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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 

一、生平小傳 

趙基盛先生，民國 30 年 3 月 31 日生，臺

灣基隆人。民國 52 年中原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學

系畢業，服完兵役，於民國 53 年~57 年服務於

台灣電力公司擔任土木工程師，於民國 57 年赴

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土壤力學，民國 60 年 3 月

畢業，在日本太平洋顧問公司短暫服務後，因時

值國內正展開十項建設亟需大量優秀人才之氛

圍，乃放棄日本高薪工作，毅然返國投入國家建

設行列。於民國 60 年 9 月進入財團法人中華工

程司服務，經辦中山高速公路苗栗~嘉義段及大

業隧道之土壤調查、邊坡穩定及基礎設計工作，

並於民國 66 年派駐沙烏地阿拉伯工作，從事邊

坡穩定分析等基礎設計任務。  
中華顧問工程司於民國 68 年成立土壤基礎

部，趙先生受命擔任副理，參與臺北市衛生下水

道、五股工業區、臺大醫院整建工程、臺北市區

鐵路地下化及第二高速公路等重大工程，並於民

國 76 年升任經理，督辦高雄機場拓建、中正機

場二期航站之設計。嗣後本工程司因國內大地工

程蓬勃發展，於民國 76 年將土壤基礎部更名為

大地工程部，趙基盛經理於民國 84 年升任副總

工程師、民國 87 年升任協理、民國 90 年升任副

總經理督導營管事業群業務，並於民國 93 年屆

齡退休。  
趙基盛先生在民國 63 年曾獲中國工程師學

會優秀青年工程師獎，且因學問淵博、經驗豐

富、設計分析能力強，工作努力不懈，共計發表

國內外大地工程專業刊物論文 30 篇，堪為吾輩

之楷模。  

二、求學經過 

從小時候對土壤、地質就有接觸與好奇，因

家父經營煤礦坑之開採事業，在那一種環境耳濡

目染之下，自然而然地對個人生涯產生很大的作  

 

 
 

用，而走入土木工程這一行業，於民國 48 年考

上中原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於民國 52 年畢

業，畢業後先於台電公司工作 3 年半後，為繼續

求學，考慮出國留學，因日本比較靠近臺灣，所

以捨棄歐美國家而選擇日本，到日本之前由於不

懂日文，則需從頭開始，先進入日本東京語文學

校進修日文，白天上日文課，晚上看電視學日

文，由於日本男生講日語速度快，不易學，所以

就以女生講日語為學習對象，久而久之，日文漸

漸會朗朗上讀，但教授很訝異的說覺得我的發音

及用語怎麼很像女生，我回答是因常聽日本女生

發音所致，引起哄堂大笑。經過語文學校密集之

訓練，約略半年時光，我的日文聽、說、看能力

已突飛猛進，但在寫的部份還尚待加強。在日本

語言進修期間，我也就近探詢學長申請學校事

宜，最後順利申請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土木工程研

究所地質與道路工程組，接受後藤正司教授指

導，研究潛盾開挖造成地面沈陷分析，在日本唸

書時期，我的指導教授有 4 位學生，要求我們很

高，盯得很緊，平日要看英文的研究參考文獻及

期刊，看完後寫心得及報告要用日文講，每星期

有二次會議，每一次有二位同學要輪流報告，即

每星期一次，所以我們天天看書，而日文及英文

的閱讀、聽、說、寫的能力，就在這樣的環境下

磨練出來的。  

 
薪 傳   技通臺日地  藝精中西工 ～ 趙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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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接受校外的工程顧問公司、營造公

