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100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第二號通知
一、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附件一）
二、口頭宣讀論文資訊
【論文宣讀時間表】
（附件二）
【簡報檔注意事項】
1、 每個會場只備有單槍投影機及含 Windows 系統的個人電腦，不另提供 overhead 投影機，
報告者一律使用會場電腦。
2、會場電腦將安裝 Microsoft PowerPoint 2007 及 Adobe PDF Reader 程式，中文字型為標楷
體及新細明體，英文字型為 Arial 及 Times New Roman，非屬於上述電腦設定環境者，請
先自行處理，避免播放效果失真。
3、論文發表者請自行將簡報檔放入自備的 USB 隨身碟中，於該時段開始 15 分鐘前，交給
該會議室工作人員。
4、論文發表者於研討會開始前之休息時間，務必與該會議室工作人員確認並試播。
5、會場電腦內簡報檔，將於該場研討會結束後當場全部刪除（含資源回收筒）。
【發表時間規則】
1、會場中請將手機關機或改為震動模式。
2、每篇時間為 15 分鐘。
3、第 10 分鐘鈴響 1 次，請預備結束。
4、第 12 分鐘鈴響 2 次，還未結束者請直接結論。
5、第 14 分鐘鈴響 3 次，並強制結束。
三、壁報發表論文資訊
【論文壁報編號表】
（附件三）
【注意事項】
壁報規格：橫式紙張，不超出 90 公分（高）× 160 公分（寬）範圍。
壁報張貼請務必於 5 月 4 日中午 12 時前，由作者依據壁報編號自行將壁報張貼於指定位置(請
詳見大會手冊)；並請於 5 月 5 日下午 16 時前，由作者自行拆除壁報。
四、學生壁報比賽資訊
【學生壁報比賽壁報編號表】（附件三）
【注意事項】
（一） 參加學生壁報比賽者，請務必於 4 月 26 日之前，繳交 3-5 頁之長摘要。請以 WORD 檔格
式 儲 存 ， 檔 名 為 ”gs2011_s_xxx”(xxx 為 壁 報 編 號 ， 詳 見 附 件 三 ) ， 電 郵 至
gs2011@earth.sinica.edu.tw。
（二） 壁報規格：橫式紙張，不超出 90 公分（高）× 160 公分（寬）範圍。
（三）壁報張貼請務必於 5 月 4 日中午 12 時前，由作者依據壁報編號自行將壁報張貼於指定位
置(請詳見大會手冊)；並請於 5 月 5 日下午 16 時前，由作者自行拆除壁報。
（四）評分統一於 5 月 4 日下午 13 時至 16 時進行，請參賽同學務必於評分時間到場進行口頭簡
報。
（五）評選辦法:
1、壁報評審會之召集人(地質與地球物理學門各一人)於壁報比賽報名截止後，依據十四大子
題收稿的篇數和領域相關性進行分組(以6組左右為原則)，委請相關領域之3至5位學者專
家擔任各組之評審，並選出各組之評審召集人以組成壁報評審會。
2、各組評審由各組參賽壁報中，以博士組和碩士組(含大學部參賽者)分別評比，擇優取3至4
名入選並提交壁報評審會。最後由壁報評審會決定特優獎與優等獎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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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組評審委員於壁報評審時段至壁報張貼現場就該領域之壁報進行評分。評分標準為：文
章內容(研究之內容與水準、參考文獻之引用等)佔40%、壁報展示內容(圖文之安排、表達
方式、流程架構等)佔30%、現場解說(作者對研究內容之掌握、介紹條理清晰等；若同時
投稿口頭報告者，其報告內容與臨場表現亦得計入此項評分)佔30%。每一篇作者須向評審
委員介紹展出內容並回答提問，時間約5分鐘，如評審委員認為有必要時可延長至10分鐘。
各組評審委員會將共同決定該組之入選名單。
4、本比賽預定之評選獲獎率約為15%-20%。計特優4名(博士組和碩士組各2名)，頒發獎狀及獎
金新台幣5,000元；兩組合計優等7~10名，頒發獎狀及獎金新台幣2,000元；必要時得視參
賽篇數多寡予以增刪優等獎數。若經評審決議參賽論文水準未達評審標準，評審會得就特
定獎項議決從缺。
(六)評審會議預計於5月5日中午12時召開，評選結果於同日下午14時公布於報到處，請參賽人員
自行前往確認。
(七)5月5日下午14時20分由理事長於報到處主持頒獎儀式，請得獎人準時到場領獎，不另行通知。
※參賽壁報請配合大會張貼時間完成，以利評審之進行。
五、報到資訊
【注意事項】
1、與會人員請於貴賓簽名簿簽名。
2、與會人員領取名牌及年會資料袋。
3、現場臨時報名者，請補辦繳費手續。
4、需要公務人員學習時數認證、教師研習認證或技師參訓證明者，除了報到之簽名外，
5 月 4 日及 5 日每日上、下午，還另需於專用簽到單上簽名。
5、公務人員終生學習時數，由中央研究院逕行上網登入，不發給學習證明。教師研習認證
及技師參訓證明書當場不發放，於會後經確認無誤後，再行寄發。
六、野外地質考察（附件四）
七、會場及晚宴資訊（附件五）
八、交通資訊（附件六）
九、住宿資訊（附件七）

更多資訊＞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100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
http://tga.ntu.edu.tw

【備註】資訊如有異動，則以網站所公布之最新資訊為準，將不另行通知。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100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聯絡窗口
電話：(02)27839910 轉 114 中研院地球所紀浩儀小姐
傳真：(02)27839871
電子信箱：hychi@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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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100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議

5/4 (星期三)

報到
中華民國地質學會會員領取理監事選票(註)

08:00~08:30
201 會議室
08:30~10:00

程

202 會議室

V3 一般地球化學
主持人：
林德嫻、彭君能

301 會議室

302 會議室

M1 礦物與 GP1地球物理與地 O1 海洋地質與
岩石物理學
球物理探勘
地球物理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蔡金河、王泰典 林靜怡、陳界宏 林祖慰、洪崇勝

101 會議室
日本東北太平洋
外海地震研討會
主持人：
吳祚任、李憲忠

休息

10:00~10:15
201 會議室

202 會議室

301 會議室

302 會議室

101 會議室

V3-V1 地球化學 ST1 地層與古生物GP1地球物理與地 G1 測地學與活動地 日本東北太平洋
B
研究
球物理探勘
殼變形
外海地震研討會
10:15~12:00 生物地球化學與
地質微生物學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李憲忠、吳祚任
李紅春、宋聖榮 程延年、單希瑛 王維豪、陳建志 袁林果、陳怡安
午餐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會員大會 (101 會議室；12:15)

12:00~13:00

1FA、1FB、2FA、
2FB、3FA、3FB

101 會議室

13:00~13:10

開幕式
13:10~13:50

大會專題演講（主持人：趙丰所長）
劉兆漢副院長

13:50~14:30

大會專題演講（主持人：羅清華理事長）
林朝宗所長
201 會議室

202 會議室

301 會議室

壁報論文展示暨學
生壁報比賽
（13:00~15:00 口頭
簡報評審）

302 會議室

1FA、1FB、2FA、
2FB、3FA、3FB

GC2 古海洋與古氣 ST1 地層與古生物 GP1 地球物理與地 G1 測地學與活動
壁報論文展示暨學
候
研究
球物理探勘 GP2 工
地殼變形
14:30~16:00
ST2 第四紀地層 程地質與環境地球 S1 一般地震學 生壁報比賽（口頭簡
報評審得延長至
物理
主持人：
16:00）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陳惠芬、陳明德 林慧玲、游能悌 郭俊翔、羅仲良 景國恩、蒲新杰
休息

16:00-16:15
201 會議室

202 會議室

301 會議室

302 會議室

GC2 古海洋與古氣T1 地震地質與新期 ER1 天然資源與能
S1 一般地震學
16:15-17:45 候GC1 全球環境變 構造 T2 大地構造
源研究
與造山作用
遷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高清雲、陳怡如
陳明德、陳惠芬 林殿順、姜智文 黃富文、沈俊卿
18:30~

1FA、1FB、2FA、
2FB、3FA、3FB

壁報論文展示

晚宴

註：投(開)票地點：地質學會報到處；投票時間：5 月 4 日 15:00 時截止；開票時間：5 月 4 日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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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100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議

5/5 (星期四)
201 會議室

202 會議室

程

301 會議室

302 會議室

1FA、1FB、2FA、
2FB、3FA、3FB

T1 地震地質與新期 ER2 非傳統能源與
08:30~10:00 HN1 山崩與土石流
S1 一般地震學
構造 T2 大地構造
新能源研究
災害
與造山作用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郁文哲、黃有志
紀宗吉、莊文星
葉孟宛、賴光胤 張竝瑜、江協堂
休息
10:00~10:15
201 會議室

202 會議室

301 會議室

302 會議室

壁報論文展示

1FA、1FB、2FA、
2FB、3FA、3FB

ER2 非傳統能源與
T1 地震地質與新期
S1 一般地震學
新能源研究 GE1 地
NH2 地震災害
構造 T2 大地構造
10:15~12:00
S2 地震與地體構造
科教育 H1 水文與
與造山作用
壁報論文展示
主持人：
水文地質
主持人：
主持人：
吳祚任、林挺立
主持人：
詹忠翰、王郁如
楊耿明、董國安
劉坤松、謝秉志
午餐
12:00~13:00
中華民國地質學會會員大會 (101 會議室；12:15)
大會邀請演講（主持人：陳于高教授）
1FA、1FB、2FA、
2FB、3FA、3FB
蘇強 (John Suppe) 特聘教授
13:00~13:40

13:40~14:20

大會邀請演講（主持人：陳浩維教授）
Dr. Jung-Ho Kim, Korea Institute of Geoscience and Mineral Resources
學生壁報比賽頒獎 (報到處)

14:20~14:30
201 會議室

202 會議室

NH2 地震災害 T2 大地構造與造山
14:30~16:00 NH3 一般地質災害 作用 GM 地形學與
主持人：
地質景觀
主持人：
鄭世楠、鄭文彬
李皓揚、邵屏華

301 會議室

302 會議室

H1 水文與
水文地質

S2 地震與地體構造

主持人：
簡錦樹、彭宗仁

陳卉瑄、陳伯飛

主持人：

1FA、1FB、2FA、
2FB、3FA、3FB

壁報論文展示

休息

16:00-16:15
201 會議室

202 會議室

301 會議室

302 會議室

H1 水文與
HN1 山崩與土石流 GM 地形學與地質
水文地質
S2 地震與地體構造
16:15-17:45 災害 NH3 一般地質
景觀
H2 地下水與污染物 S3 地震個例研究
災害
傳輸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曾泰琳、吳怡萱
主持人：
陳桂寶、張毓文 邵屏華、謝孟龍
陳文福、黃國銘
5/ 6(星期五)
08:00~16:00

壁報論文展示

野外地質考察
地點：龜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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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A、1FB、2FA、
2FB、3FA、3FB

