於做個具有人文情懷的工程師，選擇了

最貼近大自然的大地工程作為他的專業。從美國到台灣，南山

兄參與過無數工程專案，他也都無不發揮他獨具的細膩觀察與

感受力，為硬邦邦的工程線條，加入了許多人本與生態的感性

元素。

天賦文采的人就像「關不住的春天」，隨時伺機借題發

揮，把周遭搞得春意盎然。在南山兄這本「長路漫漫」文集

裡，真正「悠然見南山」見到作者真性情的章篇，其實是「土

木工程與詩」那份簡報，在那裡我們看到南山兄許多畫龍點

睛、自適其適的「對話」！

大學畢業匆匆五十年，老同學要出書，敬撰數語，以為之

序。

關不住的春天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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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毛院長除了管理專長，工程、科技、哲學、文學、藝術都擅

長，還寫得一手好字，成大土木系舘前的石碑即出自他手，系徽也

都出自他的設計。）

（推荐人毛治國曾任行政院長、交通部長、中華電信董事長和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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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一文，長達 2,400多字，但最常被引用的一句
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周南山博士即將付

梓的所謂「非學術文集」，以「長路漫漫」為名，個人認為是

在宣示他的豪情壯志：「真理的路雖然是長而遠，但我將上天

下地去追尋」。

周博士即將出版的文集，是要獻給他的母校成功大學，

也將分送同窗好友，可見周博士對母校的感恩之情，以及與志

同道合之士共同追求真理的願望。文集中的許多文章，也充滿

「工程與人文關懷」的熱誠。

個人有幸，應周博士之邀為序，除了對周博士融合「工

程安全、生態環境、與景觀」的理念，深表欽佩之外；願借此

序，以幾個深切了解的案例，作為見證。

個人與周博士相識，早在 1970年代末期。當北淡公路拓
寬需開挖關渡段邊坡的時候，需保護坡頂的基督書院不致受

損，時在中華顧問工程師服務的周南山工程師，遠從巴西請

「巴西工法」（Brazilian Method）創始人 Nunes來台指導自
坡頂以地錨工法逐階穩定的設計與施工，不但路坡穩固至今，

當時坡頂的基督教書院也可以完全免於坍方災害的威脅，也免

於一般傳統工程施工粗糙作業的不良影響，本人印象深刻，至

今難忘。

真理的路，雖然長而遠，但值得追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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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周工程師赴美進修有成，獲得博士學位，在美國

科羅拉多州運輸部地工組長任內，負責該州 I-70 Glenwood 
Canyon高速公路工程計畫的優越表現，榮獲該部特殊貢獻
獎。周博士回國（1992）之後，本人親自聆聽其對該工程計畫
的個案分析，對他兼顧工程安全、生態環境與景觀的理念，佩

服之餘，也更堅定在台灣推動「生態工法」的必要。

921地震災變時，暨南大學大門口近百公尺陡坡崩塌，幾
經處理皆未見效，改聘周博士（堅尼士工程顧問公司總經理）

重新設計。周博士開創電腦動態模擬於邊坡坍塌分析及加勁擋

土牆穩定邊坡的先河，終使該一難題獲得完美解決。

納莉颱風豪雨（2007.09.16-17）災後，周博士承擔台北
市自強隧道南口兩側危險聚落拆遷與重建的規劃、設計及監造

重任，再度展現他兼顧工程安全、生態環境與景觀的理念；而

其排水渠道與登山步道共構的巧妙安排，尤其廣獲讚賞，榮獲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發金質獎。

周博士近日將數十年精選之散文集付梓，特撰本文致賀！

洪如江

生貢獻於講授大地工程外，退休後亦教授土木工程與世界文明，是土

木界的著名人文學者。洪教授不幸於2022年10月日2 逝世。作者在本

書付梓前，特撰緬懷地工和人文大師洪如江教授一文紀念-感性篇）

（推荐人洪如江是台大土木系榮譽教授，地工技術創辦人之一。除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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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路漫漫』，當年瞻之在前，如今是忽焉在後。