司、政府單位委託的研究案或試驗案，有些比較

簡易的案子就由我們來負責撰寫或做試驗分

析，從中學習不少的實務與經驗。在這緊繃的研

究環境中日子過得很快，經過二年，我順利畢業

取得早稻田大學土木研究所大地工程碩士學位。 

三、學成歸國服務 

民國 60 年代，臺灣經濟正要起飛，各項建

設如荼如火的計畫，那時候政府要推動十項建

設，亟需人才，尤其是要設計臺灣第一條中山高

速公路，所以中國工程師學會到日本延攬海外留

學生回國服務，那時候我想回國服務，但剛畢業

經教授安排進入日本太平洋顧問公司服務才四

個月，擔任土木工程師，參與九州縱高速公路福

岡交流道之土壤試驗及基礎工作，如何辭職，實

在傷透腦筋，最後鼓起勇氣，向公司說明原委，

取得諒解，最後如願踏上返國服務之途，於民國

60 年 9 月進入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服務，

參與本公司與日本顧問公司共同設計的中山高

速公路基隆～內湖段土建標之設計及土壤調查

及試驗工作，與日本顧問一起設計並從中學習得

到工作設計經驗，有了經驗以後，中山高速公路

嘉義～新市段、苗栗～嘉義段，全長約 181 公里

之標段，就由國人自已辦理設計，並找西德 DG
公司擔任顧問，來幫忙檢核設計成果，並提供必

要技術諮詢，以求設計成果之正確性、完整性。 
在 60 年代還沒有〝大地工程〞這一個名詞，

一般都以土壤力學、基礎工程，簡稱〝土基〞，

因語音與〝土雞〞相同，加上大地工程性質為室

外及室內工作並重，現場鑽探調查工作、野外現

地作業多，東奔西跑，同仁們皮膚被太陽晒得黑

黑的，還被公司其他部門同仁笑稱為“土雞”。 
當時國內地工人才並不多，歐晉德博士也從

美國學成歸國，在本公司服務，從事地質鑽探調

查工作。  
中山高速公路路線很長，有關沿線航照判

釋、地表地質調查、斷層調查、岩石試驗分析、

潛在地質問題探討，岩石地質方面我們找臺大地

質系王源、劉聰桂、陳文山教授協助辦理，借重

他們地質專業技術，而平原區沖積地層較屬土壤

地質方面，就由我們親自辦理，調查方法一般以

地質鑽探為主，而部份地質構造則以地球物理震

波折震法來調查，而鑽孔位置選定原則以橋梁基

礎位置，高填土邊坡、高開挖邊坡等重要結構設

施位置來佈孔，繪製沿線地質縱剖面，然後將鑽

孔資料一孔一孔地標繪於圖上，看出沿線地層詳

細層次剖面，有時因孔與孔距離有時太長，或地

層變化太大時，無法區分層次，若有不足需進行

現場再補鑽一孔，以求完整。  

 
趙基盛在中華顧問工程司大陸大樓辦公情形 

 
臺北外雙溪中央社區地質鑽探調查 

(左:洪如江教授,中:趙基盛先生) 

那時候大家工作很認真，決不馬虎設計分析

工作，雖然沒有電腦可協助分析，我們就以手算

方式，計算尺方式計算，按部就班，很確實執行

設計規範所規定的事項，薪水不錯日子過得很愉

快，敬業專業的態度贏得社會大眾的認同，工程

師社會地位、形象很高尚，也為莘莘學子嚮往的

行業。  
趙先生任職期間完成許多重要的大地工程

調查、設計計畫，在隧道工程方面計有高速公路

大業隧道、八卦山隧道、鳳岡隧道、北二高隧道

群、中寮隧道、台鐵三義豐原山線 1~4 號隧道工

程；在地下工程方面計有臺北市鐵路地下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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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臺南鐵路地下化、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等；