附件二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100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論文宣讀時間表
【大會專題演講】
五月四日（星期三） 101 會議室
主持人：趙丰所長
時間
13:10~13:50

13:50~14:30

主講人
劉兆漢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林朝宗
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

講題

主持人：羅清華理事長
地質法公告地質敏感區的意義與挑戰

五月五日（星期四） 101 會議室
主持人：陳于高教授
時間
13:00~13:40

主講人
Prof. John Suppe

講題
Subducted lithosphere under Taiwan: evidence for progressive
flipping of subduction and continental delamination

（蘇強）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
學系特聘教授
13:40~14:20

Dr. Jung-Ho Kim
Korea Institute of
Geoscience and
Mineral Resources,
Daejeon, South Korea

主持人：陳浩維教授
Incorporating the Fourth Dimension into Geophysical Data
Interpretation

2011 日本東北太平洋外海地震研討會
五月四日（星期三） 101 會議室
主持人：李憲忠、吳祚任
時間
作者
講題
08:30~09:10
安藤雅孝
The 2011 off the Pacific Coast of Tohoku earthquake: forecast
(Masataka Ando)
and factual events
09:10~09:30
李憲忠
Source inversion and global seismic wave propagation
simulation for the 2011 Tohoku earthquake
09:30~09:50
林正洪
2011 日本東北太平洋外海地震在台灣激發的地振動
五月四日（星期三） 101 會議室
時間
作者
10:15~10:35
馬國鳳
10:35~10:55

吳元傑

10:55~11:15

劉正彥

11:15~11:35

趙丰

11:35~11:55

吳祚任

主持人：李憲忠、吳祚任
講題
Simulation of historical earthquakes toward ground motion
prediction of future earthquakes
Procedure for dealing with the new geosciences information
from the lesson of Fukushima NPP accident(由福島核電廠事故
看新地科資訊衝擊之處理程序)
Ionospheric disturbances triggered by the 2011 Tohoku
earthquake
How (much) can a big earthquake change the rotation of our
Earth?
Numerical modeling on the 2011 Tohoku earthquake tsunami
and the potential tsunami threat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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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星期三） V3 一般地球化學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08:30~08:45 1-1-201-V3-1*
馮瀚亭,陳文山,鍾孫霖

201 會議室

藍景宏,蔡金河,飯塚義
之
邵文佑,鍾孫霖,陳文山,
林宜臻,朱秋紅,李皓揚

08:45~09:00

1-1-201-V3-2

09:00~09:15

1-1-201-V3-3

09:15~09:30

1-1-201-V3-4*

李瑞清,陳文山,鍾孫霖

09:30~09:45

1-1-201-V3-5

彭君能,鍾孫霖,朱秋紅,
林宜臻,李皓揚

林德嫻,鍾孫霖,李皓揚,
洪千惠
註：議程代碼有*者代表該篇論文亦有參加學生壁報比賽。
09:45~10:00

1-1-201-V3-6

主持人：林德嫻、彭君能
講題
頁碼
從蘇澳-南澳的大南澳片岩碎屑鋯
石鈾鉛定年研究探討地層年代
萬榮地區新發現之含綠輝石變質
岩之岩石成因
Old Continental Crust Beneath
Young Oceanic Arc, Eastern
Taiwan
福建閩西南地區古生代地層的碎
屑鋯石鈾鉛年代
伊朗東南部 Qal'eh Hasan Ali 瑪珥
湖古火山: 特提斯洋鉀霞橄黃長
質岩石的罕見例子
東南亞印支期岩漿鋯石之鉿同位
素約制

五月四日（星期三） M1 礦物與岩石物理學
202 會議室 主持人：蔡金河、王泰典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08:30~08:45 1-1-202-M1-1*
許珮筠,郭雅雯,詹佩臻, 人工風化循環對不同泥質含量砂
王泰典 翁祖炘
岩力學特性的影響－以大寮層砂
岩為例
08:45~09:00 1-1-202-M1-2
詹佩臻,郭雅雯,王泰典 水璉礫岩礦物組構受人工風化環
境及程度影響之初步探討
09:00~09:15 1-1-202-M1-3
陳韻婕,方建能,林明聖 臺灣墨玉的初步研究
09:15~09:30 1-1-202-M1-4
曹懿麒,蕭炎宏,楊懷仁, 柴北緣錫鐵山超高壓變質榴輝岩
郭春滿,張健新
中綠輝石所含石英和角閃石析出
物之成因
09:30~09:45 1-1-202-M1-5
花柏榕
大體積壓力機之壓力標定
09:45~10:00 1-1-202-M1-6
蔡俊吉
奈米銀與鈦酸鍶複合薄膜之合成
與光催化應用

五月四日（星期三） GP1 地球物理與地球物理探勘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08:30~08:45 1-1-301-GP1-1* 江淇鈞,王維豪
08:45~09:00

1-1-301-GP1-2

李彥宏

09:00~09:15

1-1-301-GP1-3

石政為

09:15~09:30

1-1-301-GP1-4

李雅渟

09:30~09:45
09:45~10:00

1-1-301-GP1-5
1-1-301-GP1-6*

吳啟銘
林義欽,林靜怡

301 會議室

主持人：林靜怡、陳界宏
講題
頁碼
利用速度強化摩擦模型模擬池上
斷層震後潛移之時空變化
台灣西南海域的疊前逆時深度移
位
利用反射震測探討宜蘭平原之基
盤深度及構造演化
利用纖維叢模型解釋大震前缺少
的前兆行為
振幅還原轉換 S 波移位
台灣西南海域之天然氣水合物三
維速度構造及含量推估

註：議程代碼有*者代表該篇論文亦有參加學生壁報比賽。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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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星期三）
O1 海洋地質與地球物理
302 會議室 主持人：林祖慰、洪崇勝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08:30~08:45 1-1-302-O1-1*
鄧家明,王天楷,楊本中, 從 2009 TAIGER 海底地震儀與多
李昭興,劉家瑄
頻道震測資料分析臺灣西南海域
的地殼速度構造
08:45~09:00 1-1-302-O1-2
李坤松,陳浩維
台灣西南外海 TAIGER 炸測多頻
道震測和海底地震儀資料於重合
前全波形反演之應用
09:00~09:15 1-1-302-O1-3*
曾世霖,林殿順,蘇志傑, 高屏海底峽谷系統的沉積特徵
保柳康一,許樹坤,官仁
地
09:15~09:30 1-1-302-O1-4
林祖慰,蕭乃祺,辛在勤, 台灣東部海域電纜式海底地震儀
郭鎧紋,呂佩玲,許樹坤, 觀測系統簡介
李昭興
09:30~09:45 1-1-302-O1-5
洪崇勝,扈治安,陳國航, 以磁學性質作為沉積物由源至匯
林俊宏
傳輸之示蹤劑：臺灣海峽為例
註：議程代碼有*者代表該篇論文亦有參加學生壁報比賽。

五月四日（星期三）V3-V1 地球化學
201 會議室 主持人：李紅春、宋聖榮
B 生物地球化學與地質微生物學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0:15~10:30 1-2-201-V3-1*
周賢元,李瑞清,陳文山, 利用鈾鉛定年解析台灣中部漸新
鍾孫霖
統—中新統沉積岩地層之碎屑鋯
石其沉積來源及剝蝕歷史
10:30~10:45 1-2-201-V3-2
謝奇勳,翁榮南,丁原智 台灣海域下第三系原油之地球化
學特徵
10:45~11:00 1-2-201-V1-3
鄧屬予,游鎮源,蔡宜伶 觀音火山何處是？
11:00~11:15 1-2-201-V1-4
蔡裕偉,宋聖榮,羅偉,熊 臺灣北部石門火山泥流堆積物之
柏翔,張詩涵
特徵
11:15~11:30 1-2-201-V1-5
李紅春
菲律賓中部 Taal 火山湖過去 6 千
年以來的沉積特徵
11:30~11:45 1-2-201-B1-6*
賴序衡,鄭婷文,林立虹 磁黃鐵礦與二氧化碳在近地表環
境條件下對橄欖石蛇紋岩化產氫
反應的影響
註：議程代碼有*者代表該篇論文亦有參加學生壁報比賽。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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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星期三） ST1 地層與古生物研究
202 會議室 主持人：程延年、單希瑛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0:15~10:30 1-2-202-ST1-1
程延年,吳肖春,佐滕寰, 三疊紀古地中海始蜥鰭類群系譜
單希瑛
關係的最新研究
10:30~10:45 1-2-202-ST1-2
程延年,單希瑛,吳肖春, 羊膜動物化石記錄中首次推斷親
佐滕寰
代照應(Parental Care)行為
10:45~11:00 1-2-202-ST1-3
楊子睿,程延年,楊耿明 白堊紀竊蛋龍生殖方式：孵蛋不
孵蛋？
11:00~11:15 1-2-202-ST1-4
單希瑛,吳肖春,程延年 A new Alligatoroid from the
Eocene of Maoming, Guangdong,
China
11:15~11:30 1-2-202-ST1-5
單希瑛,吳肖春,程延年 來自澎湖海溝一化石揚子鱷
（Alligator sinensis ）頭骨
11:30~11:45 1-2-202-ST1-6
張鈞翔,高井正成
台灣南部更新世中期猴類化石之
新發現

五月四日（星期三） GP1 地球物理與地球物理探勘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10:15~10:30 1-2-301-GP1-1* 羅祐宗
謝文祺,趙丰,黃金維,李
瓊武
邵宜蓮,陳建志

10:30~10:45

1-2-301-GP1-2

10:45~11:00

1-2-301-GP1-3

11:00~11:15

1-2-301-GP1-4

11:15~11:30

1-2-301-GP1-5

陳界宏,劉正彥 汪中和
顏宏元
杜文斌

11:30~11:45

1-2-301-GP1-6

鍾霨詠,趙丰

301 會議室

主持人：王維豪、陳建志
講題
頁碼
從重力資料探求東北部台灣三
維地下構造
陽明山絕對重力監測：結合 GPS
資料分離高程變化之重力效應
中台灣之加卸載響應比值之研
究
利用小波法檢查地震地磁訊號
Magnetic signature of the Siaolin
Village, southern Taiwan, buried
by a catastrophic landslide due to
Typhoon Morakot
Polar motion simulation of
chandler wobble phase variation
地電阻率之日變化

11:45~12:00 1-2-301-GP1-7
徐漢倫,陳建志
註：議程代碼有*者代表該篇論文亦有參加學生壁報比賽。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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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星期三） G1 測地學與活動地殼變形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10:15~10:30 1-2-302-G1-1*
陳冠翔

