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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按出場序） 

 

H.B. Ge   Professor of Meijo University, Japan 

陳正誠 臺灣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陳誠直 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C.H. Lee  Professor of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宮海      上海藍科建築減震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謝紹松    永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郭錫卿    永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協理 

周中哲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李昭賢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鍾興陽    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 

林克強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侯和濤    山東大學土木工程系主任 

張盈智    築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總工程師 

陳垂欣    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助理教授 

許協隆 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林其璋    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汪家銘    Professor of UC San Diego,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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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Taiwan Seminar on Earthquake Resistant Steel Structures 

2015 臺灣鋼結構耐震工程會議 

 
主辦單位：臺灣大學工學院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 

          臺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會議時間：104 年 03 月 20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101 會議室 (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三段 200 號) 

報名費：  每人 500 元 (含點心及午餐；繳費後因故不能參加，不退費)。 

名額：預計 100 人，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如有餘額則開放當日現場報名。 

聯絡人：魏莉莉小姐、李麗美 小姐 

TEL: 02-3366-2775 #15 或#16; Fax: 02-23625044 /E-mail：csse@csse.org.tw  

備註：1.本研討會已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請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技師訓練認證、公務

人員終身學習護照相關證書。 

      2.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捷運、公車)前往。 

 

2015/3/20 Schedule for TSERSS, Taiwan 

 

10:40~11:20 

Strength and Ductility of 800MPa 

High-Strength Steel Structural 

Members 

Prof. C. H. Le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林其璋 理事長 
(中華民國結構工

程學會) 
11:20~11:40 大陸金屬減震產品的發展與創新 

宮海 總經理  

(上海藍科建築減震 

科技公司) 

11:40~12:00 
特殊造型劇院建築之隔震系統應

用與鋼結構細部設計 
謝紹松,郭錫卿  

(永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蔡榮根 理事長 

(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12:00~12:20 
鋼造夾型挫屈束制斜撐及雙核心

自復位斜撐構架設計及耐震實驗 
周中哲 教授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12:20~13:00                       與  會  者  合  照  及  午  餐 

13:00~13:20 
鋼板剪力牆底層邊界柱耐震設計

與試驗 
李昭賢 助理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陳正誠 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13:20~13:40 

火害後梁柱接頭十字試體反覆載

重行為之研究 
鍾興陽 副教授 

(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 

13:40~14:00 
臺灣預先驗證鋼骨與箱型柱抗彎

耐震接合 
林克強 研究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江世雄 理事長 

(臺北市結構工程工
業技師公會) 

14:00~14:20 
鋼-預制帶肋底板混凝土疊合板組

合梁抗彎試驗研究 

侯和濤 主任  

(山東大學土木工程系) 

14:20~14:40 
全懸吊結構─高雄市立圖書館總

館之設計 
張盈智 總工程師 

(築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4:40~15:00 休        息 

15:00~15:20 
斷面補強鋼斜撐構件之耐震行為

研究 
陳垂欣 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 

劉俊秀 教授 
(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系) 

15:20~15:40 自復位隅撐鋼結構耐震行為 許協隆 教授 
(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15:40~16:00 
Multiple Tuned Mass Dampers 

for Vibration Control of 
High-Rise Buildings 

林其璋 教授 
(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系) 

16:00~16:40 

Cyclic Behavior of Deep Steel 
Wide-Flange Columns for 

Moment Frame Applications 

    汪家銘 教授 
(UC San Diego, USA) 

16:40~17:00 討   論   及   閉   幕 周中哲 教授 

時間 議題 主講人 主持人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 幕 
呂良正 理事長(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林弘男 理事長(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周中哲 教授 

09:10~09:50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Steels in Japan 
Prof. H. B. Ge 

(Meijo University, Japan) 

藍朝卿 理事長 

(臺灣省結構工程技

師公會) 

09:50~10:10 
含高性能鋼材填充型箱型柱之軸

向行為 

陳正誠 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10:10~10:30 含 T型鋼骨 SRC邊柱之耐震行為 
陳誠直 教授 

(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 

10:30~10:40 休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