在邊坡工程方面計有桃園煉油廠 K271 油槽邊坡

坍方整治、中山大學邊坡整治、梨山地層滑動整

治等；在機場工程方面計有桃園國際機場二期航

站、高雄國際機場拓建二期航站；道路基礎工程

方面計有臺北建國南北路高架橋、臺北環東基河

手速道路、基隆河快速道路工程、浮洲橋改建工

程、高雄市快速道路規劃、高雄市楠梓 1-7，中

華一路、左營 1-1 號道路立體交叉工程；建築工

程方面計有榮民總醫院更新計畫、臺大醫院整建

工程；工業區開發方面計有五股工業區、幼獅工

業區、淡海新市鎮、新加坡社區；衛生下水道工

程計有高雄中洲抽水站、臺北市衛生下水道 B 幹

管工程；地盤改良工程計有中鋼原料堆置場、五

股工業區；高速鐵路工程計有中山高速公路、第

二高速公路等，參與許多國家重要建設，對大地

工程之調查、設計、分析貢獻良多。  
趙先生對地工技術研發不遺餘力，從早期國

內臺北都會區土壤資料資訊化電腦程式之發

展、施工時效計測控制系統電腦程式之發展，卵

礫石地層設計與施工分析研究，以提升國內地工

技術水準，對於工程師之傳承尤其重視，將寶貴

經驗加以紀錄，以課題與對策方式撰寫，以利傳

承下去，如連續壁坍孔、漏水問題，LW 灌漿水

泥不會凝固問題，基樁支承力不足，基樁鑽掘困

難，邊坡滑動問題，地層下陷問題……等，收集

成一個小冊子，成為一本地工祕笈，並將重要

性、業務性質分類分級加以管制，達到永續經營

的目標。對於新進員工亦指派具經驗同仁從旁協

助與指導，以便由實務工作中漸漸地養成地工技

術之訓練，做好傳承工作。  
我們所看到的工程竣工報告，對工程報導、

記錄都很詳細，雖可參考，但一般而言內容都報

喜不報憂，對於失敗之慘痛資料可能略而不記

載，則以後的人就看不到此部分，無法獲得經

驗，為強化此部分，趙先生對於失敗或困難案件

除積極收集外，並安排同仁整理深入研究，並召

開讀書會請同仁上台報告，以分享其他同仁，促

進地工技術交流與提升。  
趙先生任職期間工作態度嚴謹，對土壤力學

取樣、試驗過程力求完美，以獲得較佳之試驗結

果供設計依據，其敬業之設計工作表現受業界推

崇。值得一提的軼事，於中山高速公路大甲溪段

監工期間，由於嚴格監督，一絲不苟精神，施工

品質極為優良，以致雖有一次工人心生埋怨，偷

偷地於其便當中摻入一些土砂，但趙先生只把摻

砂部分米飯挑掉，對於這種被工人惡整事件，並

不以為意，仍舊為提高施工品質而有所堅持。  
趙先生對工作認真外，並參與學會、協會活

動，熱心公益，於民國 72 年地工技術基金會成立

之初，就參加地工技術雜誌贊助人，推動地工技術

雜誌之發行，提供國內大地工程專業人士之寶貴實

務經驗交流的園地，除發表專業論文，並擔任名詞

解說專欄主編，負責地工名詞之解說，及翻譯統一

地工名詞，包括英文、日文、德文、中文等，並做

成資料卡，整理很詳細，字跡工整，讓地工技術的

種子萌芽而茁壯，推廣大地工程技術。 

 
地工名詞解說專欄之資料卡 

四、在沙烏地阿拉伯外派工作 

中山高速公路設計完成及由北而南逐段完

工通車，於民國 67 年 10 月 31 日全線通車，雖

尚未全線通車，但設計工作已告一段落，於民國

66 年間我被公司派駐沙烏地阿拉伯工作，負責

沙國二條全長 850 公里長的高速公路之土壤鑽

探調查工作，由於沙國天氣非常熱，太陽陽光又

很強，氣溫高達 40℃以上，地質鑽探調查大家

都除戴帽子外，並戴防晒罩及太陽眼鏡，全身包

得緊緊的，以防中暑，工作異常辛苦，還好，沙

國地質條件良好，地層層次單純變化不大，地表

面至地表幾公尺為黃色細砂，下面則為岩層，岩

層支承力良好，而細砂有時也可以適合做為混凝

土之細骨材。我就以三部鑽機在很短的三個月內

完成全線地質鑽探調查及試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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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調查結果，擷取地工參數，進行邊坡設