302 會議室

主持人：袁林果、陳怡安
講題
頁碼
Cyclic tectonic movements at the
junction of collision to subduction
in northern Hualien, Taiwan
嘉南地區前緣逆斷層系統間震期
地殼變形模式之研究
利用 GPS 與地陷監測井資料修正
PSI 觀測之濁水溪沖積扇地區地
層下陷成果
運用永久散射體與傳統差分干涉
法監測濁水溪沖積扇地表的季節
性變化
利用連續 GPS 觀測資料確定台灣
海潮負荷形變
台灣地區海潮負載影響 GPS 高程
變化之探討
台灣南部新化斷層之地震潛能研
究

蔡旻倩,余水倍,許雅儒,
陳宏宇,陳浩維
陳怡安,張中白,顏君毅,
洪偉嘉,劉智超,吳上智

10:30~10:45

1-2-302-G1-2

10:45~11:00

1-2-302-G1-3

11:00~11:15

1-2-302-G1-4

盧志恆,張中白,顏君毅,
陳怡安,洪偉嘉

11:15~11:30

1-2-302-G1-5

11:30~11:45

1-2-302-G1-6

11:45~12:00

1-2-302-G1-7

袁林果,趙丰,楊家駒,余
水倍
葉大綱,韓治安,陳界宏
趙丰
景國恩,陳國華,饒瑞鈞

註：議程代碼有*者代表該篇論文亦有參加學生壁報比賽。

五月四日（星期三） GC2 古海洋與古氣候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14:30~14:45 1-3-201-GC2-1
陳明德
14:45~15:00

1-3-201-GC2-2

林品全,莊智凱,柯惠親,
米泓生,李孟陽,魏國彥,
張詠斌
葉俊言,陳明德

201 會議室

主持人：陳明德、陳惠芬
講題
頁碼
國際海洋古全球變遷研究第二期
計畫的啟動與展望
最近兩百二十萬年西赤道太平洋
暖池區水文紀錄

利用陸源性正烷類含量與烯酮類
不飽和溫度指標所揭示之自末次
冰期以來的東南太平洋古海洋與
古氣候變化（ODP Site 1234)
15:15~15:30 1-3-201-GC2-4
林家昌,李孟陽,李德貴 西菲律賓海 MD06-3049 岩芯磁粒
度與粒徑記錄揭示東亞季風強度
長期變化
15:30~15:45 1-3-201-GC2-5
潘惠娟,陳明德
基於海洋岩心反射色所推估南海
高解析度生物源組成含量變化
15:45~16:00 1-3-201-GC2-6
林鼎鈞,周力平,李紅春, Coupled C-14 and Th-230 dating
李廷勇,沈川洲
method to evaluate temporal
variability of stalagmite dead
carbon in Furong Cave, Chongqing,
China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15:00~15:15

1-3-201-G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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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星期三）ST1 地層與古生物研究 ST2 第四紀地層 202 會議室 主持人：林慧玲、游能悌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4:30~14:45 1-3-202-ST1-1
吳天偉
臺灣海岸山脈港口及東河石灰岩
之紅藻球古生態學初探
14:45~15:00 1-3-202-ST1-2
林慧玲,林黛君
現生有孔蟲的演譯與同位素組
成：沈積物收集器與生物拖網的
結果
15:00~15:15 1-3-202-ST2-3
曹崇銘,陳岳民,王明光, 第四紀紅壤奈米顆粒的分離及鑑
周祐民
定
15:15~15:30 1-3-202-ST2-4* 蘇清全,陳文山
蘭陽平原末次冰期以來沉積環境
變遷與構造特性
15:30~15:45 1-3-202-ST2-5
游能悌,吳文隆,費立沅, 淡水河以西與大漢溪流域的松山
紀宗吉,蘇品如,謝文誠, 層層序
楊智堯
15:45~16:00 1-3-202-ST1-6
李長之
台西盆地木山層的沉積環境

五月四日（星期三）GP1 地球物理與地球物理探勘
GP2 工程地質與環境地球物理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14:30~14:45 1-3-301-GP1-1
林澤宗,陳建志,王子賓
14:45~15:00 1-3-301-GP2-2
王乾盈,郭炫佑,胡玉燕
王炫詠,鄭文昕,賴品妙
邵屏華,何信昌
孫天祥,葉恩肇,林為人,
宋聖榮

15:00~15:15

1-3-301-GP2-3

15:15~15:30

1-3-301-GP2-4

15:30~15:45

1-3-301-GP2-5

朱君帆,丁原智

15:45~16:00

1-3-301-GP2-6

郭俊翔,溫國樑,謝宏灝,
林哲民

301 會議室

主持人：郭俊翔、羅仲良

講題
地電法於地下掩埋物調查之研究
高解析震測用於重要場址之精細
構造調查
工程地質探勘資料庫系統功能的
精進—鑽探資料的呈現
由非彈性應變回覆(ASR)逆推三
維空間中現地應力場之分析 -以
宜蘭清水地熱地區為例
利用炸震夯實法來探討對土壤的
影響
近地表剪力波速經驗式

頁碼

五月四日（星期三）G1 測地學與活動地殼變形 S1 一般地震學 302 會議室 主持人：景國恩、蒲新杰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4:30~14:45 1-3-302-G1-1
Munkh-Erdene, A.
Mulitspectral Analysis of mineral
discriminating using ASTER sensor
image of the Gobi desert area in
Southern Mongolia
14:45~15:00 1-3-302-G1-2*
廖翊廷,胡植慶
Neotectonics in the Lesser
Caucasus area
15:00~15:15 1-3-302-S1-3
謝銘哲,趙里,馬國鳳
有限差分法波形模擬於地震源強
地面運動之研究
15:15~15:30 1-3-302-S1-4
宋芝萱,李錫堤
強地動之空間變異性與不確定性
15:30~15:45 1-3-302-S1-5
廖政賢
地震定位-雙曲線法與格子點搜尋
法
15:45~16:00 1-3-302-S1-6
林欽仁,劉忠智
光纖陀螺尋北儀的研究
註：議程代碼有*者代表該篇論文亦有參加學生壁報比賽。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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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星期三）GC2 古海洋與古氣候 GC1 全球環境變遷 201 會議室 主持人：陳明德、陳惠芬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6:15~16:30 1-4-201-GC2-1
林怡美,李匡悌,米泓生, 中全新世福建曇石山遺址與現生
林恭務
閩江貝類殼體碳氧同位素的環境
紀錄
16:30~16:45 1-4-201-GC2-2
陳惠芬,葉柏逸,溫謝穎, 探討古氣候變遷之化學風化指標
許世傑,楊天南
16:45~17:00 1-4-201-GC1-3
游智淵
降雨量變化與濁水溪下游揚塵之
關連性分析

五月四日（星期三）T1 地震地質與新期構造
T2 大地構造與造山作用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16:15~16:30 1-4-202-T2-1
黃奇瑜,林秋婷,林彥均
簡至暐
16:30~16:45

1-4-202-T2-2

黃奇瑜

16:45~17:00

1-4-202-T2-3

林殿順,劉家瑄,許樹坤

17:00~17:15

1-4-202-T1-4

陳文山,周賢元,邵文佑,
鍾孫霖,謝凱旋

17:15~17:30

1-4-202-T2-5

17:30~17:45

1-4-202-T2-6

盧佳遇,陳致同,張國楨,
陳柔妃,丁俊,潘桂棠,李
建忠,劉宇平,尹福光
姜智文,陳洲生,陳建志,
謝秋雰

202 會議室

主持人：林殿順、姜智文

講題
弧陸碰撞向東背逆衝構造為控制
海岸山脈殘留弧前盆地形貌和沈
積的根本機制
6.5 Ma 前的臺灣層序: 研究南海
北坡地層的窗口
Active tectonic features and
seismogenic structures in Taiwan
submarine arc-continent collision
zone
墾丁傾瀉層中蛇綠岩質砂礫岩塊
的碎屑鋯石鈾鉛年代－歐亞大陸
與菲律賓海板塊碰撞的地質意義
台灣造山帶與龍門山造山帶的比
較

頁碼

以流體分佈推斷台灣造山運動

五月四日（星期三） ER1 天然資源與能源研究
301 會議室 主持人：黃富文、沈俊卿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6:15~16:30 1-4-301-ER1-1
黃富文,黃旭燦,丁信修 非洲東北與台灣西南石油地質比
較研究
16:30~16:45 1-4-301-ER1-2
林慶偉,楊耿明,李長之 臺灣西北部臺西盆地兩階段張裂
黃士倬,楊子睿,阮宗愷 構造的斷層型式-砂盒模型研究
王佳彬,莊博元
16:45~17:00 1-4-301-ER1-3
許志宇,林慶偉,楊耿明 苗栗出磺坑背斜中新世晚期至上
新世早期地層之破裂面發育特性
研究
17:00~17:15 1-4-301-ER1-4
嚴珮綺,洪日豪
台灣竹苗地區地下應力狀態分析
17:15~17:30 1-4-301-ER1-5
簡祐祥,徐韻媜,林怡男 砂岩聲速與其組織結構之研究
吳文傑,董家鈞,龔慧貞
17:30~17:45 1-4-301-ER1-6
劉謦賢,謝秉志,沈建豪, 水平井源函數的推導及應用
林再興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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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星期三） S1 一般地震學
302 會議室 主持人：高清雲、陳怡如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6:15~16:30 1-4-302-S1-1*
鄭惠文,李憲忠,馬國鳳 結合連續格點搜尋與地震矩張量
逆推技術即時監測台灣東北外海
地震活動
16:30~16:45 1-4-302-S1-2*
張齡云,陳建志,李雅渟, Power spectral analysis of
馬國鳳,林彥宇
micro-earthquake sequence
recorded by the Taiwan
Chelungpu-fault Drilling Project
16:45~17:00 1-4-302-S1-3*
林侑頻,趙里,洪淑蕙
Studying the Crustal Structure of
Taiwan Using First-Arrival Times
from the TAIGER Active-Source
Experiment
17:00~17:15 1-4-302-S1-4
楊哲倫,黃蕙珠,吳澄峰 位台中苗栗之鐵砧山區域的淺層
S 波速度構造探討
17:15~17:30 1-4-302-S1-5
高清雲
台灣中部地區譜震度之衰減特性
研究
17:30~17:45 1-4-302-S1-6
楊欣穎,趙里,洪淑蕙,黃 台灣南部表面波之相速度研究-柏壽
以小波為量測方法
註：議程代碼有*者代表該篇論文亦有參加學生壁報比賽。

五月五日（星期四） HN1 山崩與土石流災害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08:30~08:45 2-1-201-NH1-1 劉佳玲