五十多年前，和南山兄及一批青澀的年輕人跨入成大，開

始這多年的緣分。現在，老友們多已享受閒雲野鶴的生活。偶

然相聚，笑談當年，其樂無窮。

南山兄這本文集真是包羅萬象，林林總總。從『初臨成

大』開始，帶出文藝青年的南北思維；從散文到敘事；從感想

到評論；從台灣跨海到丹佛，又溯遊回到寶島，再回頭到大江

大海，帶出深厚親情，回映國仇家恨與時代悲歡；從大地工程

到環境保護；從專業到政治，從制度的批判到工程師的理性呼

喚 …。涉獵之廣實令人嘆為觀止。也彰顯出我們這一代上承
五四，下接海外，立足寶島的遊子心境。這何止是南山兄的漫

漫長路，也是我們每個人的心路歷程。我們這代人出生於戰

後，小時候或曾經歷艱困，但未曾在記憶中烙下滄桑。台灣經

濟起飛，日子漸入小康，水漲船高，生活似乎沒有太多的憂

慮，不過在思維及學習上卻面對著不斷的衝擊。不論是在地理

上的遷徙，政治環境的劇變，東西思潮的激盪，乃至於重大建

設的挑戰 ...在在都給了我們淬練的機會。在這本文集中，南
山兄把這些點點滴滴的感想彙集成冊出刊，確實能引起很多朋

友的共鳴。趕在老友們奔八之際，付梓新版，充實更多內容，

紀念這段緣份；為歷史留下見證，饒富深意。

我們這一代工程師的心路歷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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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兄在成大時即擔任『成大青年』刊物的主編，不僅文

采瘋迷一時，瀟灑更令多少女生傾倒。五十多年來雖然在工程

這行中頗有建樹，但仍筆耕不輟，令人佩服，特為之序。也期

待南山兄瀟灑揮筆，再接再厲，不枉『成青才子』之名。

李建中

主委及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董事長。服務政府期間曾出任WTO政府

採購談判代表，並主導研訂政府採購法。）

（推荐人李建中曾任中央大學教授、工學院院長，公共工程委員會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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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兄的長路漫漫一書「我的土木之路」就把我拉回五十

多年前認識的南山學長：文化、哲理、帥氣、誠懇、認真、熱

情、溫文、儒雅、創意、有遠見。

初見面，大多數人很容易體會專長土木工程的南山兄，

個子高大挺拔，談吐滿富文化經綸，內容飽含邏輯哲理。交往

後，則會相信他的誠懇、認真、熱情始終如一。有機會深交的

朋友，就知道溫文、儒雅的他，創意不少，且有遠見之明。中

秋月明古城憶的第一段「憶當年」和「惟猶愛」那股勁味，就

是 50年前牢牢定位我的南山文筆，掀起我追隨他投入「成大
青年」的動機。

在冷冰冰的工程中，南山學長的對子總似不經意地順口而

出：

山戒、水戒、路戒，步步為戒！

生活、生產、生態，生生不息！

更令人神往的是他的許多古代老友也常來話家常：

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卻不是永不入山林。儒家

的中庸之道，教我們面對環保問題時，要能執兩用中，把困

難的地形、地質問題，用工程專業和生態景觀相結合，加以

克服。 

長路漫漫似無心  浪漫有序也隨意    序

• 序長路漫漫似無心  浪漫有序也隨意 7



中庸之道不是一味反對工程興建，也不是一成不變保守

地用了過多的水泥，而是視需要進行最佳的選擇。

工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工程之目的是增進人民的

生活水準，所以不應為工程而工程，否則我們只能稱之為工

程匠，而不是工程師！

「做一個工程師，而非工程匠。」就是很經典的南山風格。

相對於結構工程、土木工程、建築工程，大地工程

（Geotechnics）是 1940年代才開始的一門學問，1960年代
全台灣的大學裡尚無博士級大地工程教授，成大土木系結構

組教授經常鼓勵學生走上這條新興之路，挑戰新學門。直到

1972年，兩位源自台灣的美日大地工程博士來成大擔任客座
教授，才掀起一陣學習風潮，功台兄和我都是當時第一志願加

入大地主（組）團隊的人。

但是，也是「大地主」的南山學長可不那麼一般，總有他

獨特的浪漫曲折，原來他和美國詩人 Robert Frost 的未踏之路
（The Road Not Taken）先有兩段心靈交流：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以及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然後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簡單講就是：看似溫文、儒雅、有遠見的學長，勇於挑戰

人煙足跡較少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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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集裡的五篇文章 重啟核四安全嗎、被司法死當的王隆
昌教授、不准漲價的台鐵宿命、當大巨蛋遇到大地震、從源頭

救低薪，讀者朋友可以體會南山學長的英雄氣概。那種蘇軾筆

下「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氣魄，為了正義，

單槍匹馬、兩肋插刀、打死不退，宛若金庸筆下的男主角，看

似文弱書生，卻又玉樹臨風，衝殺火場，毫不退卻。 最近為了
核四公投，陪南山學長參加宅神朱學恆的節目從地質及地震觀

點探討核四的風險議題，不戴鋼盔上戰場，接受網軍挑戰。基

於同披戰袍之情，為台灣的永續能源略盡一分心力，故也樂意

為之序。

李咸亨
2022531撰於 Carrollton, Dallas, Texas

科大副校長、暨南大學土木系主任、台北市工務局局長等職。咸亨

教授雖專攻地震工程與土壤液化，亦雅好生態與詩詞。）

（推荐人李咸亨教授，現任台北市華江濕地守護聯盟理事長。曾任台

• 序長路漫漫似無心  浪漫有序也隨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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