計、橋梁基礎設計及道路路面舖面設計，這方面

與國內設計方法一樣，但在邊坡設計方面因地質

條件及環境因素考量，就與國內截然不同，沙國

土壤含水量很低土壤工程性質不錯，但因沙塵暴

刮起風來風力相當驚人，公路邊坡設計不能以土

壤剪力強度來決定坡度，否則設計出來的邊坡坡

度會很陡，而阻礙沙塵暴飛砂走石的去路，而覆

蓋於公路路面，造成交通中斷，必須採用緩坡設

計 1：6(垂直：水平 )坡度，以利風吹沙，可以由

公路左側邊坡經右側邊坡順利吹過，不會遭遇邊

坡攔阻而沈積於公路路面上。  
在沙國服務期間，生活起居於工地，住在工

務所宿舍，由於天氣實在很熱，晚上睡覺前先於

床上潑一些水，再用電扇吹一會兒讓床舖涼一

些，躺在床方能入睡，以便一睡好眠到天亮，養

精蓄銳，為明日打拚而準備。沙國公共建設落

後，但政府每年都花大筆經費來建設，所以有許

多來自世界各國之工程顧問公司、營造廠商前來

參與建設，為避免溝通不良及民族意識因素，一

切以本國優先的心態，官方開會規定必須使用阿

拉伯語，外國人須自聘翻譯或使用官方語言開

會。國外人士搭機於前一天已訂位，拿到登機

證，若遇到沙國王室成員要搭此班機時，則須禮

遇優先座位，將同班之外國人取消，不取消本國

人搭機權利，這種情形在國際上並不多見。  

五、退休生活 

自中華顧問工程司退休後，趙先生就完全從

工程界退休，因兒女都已成家立業，可含貽弄孫

享受天倫之樂，過著閒雲野鶴的日子，放慢生活

步調，已經較少參加工程界的活動，除參加台灣

世曦工程顧問公司每年年終尾牙餐會及偶爾參

與土木技師公會活動。  
趙基盛賢伉儷平時居住新北市三芝區郊區

寓所，經常共同去附近打高爾夫球，享受揮桿樂

趣，球齡達 22 年，但球技不算高桿，主要是興

趣所致加上運動能活動一下筋骨，以保持身體健

康。退休後也開始學習油畫，在畫布上塗塗抹

抹，畫出心中的美景或寫生。對光與影的手法比

較有心得，也自得其樂，體驗一下美學的感受，

偶爾也會出國觀光，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欣賞  

 
趙基盛在沙烏地阿拉伯手捧鐵軌，展示沙國也有鐵路建設 

 
趙基盛在沙烏地阿拉伯進行現地土壤試驗工作 

 
趙基盛在外派沙烏地阿拉伯沙漠鑽探，因鑽探之迴

水四溢，駱駝群以為綠洲，前來喝水 

 
趙基盛先生全家福在汐止拱北殿旅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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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風土民情、生活、享受美食。值得一提今年

(2011 年 )赴埃及旅遊，遇上埃及發生全國暴亂，

為安全考量導遊要求團員不要外出，所以被困在

三天開羅飯店內，天天吃炒麵、炒飯等食物，吃

到有一點膩，也無法去最重要的旅遊景點金字塔

觀光，實為唯一的遺憾。  

六、給青年工程師的建議 

時代在進步，工程技術日新月異的現在，青

年工程師應要不斷地學習及吸收新知，多多涉獵

期刊及參與工程研討會議、活動、增廣見聞，充

實地工專業知識，以便接受大地工程的挑戰。  
以前工程建設案子多，工程師人數少；現在

工程建設案子少，工程師人數增加，則工作機會

相對少很多，以前工程師就像〝顧問〞，地位很

崇高，有一言九鼎之權威，設計成果業主會依工

程師的設計方案去做，不會有意見或東改西改，

東刪西刪的。現在業主因經費問題而砍經費，或

因配合選舉需求，而要求壓縮時程，甚至要求不

合理的設計時間或工期。讓工程師無法在合理、

正常的時間辦理設計，或經費不足之下，調整方

案，以致無法做最佳的規劃設計。在這種工作處

境之中，工程師更應加倍努力，秉持專業技術及

溝通技巧，並能為優越規劃設計案說服業主或爭

取社會各界之認同。  

 

 

 

 
薪傳專訪(新北市三芝別墅居家)會後合影(2011.10.14) 

(由左至右分別為吳文隆經理、謝旭昇執行長、陳正興董事長、趙基盛先生、林宏達總編輯及何泰源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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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基盛先生賢伉儷揮桿之樂 

  

  
趙基盛先生退休後油畫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