201 會議室 主持人：紀宗吉、莊文星
講題
頁碼
集水區地形及地質調查成果資料
庫之空間化知識管理與查詢
08:45~09:00 2-1-201-NH1-2 莊文星,吳浚榮
蘇花公路沿線地質地形自然景觀
與地貌變遷數位典藏資料庫建置
09:00~09:15 2-1-201-NH1-3 謝有忠,陳宏仁,邱禎龍, 應用高解析度光達數值地形資料
侯進雄,詹瑜璋,胡植慶, 於坡地崩塌判釋之研究
費立沅,張竣喬,陳冠樵,
李雅茹
09:15~09:30 2-1-201-NH3-4 侯進雄,陳宏仁,邱禎龍, 空載光達數值地形在地質方面的
謝有忠,費立沅,劉耕源, 應用
陳鑑禕,方詠舜,王亭勻,
陳以瑛,李雅茹,葉美蓮
09:30~09:45 2-1-201-NH1-5 謝文棟,林慶偉
證據權重法與模糊邏輯在山崩潛
感分析之研究與比較：以荖濃溪
為例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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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星期四）T1 地震地質與新期構造 T2 大地構造與造山作用 202 會議室 主持人：葉孟宛、賴光胤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08:30~08:45 2-1-202-T2-1*
梁媛翔,葉孟宛,李通藝 中非剪切帶上錯移河流與斷層活
動之關係
08:45~09:00 2-1-202-T1-2*
丁權,陳文山
台灣西北部新竹斷層活動性之研
究
09:00~09:15 2-1-202-T2-3
郭思廷,鄧屬予
奇美斷層的構造特性初探
09:15~09:30 2-1-202-T1-4
Ota, Y.
台灣西南部第四紀後期活動逆斷
層
09:30~09:45 2-1-202-T2-5
賴光胤,詹瑜璋,吳逸民 中央山脈南段地震分佈與變質葉
理之關係
09:45~10:00 2-1-202-T2-6
何恭睿,羅偉
台灣大南澳片岩區玉里帶與太魯
閣帶之構造特徵比較
註：議程代碼有*者代表該篇論文亦有參加學生壁報比賽。

五月五日（星期四） ER2 非傳統能源與新能源研究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08:30~08:45 2-1-301-ER1-1
江協堂,徐春田,廖可鈞
08:45~09:00

2-1-301-ER1-2

09:00~09:15

2-1-301-ER2-3

09:15~09:30

2-1-301-ER2-4

09:30~09:45

2-1-301-ER2-5

09:45~10:00

2-1-301-ER1-6

鄭文彬,林筱珊,王天楷,
李昭興,劉家瑄
林哲銓,林殿順,劉家瑄,
王詠絢
林殿順,林哲銓,劉家瑄
廖韡智,林曉武,楊燦堯,
王詠絢
張竝瑜,宋聖榮,葉恩肇,
陳洲生
盧建中,羅偉,宋聖榮

301 會議室

主持人：張竝瑜、江協堂
講題
頁碼
紅外線熱像儀在天然氣水合物探
測上的應用
由速度構造探討台灣西南海域沉
積層天然氣水合物含量
台灣西南海域天然氣水合物資源
量評估
Gas-hydrate Petroleum Systems of
the Accretionary Wedge and its
Adjacent Rifted Continental Margin
Offshore SW Taiwan
整合地電阻及大地電磁地物探勘
資料調查清水地熱儲存層之研究
宜蘭清水地區裂隙之碎形分析及
其在地熱上之意義

五月五日（星期四） S1 一般地震學
302 會議室 主持人：郁文哲、黃有志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08:30~08:45 2-1-302-S1-1
黃有志,陳棋福,姚華建, 台灣海峽兩側寬頻地震站的震波
趙里,黃柏壽,梁文宗
背景雜訊研究
08:45~09:00 2-1-302-S1-2
顏銀銅
Scaling of characterizing slip
models for earthquakes in Taiwan
09:00~09:15 2-1-302-S1-3
江準熙,辛在勤,張建興 中央氣象局 GPS 及地下水位觀測
於地震前兆監測分析之應用
09:15~09:30 2-1-302-S1-4
張志偉,陳達毅,吳子修, 台灣地震潛勢之評估
蕭乃祺,辛在勤,溫國樑
09:30~09:45 2-1-302-S1-5
李易叡,鄭錦桐,林柏伸, 台灣地區活動斷層發震機率評估
邵國士,胡植慶,盧詩丁 之概念介紹
09:45~10:00 2-1-302-S1-6
郁文哲
Deep-focus repeating earthquakes
in the Tonga-Fiji-Kermadec
subduction zone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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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星期四） NH2 地震災害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10:15~10:30 2-2-201-NH2-1 吳祚任,何東政
10:30~10:45

2-2-201-NH2-2

10:45~11:00

2-2-201-NH2-3

11:00~11:15

2-2-201-NH2-4

11:15~11:30

2-2-201-NH2-5

11:30~11:45

2-2-201-NH2-6

11:45~12:00

2-2-201-NH2-7

吳逸民,林挺立,謝志毅,
李維森,柯孝勳
鄭文彬
鄭世楠,張建興,葉永田,
辛在勤
陳桂寶,蔡義本,黃明偉,
張文彥
林柏伸,謝寶珊,鄭錦桐,
邵國士,李易叡,吳元傑,
施建樑
張毓文,簡文郁,羅俊雄

五月五日（星期四）T1 地震地質與新期構造
T2 大地構造與造山作用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10:15~10:30 2-2-202-T1-1
陳文山,邵文祐,鍾孫霖

201 會議室

主持人：吳祚任、林挺立
講題
頁碼
微小單元海嘯逆推於 2010 智利地
震
東及南台灣微機電地震預警網之
設置及防災教育推廣
三維震波衰減構造於地震風險分
區之應用
台灣地區歷史災害地震之研究
應用 BASS 模型和修正後的
Omori's law 去預估餘震的規模,時
間,和位置為了餘震災害
台灣地區 V/H 反應譜衰減式的初
步研究
台灣地區不同週期之水平向譜加
速度衰減律研究

202 會議室 主持人：楊耿明、董國安

講題
由碎屑鋯石鈾鉛年代探討南橫疑
似中生代地層的時代
10:30~10:45 2-2-202-T1-2
陳文山,黃能偉,楊志成 臺灣西南部更新世前陸盆地演化
10:45~11:00 2-2-202-T2-3
楊耿明,林慶偉,鄭伊雯, 邊緣和尾弧前陸地區變形時序和
黃士倬,徐祥宏,張資宜, 盆地演化的關係－台灣西部和北
梁守謙,傅式齊
安地斯山前緣的比較研究
11:00~11:15 2-2-202-T2-4
陳致同,詹瑜璋,盧佳遇 台灣雪山山脈地質構造探討：由
熱變質資料所隱示的推覆體構造
11:15~11:30 2-2-202-T2-5
黃克峻,江威德
臺灣南部恆春半島超基性外來岩
塊之換質作用及構造岩石學隱示
11:30~11:45 2-2-202-T2-6
陳玉英
台灣西南強磁帶在台灣中部消失
之原因
11:45~12:00 2-2-202-T2-7
董國安,楊宏儀,劉敦一, 祁連地塊馬銜山地區變基性深成
張建新,楊懷仁,蕭炎宏, 岩之研究-新元古代早期弧岩漿活
曾建元
動之紀錄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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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五月五日（星期四）ER2 非傳統能源與新能源研
301 會議室 主持人：劉坤松、謝秉志
GE1 地球科學教育 H1 水文與水文地質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0:15~10:30 2-2-301-ER1-1* 李沂錡,蔡龍珆,吳素慧 澳洲煤樣物性化性實驗與氣體封
存關聯性研究
10:30~10:45 2-2-301-ER1-2
楊慈容,謝秉志,林再興 深部鹽水層二氧化碳殘餘氣封存
量估算之研究
10:45~11:00 2-2-301-ER1-3
邱琪惠,林再興,謝秉志 二氧化碳團塊前鋒於鹽水層移動
行為之研究
11:00~11:15 2-2-301-GE1-4
劉坤松
地球科學即時資訊於防救災之應
用
11:15~11:30 2-2-301-GE1-5
徐永忠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資料
整合查詢系統之推廣
11:30~11:45 2-2-301-GE1-6
詹文修,宣大衡,翁榮南, 價值工程應用於二氧化碳(CO2)
范振暉,丁原智,翁祖炘 地下封存技術之研究
11:45~12:00 2-2-301-H1-7*
吳尹聿,張竝瑜,張舒凱 利用二維地電阻對於雲林地區濁
水溪沖積扇地下水補注區範圍勘
查之研究
註：議程代碼有*者代表該篇論文亦有參加學生壁報比賽。

五月五日（星期四） S2 地震與地體構造 S1 一般地震學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10:15~10:30 2-2-302-S2-1*
柯彥廷,郭本垣,洪淑蕙

10:30~10:45
10:45~11:00

2-2-302-S3-2*
2-2-302-S3-3*

陳若豪
趙韋安,吳逸民,趙里

11:00~11:15

2-2-302-S1-4

王錦華

11:15~11:30

2-2-302-S2-5

詹忠翰,吳逸民,許雅儒

11:30~11:45

2-2-302-S2-6

陳達毅,吳逸民,蕭乃祺

302 會議室

主持人：詹忠瀚、王郁如
講題
頁碼
A new method for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attenuation and
the scaling law between corner
frequency and seismic moment
中央山脈南段地震活動度之探討
利用強地動 P 波包絡振幅之反投
影法來層析破裂方向與滑移分佈
Temperature History on the
Chelungpu Fault at a Depth of 1111
m during the 1999 Chi-Chi,
Taiwan, Earthquake
1999 年集集地震前、後可能之應
力位態
台灣新一代地震預警系統於集集
地震的模擬成效
台灣車籠埔斷層井下地震儀陣列
之波形分析斷層帶的衰減特性

王郁如,林彥宇,馬國鳳,
李孟潔
註：議程代碼有*者代表該篇論文亦有參加學生壁報比賽。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11:45~12:00

2-2-302-S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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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星期四） NH2 地震災害 NH3 一般地質災害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14:30~14:45 2-3-201-NH2-1 吳善薇

14:45~15:00

2-3-201-NH1-2

15:00~15:15

2-3-201-NH3-3

15:15~15:30
15:30~15:45

2-3-201-NH1-4
2-3-201-NH3-5

15:45~1600

2-3-201-NH3-6

鍾明劍,譚志豪,王金山,
費立沅,陳勉銘,蘇泰維
曾子育
張靜文,齊士崢,呂政豪
丁禕,羅鴻傑,譚志豪,陳
勉銘,蘇泰維,冀樹勇
呂偉哲,林銘郎

五月五日（星期四）T2 大地構造與造山作用
GM 地形學與地質景觀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14:30~14:45 2-3-202-T2-1
李皓揚,鍾孫霖,楊曉明,
朱秋紅,羅清華,A.H.G.
Mitchell
14:45~15:00 2-3-202-T2-2
黃韶怡,陳于高,劉聰桂,
羅清華,尹功明,曹忠權
15:00~15:15 2-3-202-T2-3
紀偉強,吳福元,鍾孫霖

15:15~15:30

2-3-202-GM-4

邵屏華,鄭文昕

15:30~15:45

2-3-202-GM-5

劉晃丞

201 會議室

主持人：鄭世楠、鄭文彬
講題
頁碼
Is PGAT a better indicator of
seismic hazard assessment than the
instantaneous power distribution in
Taiwan?
降雨入滲引致邊坡崩塌潛勢評估
與應用
縣道 174.175 沿線邊坡崩坍與降
雨量關係之研究
山美地區邊坡分析
崁腳地區崩塌機制調查研究
邊坡張力裂縫發展及塊體運動之
數值模擬

202 會議室

主持人：李皓揚、邵屏華

講題
緬甸晚新生代火山岩之年代學、
地球化學和地體構造意義
運用多重熱定年法探討拉薩地塊
南部不等量剝蝕狀態
西藏南部始新世地殼增厚：來自
岡底斯岩基年齡和地球化學的制
約
GPU 高速平行運算「計算統一設
備架構(CUDA)」在地形插值演算
及地質建模應用之初步研究
空載光達配合航遙測影像應用於
地形組構調查之研究
荖濃溪勤和地區兩千年來堆積歷
史:曾文溪越域引水計畫的反省

徐志煌,張玲瑄,林鼎鈞,
黃致展,陳奕維,胡宛琳,
謝孟龍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15:45~1600

2-3-202-G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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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五月五日（星期四） H1 水文與水文地質
301 會議室 主持人：簡錦樹、彭宗仁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4:30~14:45 2-3-301-H1 -1
簡錦樹,卡商迪,劉家全 Hydrogeochemical variations of
alluvial aquifers of the Gangetic
Plain (West Bengal and
Bangladesh) and Chianan Plains
(SW Taiwan): Contrasts to the
arsenic mobilization processes
14:45~15:00 2-3-301-H1 -2
林榮潤,李旺儒,柯建仲, 台灣中段山區地質條件對地下水
許世孟,林燕初,黃智昭 資源影響之研究-以濁水溪與北港
溪流域為例
15:00~15:15 2-3-301-H1 -3
柯建仲
台灣中段山區地質構造對地下水
流動特性影響評估-以地利斷層為
例
15:15~15:30 2-3-301-H1 -4
李旺儒
台灣中段山區岩屑含水層厚度分
布特性調查研究-以濁水溪及北港
溪流域為例
15:30~15:45 2-3-301-H1 -5
林燕初
台灣中段山區水文地質單元建立以濁水溪流域為例
15:45~1600
2-3-301-H1 -6
楊貿崎,徐國錦,許世孟, 階段式水文地質資料之同化分析
柯建仲

五月五日（星期四） S2 地震與地體構造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14:30~14:45 2-3-302-S2-1
李文蕙,曾泰琳,張翠玉
14:45~15:00
15:00~15:15
15:15~15:30

2-3-302-S2-2
2-3-302-S2-3
2-3-302-S2-4

邱宏智,吳芳儒,林欽仁
陳卉瑄,古村孝志
陳伯飛

15:30~15:45

2-3-302-S2-5

陳榮裕,何美儀,甘志文,
呂佩玲,高弘

15:45~1600

2-3-302-S2-6

薛皓方,張翠玉,雷蒂夏

302 會議室

主持人：陳卉瑄、陳伯飛
講題
頁碼
利用區域深地震之接收函數研究
地殼速度構造
旋轉地動對強震紀錄之影響
重複地震波形變異之控制因子
由 TAIGER 陣列資料探討隱沒板
塊的波形效應
從 2008 年 4 月綠島東北方外海地
震序列研究台灣東南外海之地震
構造特性
馬尼拉海溝北段隱沒前緣的地震
構造

五月五日（星期四）HN1 山崩與土石流災害 NH3 一般地質災害 201 會議室 主持人：陳桂寶、張毓文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6:15~16:30 2-4-201-NH1-1 徐乙君,張中白,盧志恆 莫拉克風災崩塌地分布與河流地
形之相關性研究
16:30~16:45 2-4-201-NH1-2 李延彥
小林村崩塌災害之構造地質特性
研究
16:45~1700
2-4-201-NH3-3 顏宏任,丁原智
利用爆破試驗探討土壤液化之機
率
17:00~17:15 2-4-201-NH3-4 詹偉弘
以類神經網路預測炸震夯實之成
效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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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星期四） GM 地形學與地質景觀
202 會議室 主持人：邵屏華、謝孟龍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6:15~16:30 2-4-202-GM-1
謝孟龍,賴序衡,林鼎鈞, 小林地區古崩積物的年代及其意
陳幸萱,廖柏穎,陳奕維, 義
徐志煌
16:30~16:45 2-4-202-GM-2
謝孟龍,齊士崢,林建偉, 台灣山區階地與邊坡最新碳十四
徐澔德,陳于高
定年資料
16:45~1700
2-4-202-GM-3
陳其駿,齊士崢,呂政豪 澎湖西嶼大池海岸濱台地形之研
究
17:00~17:15 2-4-202-GM-4
呂政豪,齊士崢
澎湖群島濱台地形的發育模式
17:15~17:30 2-4-202-GM-5
陳佳宏,齊士崢
合歡與奇萊山區晚第四紀冰川地
形
17:30~17:45 2-4-202-GM-6
吳孟姍,齊士崢,任家弘 台南七股海岸沙洲——青山港汕
短時距地形變化

五月五日（星期四） H1 水文與水文地質 H2 地下水與污染物傳輸 301 會議室 主持人：陳文福、黃國銘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6:15~16:30 2-4-301-H1 -1
陳文福,陳瑞娥,陸挽中, 扇頂區觀測井之井內垂向水質變
黃智昭,王詠絢,江崇榮 化
16:30~16:45 2-4-301-H1 -2
李在平,莊伯禹,邱永嘉, 熱脈衝流速儀應用於調查岩層優
林燕初,賈儀平
勢水流之研究
16:45~1700
2-4-301-H1 -3
劉慶怡
2010 年規模 6.4 地震引發之地下
水觀測井及地表水文站水位變化
17:00~17:15 2-4-301-H1 -4
黃國銘
花蓮溪懸浮顆粒之特性與傳輸作
用
17:15~17:30 2-4-301-H1 -5
邱永嘉,賈儀平
利用逆推模擬評估雪山隧道排水
對水文地質環境之影響
17:30~17:45 2-4-301-H2-6
魏意銘,李唯祺,倪春發 沿岸沙質含水層對原油的水化學
傳輸數值評估

五月五日（星期四） S2 地震與地體構造 S3 地震個例研究 302 會議室 主持人：曾泰琳、吳怡萱
時間
議程代碼
作者
講題
頁碼
16:15~16:30 2-4-302-S2-1
廖哲緯,陳硯歆,陳達毅, 自動化震源機制解逆推系統應用
趙里,蕭乃祺
於台灣地震測報之發展
16:30~16:45 2-4-302-S2-2
蒲新杰
2009 年 10 月 20 日在大屯山地區
的有感地震序列
16:45~1700
2-4-302-S3-3
林哲民,張道明,溫國樑, 利用接收函數法推估台北盆地淺
郭俊翔
層剪力波速度構造
17:00~17:15 2-4-302-S3-4
曾泰琳,簡珮如,梁文宗 Earthquakes near Jiashian Area of
Southwestern Taiwan
17:15~17:30 2-4-302-S3-5
吳怡萱,陳建志,John B. 不同震源區中觀察到之異常地震
Rundle,王錦華
遷移
17:30~17:45 2-4-302-S3-6
慕拉蒂
地震活動率和地震層析成像格魯
吉亞
編碼原則：【第 n 天】-【第 n 時段】-【會議室】-【子題代號】-【順序】

第18頁（共44頁）

附件三

展示間
1FA

1FB

2FA
2FB
3FA

3FB

壁報展示空間分布表
壁報所屬議程分組

壁報議程代碼

ER（資源與能源研究）-GC（環 1FA-(S,R)-ER (1,2)-1~24
境變遷）-GP(地球物理)
1FA-(S.R)-GC (1,2)-25~44 (no 28)
1FA-(S,R)-GP (1,2)-45~65
G1（測地學）-NH（自然災害） 1FB-(S,R)-G1-1~14
1FB-(S,R)-NH (1,2,3)-15~37
H（水文學）-M1（礦物物理）-O1 1FB-(S,R)-H (1,2)-38~59
（海洋地物與地質）
1FB-(S,R)-M1-60~79
1FB-(S,R)-O1-80~94
GM（地形學）
1FB-(S,R)-GM-95~98
S（地震學）
2FA-(S,R)-S (1,2,3)-1~40
T（大地構造）
2FB-(S,R)-T (1,2)-1~30
B（生物地化）-ST（古生物地層） 3FA-(S,R)-B1-1~9
-GE（地球科學教育）
3FA-(S,R)-ST (1,2)-10~19
3FA-(S,R)-GE-20~21
V（地球化學）
3FA-(S,R)-V (1,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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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編號
1~64

壁報
篇數
64

65~162

98

163~202
203~232
233~253

40
30
21

254~282

29

代碼編碼原則: 展示間-R: 一般/ S: 學生比賽-子題代碼-順序

一般壁報及學生壁報論文編號表
5 月 4 日、5 日 (星期三、星期四)
壁報
編號

議程代碼

1

1FA-S-ER1-1

作者

講題

李沂錡, 蔡龍珆, 吳素慧

2

1FA-S-ER1-2

3

1FA-S-ER1-3

4

1FA-S-ER2-4

林子喻, 高博丞, 鄧家明,
陳鼎仁, 楊本, 王天楷, 李
昭興, 劉家瑄
高博丞, 林子喻, 鄧家明,
陳鼎仁, 楊本中, 王天楷,
李昭興, 劉家瑄
薛慶良

5

1FA-R-ER1-5

李顯宗

6

1FA-R-ER1-6

黃淑媚, 吳銘志

7

1FA-R-ER1-7

高立誠

8

1FA-R-ER1-8

林德軒, 劉雅瑄

9

1FA-R-ER1-9

羅仁傑, 鄧茂華

10

1FA-R-ER1-10

劉軒豪, 劉雅瑄

11

1FA-R-ER1-11

王佳彬, 李長之, 楊耿明

12

1FA-R-ER1-12

13

1FA-R-ER1-13

14

1FA-R-ER1-14

周定芳, 莊恭周, 許輝文

15

1FA-R-ER1-15

16

1FA-R-ER1-16

17

1FA-R-ER1-17

18

1FA-R-ER1-18

19

1FA-R-ER2-19

20

1FA-R-ER2-20

21

1FA-R-ER2-21

林麗慧
吳榮章, 王明惠, 傅式齊,
馮力中, 文湘君, 黃旭燦
丁信修, 王淑麗, 黃旭燦,
李政誠, 黃富文
黃旭燦, 黃富文, 張錦澤,
邱仲信, 周定芳, 莊惠如,
李健平, 陳奇呈, 楊志成
莫慧偵, 沈俊卿, 張錦澤,
林麗華
沈俊卿, 莫慧偵, 孫智賢,
吳素慧
陳松春, 許樹坤, 蔡慶輝,
邱協棟, 王詠絢, 鐘三雄,
陳柏淳, 林曉武

王佳彬,楊耿明, 林慶偉,
李長之, 黃士倬, 莊博元
莊恭周, 張渝龍, 周定芳,
陳若玲, 陳彥宏, 許輝文

澳洲煤樣物性化性實驗與氣體封存關聯
性研究
利用海底地震儀震測P波速度模型分析南
海北部九龍甲烷礁東西向的天然氣水合
物分佈
從西北-東南走向的海底地震儀與多頻道
震測剖面探討南海九龍甲烷礁天然氣水
合物之P波速度構造
煤吸附CO2及CH4實驗評估與應用
煤與相關能源材料生油潛能評估參數統
計分析
利用能值分析於七股濕地生態系統之研
究
量子點敏化一維二氧化鈦奈米柱水裂解
製氫與太陽能電池
奈米金修飾二氧化鈦薄板並結合電芬頓
法降解水中乙醯氨酚之研究
放射性廢棄物之現況與未來 – 世界各國
發展與台灣現況之比較研究
中孔洞二氧化矽中薄層二氧化鈦於貴金
屬回收之應用
臺灣西北部海域臺西盆地之構造封閉模
式
臺灣西北部海域臺西盆地反轉構造研究
新竹番婆坑地區之儲集層特性研究
番婆坑六B號井之井孔影像電測(FMI)資
料之裂縫分析
台灣b值的時間研究變化
貝里斯及附近大地架構及盆地分析
加拿大的油砂工業之發展
國外盆地模擬與油氣潛能評估–以埃及為
例
地化分析在台灣西部地區頁岩氣潛能之
評估-以出磺坑地區為例
頁岩氣之野外露頭天然氣量測分析
台灣西南海域高屏上部斜坡之逸氣通
道、泥火山分佈及海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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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壁報
比賽
ˇ
ˇ

ˇ
ˇ

頁碼

代碼編碼原則: 展示間-R: 一般/ S: 學生比賽-子題代碼-順序

壁報
編號

議程代碼

作者

22

1FA-R-ER2-22

吳素慧, 龔士林, 陳若玲,
梁閎森, 郭政隆, 吳榮章

23

1FA-R-ER2-23

24

1FA-R-ER2-24

25

1FA-S-GC1-25

26

1FA-S-GC2-26

27

1FA-S-GC2-27

28

1FA-S-GC2-29

29

1FA-S-GC2-30

言婉婷, 陳明德

30

1FA-S-GC2-31

劉昱辰, 陳明德

31

1FA-R-GC1-32

32

1FA-R-GC1-33

33

1FA-R-GC2-34

林明聖
余允辰, 吳禮浩, 吳文傑,
林殿順, 董家鈞
劉欣典, 吳政諭, 楊天南,
范誠偉

34

1FA-R-GC2-35

35

1FA-R-GC2-36

36

1FA-R-GC2-37

37

1FA-R-GC2-38

蔡仲元, 米泓生

38

1FA-R-GC2-39

林蔭, 陳于高, 沈川洲

39

1FA-R-GC2-40

40

1FA-R-GC2-41

41

1FA-R-GC2-42

42

1FA-R-GC2-43

講題

鐘三雄, 陳柏淳, 陳松春,
王詠絢
陳宜君, 陳汝勤, 李永棠,
黃少薇, 周品彰, 王詠絢,
鐘三雄
黃致展, 魏國彥, 扈治安,
莊智凱, 楊天南, 李孟陽,
陳有貝, 李德貴
阮志勇
蕭秀璟, 宋聖榮, 陳惠芬,
王永, 李德貴
劉進興, 陳明德, 米泓生,
沈川洲, 張詠斌

林可, 沈川洲, 譚明
劉平妹, 杜開正, 黃淑玉,
羅建育, 宋聖榮, 林定緯
吳昭緯, 米泓生, 沈川洲,
王士偉

黃映琁, 米泓生, 李匡悌,
林怡美
郭美吟, 李孟陽, 米泓生,
莊智凱
陳晉平, 沈川洲, 米泓生,
林蔭
張聖菩, 沈川洲, 魏國彥,
羅立, 米泓生

學生
壁報
比賽

煤層氣礦區資源評估技術初步研究 -以美
國Powder River Basin Big George礦區為
例
天然氣水合物多年期調查研究計畫之規
劃與進展
台灣西南海域岩心沉積物中天然氣水合
物飽和度之探討
蘭陽溪系統過去千年來的大洪水與人類
遷徙
Vietnamese stalagmite-inferred decadalresolved Asian summer monsoon changes
during Greenland interstadial 3 and 4
在中國內蒙古地區因新仙女木事件的冷
氣候記錄
兩萬六千年來黑潮流徑與強度變化之研
究-以岩心GH08-2004為例
基於浮游性有孔蟲化石群聚推估印度洋
與西太平洋的古初級生產力變化
晚第四紀所羅門海岩心反射色資料所推
估之生物源組成變化記錄（MD052925)
台灣歷史時期的降雪紀錄（1683-1895）
台灣西部濱海區沉積岩的孔隙率-滲透率
曲線與微觀構造之關係
湖泊底泥生物指標之初步分析
230Th dating on single stalagmite annual
bandings with precision better than one year
從孢粉分析看臺北盆地紋泥層的古氣候
意義
由微孔珊瑚穩定碳氧同位素組成探討台
灣西北部中全新世之古氣候
中國湖北地區晚古生代腕足動物化石殼
體之穩定碳氧同位素紀錄與古環境
The Monsoon Discrepancy between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rn Vietnam –
focusing on the Holocene period
4000年前北越Dau Ram遺址貝類殼體穩
定碳氧同位素所反映之環境意義
西菲律賓海加瓜海脊GR2-2岩芯晚第四
紀古海洋記錄
新仙女木期東帝汶降雨變遷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at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Western Pacific
Warm Pool over the past 340 thousand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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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ˇ
ˇ
ˇ
ˇ
ˇ

頁碼

代碼編碼原則: 展示間-R: 一般/ S: 學生比賽-子題代碼-順序

壁報
編號

議程代碼

作者

43

1FA-R-GC2-44

溫謝穎, 陳惠芬, 許世傑,
楊承澔

44

1FA-S-GP1-45

羅祐宗

45

1FA-S-GP1-46

林義欽 林靜怡

46

1FA-S-GP1-47

江淇鈞, 王維豪

47
48
49

1FA-S-GP1-48
1FA-S-GP1-49
1FA-R-GP1-50

50

1FA-R-GP1-51

51

1FA-R-GP1-52

52

1FA-R-GP1-53

53

1FA-R-GP1-54

賴威宇
詹珮琪, 張竝瑜, 張舒凱
張資宜
李健平, 馮力中, 莊惠如,
張資宜, 傅式齊
傅式齊, 李健平, 馮力中,
陳佑吉
李健平, 傅式齊, 馮力中,
陳佑吉
馮力中, 傅式齊, 李健平,
張國雄

54

1FA-R-GP1-55

傅式齊, 馮力中, 胡大任

55

1FA-R-GP1-56

游峻一

56

1FA-R-GP1-57

57

1FA-R-GP1-58

58

1FA-R-GP1-59

59

1FA-R-GP1-60

60

1FA-R-GP2-61

呂冠毅, 吳銘志, 曾清涼

61

1FA-R-GP2-62

62

1FA-R-GP2-63

王賜祿, 曾清涼, 吳銘志
石宇倫, 王子賓, 蔣家勤,
李正兆, 劉興昌, 游峻一

63

1FA-R-GP2-64

石瑞銓, 陳建易

64

1FA-R-GP2-65

羅仕榮, 沈顯全

65

1FB-S-G1-1

66

1FB-S-G1-2

67

1FB-S-G1-3

68

1FB-S-G1-4

講題

劉興昌, 楊潔豪, 王子賓,
陳宜傑
施驊珮, 石政為, 王乾盈,
陳建志
鄭智鴻, 王子賓, 董倫道,
蔣加勤
徐祥宏, 黃旭燦, 葉明官,
林人仰

陳冠翔,詹瑜璋,胡植慶,
郭隆晨
廖翊廷,胡植慶
楊家駒, 余水倍, 趙丰, 袁
林果
楊佳勳, 陳江鑫, 景國恩,
饒瑞鈞

利用宜蘭大湖與梅花湖岩芯探討蘭陽地
區古氣候變化
從重力資料探求東北部台灣三維地下構
造
台灣西南海域之天然氣水合物三維速度
構造及含量推估
利用速度強化摩擦模型模擬池上斷層震
後潛移之時空變化
西菲律賓海盆地殼構造之初步研究
宜蘭梅花湖地區地電阻及透地雷達研究
儲集層岩石物理分析技術

學生
壁報
比賽

ˇ
ˇ
ˇ
ˇ
ˇ

漣波萃取技術應用於儲層鑑別之研究
八掌溪地區岩石物理模擬與振幅支距油
氣異常分析
八掌溪地區岩石物理模擬與A/B油氣效應
振幅模擬
八掌溪地區木山層深切谷地層封閉之油
氣探勘概念
貝里斯海域盆地沉積環境與構造演化分
析
運用音頻大地電磁法研究宜蘭盆地北側
基盤
淺層人控音頻大地電磁法研究地埔里盆
地
小林村山崩場址折射震測調查
結合水平迴圈電磁波法與地電阻影像剖
面法調查掩埋廢棄物之案例研究
麓山帶蜿蜒測線震測成像模擬分析
GPS對流層資料於WRF模式同化分析夏
季中尺度降水之影響
GPS反射訊號應用於瞬時水面波形量測
井內透地雷達檢驗擋土牆結構
新化北勢土壤液化區域之近地表剪力波
波速變化及其影響深度範圍
地下污染探測資料三維分析展示技術
Cyclic tectonic movements at the junction
of collision to subduction in northern
Hualien, Taiwan
Neotectonics in the Lesser Caucasus area
重新處理1996-2010台灣連續GPS觀測資
料
利用2002-2010年GPS觀測資料探討台灣
西北部地表變形模式

第22頁（共44頁）

ˇ
ˇ
ˇ
ˇ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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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
編號

議程代碼

作者

69

1FB-S-G1-5

林耕霈, 張午龍, 張中白,
盧志恆

70

1FB-S-G1-6

鍾琬君, 胡植慶, 景國恩,
饒瑞鈞

71

1FB-S-G1-7

邱紀瑜, 張午龍

72

1FB-S-G1-8

王靜婷, 張有和

73

1FB-S-G1-9

施宗融, 趙丰, 張翠玉

74

1FB-R-G1-10

郭琍棻, 張午龍

75

1FB-R-G1-11

鍾肇興, 洪煌凱, 饒瑞鈞

76

1FB-R-G1-12

翁志傑

77

1FB-R-G1-13

蔡幸純, 洪煌凱, 饒瑞鈞

78

1FB-R-G1-14

童忻, 陳宏宇

79

1FB-S-NH1-15

80

1FB-S-NH1-16

81

1FB-S-NH1-17

82

1FB-S-NH1-18

83

1FB-S-NH2-19

84

1FB-S-NH2-20

吳秀珠, 鄭世楠

85

1FB-S-NH3-21

莊心凱, 林銘郎

86

1FB-S-NH3-22

黃玟菘, 林銘郎

87

1FB-R-NH1-23

88

1FB-R-NH1-24

89

1FB-R-NH1-25

90

1FB-R-NH1-26

91

1FB-R-NH1-27

講題

李浩瑋
李昀珊, 董家鈞, 廖志中,
潘以文
呂喬茵, 詹瑜璋, 胡植慶,
唐昭榮, 紀宗吉
余威論, Yuki Miyamoto,
董家鈞, Toshihiko
Shimamoto, 李錫堤, 李旺
儒
賴姵妤, 張翠玉, 趙丰, 吳
祚任

魏倫瑋, 鄭錦桐, 黃春銘,
紀宗吉, 蘇品如, 謝寶珊,
沈哲緯, 楊樹榮, 羅佳明
沈哲緯, 謝寶珊, 冀樹勇,
陳建忠
翁晨桓
甘志文, 高弘, 陳榮裕, 歐
國斌, 張建興, 辛在勤, 梁
文宗
唐昭榮

Study on fault-related surface deformation
of southwestern Taiwan by using GPS and
PSInSAR
台灣西南部嘉義地區連續GPS分析與地
殼變形研究
Crustal Deformation of Taipei Region from
Continuous GPS Observations, 2006 - 2010
花蓮美崙台地全新世的地形演育
分析長週期潮汐對地球日長量變化的影
響
台灣GPS時間序列的雜訊分析
2010年Mw 6.4甲仙地震之高取樣率
(1Hz)GPS同震地表位移研究
利用GPS連續站監測九芎坑斷層活動特
性與地區性訊號分析
台灣西南部在2009年莫拉克颱風期間之
GPS地表變形研究
利用合成空徑雷達干涉法量測台灣東部
地區震間地表變形
應用水文模式於淺層山崩預測模式之建
構
豪雨引致短期存在堰塞湖天然壩壩體重
建方法探討
應用離散元素分析潛在性山崩區 - 以廬
山地滑為例
速度-位移相關摩擦係數與巨型山崩運動
特性—以草嶺山崩為例
2010年智利地震海嘯模擬及傳遞過程探
討
桃園縣大規模災害緊急應變之探討—以
地震為例
物件導向遙測判釋方法應用於氾濫原細
部分類
側向侵蝕對頂部加載邊坡破壞之極限平
衡法探討
全臺都會區周緣坡地山崩潛勢評估
山坡地社區周緣環境地質災害防災主題
圖製作
分離元素法模型建置及山崩行為模擬
颱風引發山崩與土石流地動訊號分析
利用三維離散元素法探討1999年集集地
震誘發之草嶺山崩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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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
編號

議程代碼

92

1FB-R-NH1-28

李虹瑾, 張國楨, 陳柔妃

93

1FB-R-NH1-29

94

1FB-R-NH1-30

95

1FB-R-NH1-31

96

1FB-R-NH1-32

97

1FB-R-NH1-33

張鴻成, 宋國城
林彥之, 王子賓, 劉興昌,
游峻一
梁惠儀, 林伯勳, 冀樹勇,
王晉倫, 鐘啟榮, 邱世宜
葉致翔, 張國楨, 詹瑜璋,
林銘郎
陳雅琳Ya-Lin Chen,
Yue-Gau Chen, Manoj
Kumar Jaiswal, TzuShuan Wu, Meng-Long
Hsieh

98

1FB-R-NH2-34

廖崇翔

99

1FB-R-NH3-35

許振崑

100

1FB-R-NH3-36

鄭斯元, 林銘郎

101

1FB-R-NH3-37

黃俊翔, 林慶偉

102

1FB-S-H1 -38

吳尹聿, 張竝瑜, 張舒凱

103

1FB-S-H1 -39

朱怡姿

104

1FB-S-H1 -40

洪秋香

105

1FB-S-H1 -41

林銘軒

106

1FB-S-H1 -42

張舒凱, 張竝瑜, 吳尹聿

107

1FB-S-H2-43

張湘翎, 饒以馨, 賈儀平,
鄧茂華

108

1FB-R-H1 -44

謝頤祥, 翁聖恩, 陳家洵

109

1FB-R-H1 -45

110

1FB-R-H1 -46

111

1FB-R-H1 -47

黃國銘

112

1FB-R-H1 -48

羅國鼎, 吳銘志, 楊孟學

113

1FB-R-H1 -49

林燕初, 黃智昭, 王詠絢,
許世孟, 柯建仲

114

1FB-R-H1 -50

林宏奕

115

1FB-R-H1 -51

王瑋宏, 彭宗仁

作者

講題

莊伯禹, 李在平, 邱永嘉,
林燕初, 賈儀平
翁聖恩, 謝頤祥 YiHsiang Hsieh, 陳家洵

學生
壁報
比賽

運用數值地形模型初探草嶺山崩地區百
年來地表變遷
新開土石流之崩塌因素探討
運用地電阻影像剖面法調查新開部落崩
塌地
石門水庫集水區土砂災害環境監測及成
效評估研究
應用空載雷射掃描資料比對地質分佈狀
況 —以基隆河北岸順向坡為例
光螢光定年法應用於土石流沉積物 ─ 比
較單片法及單顆粒法
側向延散係數對雙井循環流場追蹤劑試
驗溶質傳輸的影響
應用現地調查輔助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土
砂災害監測
降雨入滲影響分層邊坡應力分佈之探討
影像自動分類崩塌之研究─以陳寶坑到老
人南溪一帶為例
利用二維地電阻對於雲林地區濁水溪沖
積扇地下水補注區範圍勘查之研究
新竹尖石井場地下水流徑綜合研判
利用MODFLOW配合SUB套件推估雲林
地區長期地層下陷趨勢
台北盆地地下水位變遷及水文地質架構
運用高解析度二維地電阻影像法描繪可
能存在於八卦-斗六丘陵西側的水文地質
邊界的可能性
放射性廢棄物天然類比研究－以馬王堆
漢墓為例
多深度微水試驗在高滲透性含水層薄壁
效應之理論探討
熱脈衝流速儀應用於調查岩層優勢水流
之研究
碎形幾何模式分析裂隙岩層多深度微水
試驗的疑義
台灣東部河川懸浮顆粒之特性與季節變
化
河床沖積物分布與降雨事件之關係對河
川能量評估以高屏溪為例
台灣中段山區地下岩層水力特性調查與
地下水位觀測井建置-以濁水溪流域為例
台灣山區地下水潛勢補注與開發潛能區以濁水溪中游為例
由穩定氫氧同位素鑑別景美溪湧泉坑地
下水之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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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
編號

議程代碼

116

1FB-R-H1 -52

117

1FB-R-H1 -53

118

1FB-R-H2-54

119

1FB-R-H2-55

120

1FB-R-H2-56

121

1FB-R-H2-57

陳農彬

122

1FB-R-H2-58

陳冠豪, 王子賓, 陳宜傑,
董天行, 陳建志

123

1FB-R-H2-59

黃武良, 鄧茂華, 賈儀平

124

1FB-S-M1-60

125

1FB-S-M1-61

126

1FB-S-M1-62

127

1FB-S-M1-63

128

1FB-R-M1-64

劉典育

129
130

1FB-R-M1-65
1FB-R-M1-66

蘇雅雯
林琖超, 陳燕華

131

1FB-R-M1-67

邱志成, 鄧茂華

132

1FB-R-M1-68

李雱雯, 鄧茂華

133

1FB-R-M1-69

賴高範, 李冠嬅, 李建興

134

1FB-R-M1-70

陳贊文, 林志明, 李建興

135

1FB-R-M1-71

136

1FB-R-M1-72

137

1FB-R-M1-73

138

1FB-R-M1-74

139
140
141

1FB-R-M1-75
1FB-R-M1-76
1FB-R-M1-77

作者

講題

彭宗仁, 陳冠宇, 陸挽中,
詹婉君, 董倫道, 汪中和
吳銘志, 楊孟學, 邱南殼,
張財榮
楊庭雅
王聖允, 陳政斌, 吳政諭,
范誠偉
陳政斌, 吳政諭, 鄭承恩,
王壬新, 劉欣典, 盧韋丞,
范誠偉

許珮筠, 郭雅雯, 詹佩臻,
王泰典, 翁祖炘
藍景宏, 蔡金河, 飯塚義
之, 鍾孫霖, 李寄嵎
楊雪婷, 江威德, 黃克峻,
楊懷仁
莊雅芬, 蕭炎宏, 江威德,
楊懷仁, 董國安

蘇建華, 方建能, 陳惠芬,
余炳盛
盧泓猷, 扈桂彰, 邱柔芳,
黃鐘慶, 李建興
葉美君, 李建興
楊傑, 蕭憲詩, 楊政憲, 陳
建易
廖柏欽, 陳惠芬
黃恩萍, 黃怡禎
林琪家, 陳燕華

學生
壁報
比賽

台灣中部山區各類水體穩定氫、氧同位
素組成之初步探討
利用多時序遙測影像分析蘇花路廊工程
之水文環境變化
關渡平原地下水流動模擬
中正大學寧靜湖水質分析
放流水承受水體中磷之組成分析
應用類神經網路模式推估二維徑向收斂
流場追蹤劑試驗之縱向及側向延散度
運用跨孔地電阻影像剖面法監測地下污
染場址之可行性研究
核廢料處理之地化模擬研究: 添加銅屑於
回填料中以減緩銅罐之溶蝕
人工風化循環對不同泥質含量砂岩力學
特性的影響－以大寮層砂岩為例
萬榮地區構造地塊岩石及圍岩角閃石環
帶與全岩地化之地質隱示
臺灣西南部古亭坑層斷層帶低溫流體礦
化作用
高雄內門玄武岩之蝕變作用與次生黏土
礦物初探
氧化鐵奈米管之合成與重金屬吸附之應
用
利用氧化鐵奈米礦物捕捉二氧化碳
氧化鐵奈米管之合成與光催化之應用
以高合成效率之新製程解決石墨包裹奈
米鐵晶粒的產物自燃問題
石墨包裹鐵鎳合金奈米晶粒製程之初步
研究
水熱法合成鈣鈦礦結構的BiFeO3奈米粉
末之研究
鈣鈦礦型BiFeO3與摻雜Pb之BiFeO3之高
壓相轉變
鏽蝕古銅器次生礦物的回顧
含銅礦物抗菌能力之研究
水熱法合成的CePO4粉末之特性與發光
性
碳酸鈣仿生礦物之相變化研究與其在混
凝土表面之應用
沸石在不同濃度下的銨離子吸附能力
寶石熱處理之研究
改質矽藻土於綠建材上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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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
編號

議程代碼

142

1FB-R-M1-78

143

1FB-R-M1-79

144

1FB-S-O1-80

鄧家明, 王天楷, 楊本中,
李昭興, 劉家瑄

145

1FB-S-O1-81

曾世霖, 林殿順, 蘇志杰,
保柳康一, 許樹坤, 官仁
地

146

1FB-S-O1-82

朱彩華, 楊本中, 王天楷

147

1FB-S-O1-83

楊本中, 王天楷, 鄧家明,
劉家瑄

148

1FB-S-O1-84

張雅婷

149

1FB-S-O1-85

張筱佩, 林殿順, 蘇志杰,
李昭興, 林啟文

150

1FB-S-O1-86

王亮鈞, 李昭興

151

1FB-S-O1-87

林綉媚

152

1FB-S-O1-88

吳浩維, 李昭興

153

1FB-S-O1-89

梁進維, 李昭興

154

1FB-R-O1-90

155

1FB-R-O1-91

156

1FB-R-O1-92

157

1FB-R-O1-93

姜智文, 許樹坤, 陳建志

158

1FB-R-O1-94

周泓群

159

1FB-S-GM-95

簡瑋延, 李錫堤

160

1FB-R-GM-96

陳冠廷

161

1FB-R-GM-97

林宗儀, 翁健三, 陳華玟,
郭麗莉

162

1FB-R-GM-98

李佩倫, 范惠然

163

2FA-S-S1-1

作者

講題

李毓和, 陳惠芬, 方建能,
飯塚義之
吳尚庭, 林子瑜, 黃貞毓,
劉宜庭, 鄧茂華

林慶仁, 張旭光, 陳柏棋,
張家溥, 郭本垣, 王兆璋
林智偉, 許樹坤, 蔡慶輝,
張逸中
陳揚琛, 許樹坤, 林殿順,
林欣怡

林侑頻, 趙里, 洪淑蕙

屏東隘寮溪流域的熱水礦物富集特性與
地質構造關係之初探
以密度量測方法研究藍晶石熱分解反應
動力學
從2009 TAIGER海底地震儀與多頻道震
測資料分析臺灣西南海域的地殼速度構
造
高屏海底峽谷系統的沉積特徵
以1995 TAICRUST長支距反射震測資料
分析跨越台灣增積岩體南段之速度構造
南海東北端與臺灣增積岩體區之
2009TAIGER震測地體構造與速度模型
台灣西南海域上部斜坡處斜坡盆地的沉
積與演化過程
台灣東北外海沖繩海槽及龜山島附近之
海床沉積物特徵
台灣東部海岸山脈到加瓜海脊的深部地
殼構造研究
琉球弧前最西側隱沒與碰撞交界地區的
深部構造
利用海底地震儀探討馬尼拉海溝-呂宋島
弧的地體構造
利用廣角折射剖面來分析馬尼拉海溝至
呂宋島弧的地殼速度構造

學生
壁報
比賽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海底地震儀用水下聽音器的研發
聲納反射係數反應海床底質的初步探討
台中至彰化外海之震測構造與層序分析
Sensitivity test of marine electrical
resistivity method for sulfide and methane
hydrate
高雄旗山斷層末端:橫移拉張斷層的地質
構造
應用物件導向方法進行斜坡單元之自動
產製
GIS空間迴歸分析住宅土地利用類型之選
擇─以台南市虎尾寮重劃區為例

ˇ

台灣西北海岸濱線變遷研究
彰化平原地區的沙丘分佈及其土地利用
之研究
Studying the Crustal Structure of Taiwan
Using First-Arrival Times from the
TAIGER Active-Sourc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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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2FA-S-S1-2

張齡云, 陳建志, 李雅渟,
馬國鳳, 林彥宇

165

2FA-S-S1-3

鄭惠文, 李憲忠, 馬國鳳

166

2FA-S-S2-4

柯彥廷, 郭本垣, 洪淑蕙

167

2FA-S-S3-5

陳若豪

168

2FA-S-S3-6

趙韋安, 吳逸民, 趙里

169

2FA-S-S1-7

林貴梅, 溫國樑, 陳俊德,
黃雋彥

170

2FA-S-S1-8

涂鳳珊, 龔源成

171

2FA-S-S1-9

黃敬棠, 唐啟家, 溫士忠,
陳朝輝

172

2FA-S-S2-10

林承恩, 陳卉瑄, 陳淑俐

173

2FA-S-S2-11

莊育菱, 陳卉瑄, 劉啟清

174

2FA-S-S2-12

呂莛鈺, 陳卉瑄, 陳淑俐

175

2FA-S-S2-13

魏嘉儀

176

2FA-S-S2-14

177

2FA-S-S2-15

178

2FA-S-S2-16

張育群, 陳卉瑄
謝欣崧, 林靜怡, 李昭興,
梁進維
陳彥甫, 林靜怡, 李昭興,
許樹坤, 梁進維

179

2FA-S-S2-17

曾羽龍, 陳卉瑄, 陳淑俐

180

2FA-S-S2-18

181

2FA-S-S3-19

阮黎明, 吳逸民
鄭斐文, 溫國樑, 陳俊德,
黃雋彥

182

2FA-S-S3-20

183

2FA-R-S1-21

184

2FA-R-S1-22

185

2FA-R-S1-23

186

2FA-R-S1-24

戴一明, 張午龍

187

2FA-R-S1-25

王正誠

188

2FA-R-S1-26

陳俊德, 溫國樑

李知穎, 梁文宗, 饒瑞鈞
潘昌志, 邱俊達, 陳宏嘉,
郭鎧紋, 辛在勤
林聖翰, 饒瑞鈞
吳子修, 黃明偉, 張芝苓,
劉淑燕, 柯明淳, 溫國樑

Power spectral analysis of microearthquake sequence recorded by the
Taiwan Chelungpu-fault Drilling Project
結合連續格點搜尋與地震矩張量逆推技
術即時監測台灣東北外海地震活動
A new method for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attenuation and the scaling law between
corner frequency and seismic moment
中央山脈南段地震活動度之探討
利用強地動P波包絡振幅之反投影法來層
析破裂方向與滑移分佈
台灣東部花東縱谷場址分析及陷波的可
能性之探討
Earthquake magnitudes based on CodaDerived Moment-Rate Spectra in Taiwan
越南 Song Ma斷層之低頻地震研究
斷層復原示蹤劑： 餘震衰減與重複地震
波形變化
台灣地區應變異常訊號與非火山微震訊
號之相關性
中央山脈下方低頻群震事件之特性及其
與流體活動的關係
Basement Imaging Using Sp Converted
Phases in Chia-Nan, Taiwan
宜蘭地區群震之遷徙特性
台灣東部海域之非火山性微小地震的偵
測以及其特徵討論
由海底地震儀資料探討加瓜海脊鄰近區
域之地震構造
尋找馬尼拉隱沒帶之蹤跡: 導波特性與強
地動、震波到時異常之關係
北越初步震源機制與斷層系統之關連性
利用甲仙地震災害研究嘉南平原場址特
性
臺灣地區2-18Hz之噪訊振幅的季節性變
化
2010年台灣地區地震活動回顧
台灣地區餘震序列活動特性之研究
台灣特徵地震發生機率與強地動預估之
研究
台灣地區大地震前後地震度與庫侖應力
變化的關係
應力轉移於餘震斷層面之檢測與分析-以
集集地震為例
2010甲仙地震二維有限差分震波模擬

第27頁（共44頁）

學生
壁報
比賽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頁碼

代碼編碼原則: 展示間-R: 一般/ S: 學生比賽-子題代碼-順序

壁報
編號

議程代碼

作者

189

2FA-R-S1-27

楊世緯, 馬國鳳, 王郁如,
顏銀銅

190

2FA-R-S1-28

陳思蘋, 黃蕙珠, 吳澄峰

191

2FA-R-S1-29

吳澄峰, 黃蕙珠

192

2FA-R-S1-30

黃明偉

193

2FA-R-S1-31

黃雋彥, 溫國樑, 陳俊德,
蘇聖中

194

2FA-R-S1-32

黃瑞德, 張若磐, 張文彥,
林祖慰

195

2FA-R-S1-33

凃道霖, 安藤雅孝, 熊谷
博之, 山中佳子, 林正洪

2008年琉球隱沒帶之超低頻地震活動

196

2FA-R-S1-34

郁文哲, 宋德濡

Temporal velocity changes in the deep crust
associated with the great Sumatra
earthquakes: strain rate dependent processes

197

2FA-R-S2-35

莊玉蓮, 林靜怡, 李昭興,
梁進維, 林義欽, 陳彥甫,
謝欣菘

由海底地震儀資料探討2010年2月規模
8.8智利大地震的餘震分佈

講題

198

2FA-R-S2-36

簡珮如, 曾泰琳, 梁文宗

199

2FA-R-S2-37

卓彥宇, 李昭興

200

2FA-R-S2-38

201

2FA-R-S2-39

202

2FA-R-S2-40

203

2FB-S-T1-1

丁權, 陳文山

204

2FB-S-T2-2

梁媛翔, 葉孟宛, 李通藝

205

2FB-S-T1-3

許宏昌

206

2FB-S-T1-4

張冕, 李建成, 陳柔妃, 劉
勇君

207

2FB-S-T1-5

盧卡斯

208

2FB-S-T1-6

陳佩竹, 宋聖榮, 曹崇銘

209

2FB-S-T1-7

黃宣維, 胡植慶, 黃旭燦,
黃鐘

210

2FB-S-T2-8

陳其昌, 謝孟龍, 饒瑞鈞,
景國恩

李柏寬, 簡維成, 郭耀文,
王乾盈
紀宗志, 黃柏壽, 朱露培,
黃文紀, 陳棋炫
朱傚祖

學生
壁報
比賽

板塊介面及內部地震對台灣北部地區強
地動之影響
利用單站頻譜比法探討苗栗地區之場址
特性
利用混合格林函數法模擬1999年嘉義地
震之強地動
使用震波速度模型計算宜蘭平原之場址
效應
利用強地動記錄計算2008年汶川地震之
同震變形量
走向滑移地震的破裂方向性分析－以
2001年中國大陸崑崙地震和2002年阿拉
斯加迪納利斷層地震為例

Regional Moment Tensor Invers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for Southwest
Taiwan and Tibet.
花東海盆至琉球海溝的地震分佈及地體
構造研究
利用波線追跡法探求台灣北部莫何面深
度與南北向上的變化
利用接收函數及CCP Stacking方法探討台
北盆地的地殼構造
台灣和平地區大南澳變質雜岩假玄武玻
璃岩之發現
台灣西北部新竹斷層活動性之研究
中非剪切帶上錯移河流與斷層活動之關
係
應用高解析度地形與河流剖面資料探討
海岸山脈北段之新期構造運動
縱谷斷層池上地區晚全新世以來河階的
演育：斷層活動及河川沈積的關連與交
互作用
Insights from the deformational history of
the Taimali area SE Taiwan: is the orogen
back-thrust active?
車籠埔斷層帶之最小顆粒分析
Neotectonics in Hsinchu area, northwestern
Taiwan based on 3-D structural geometry
and geodetic measurements
藉由高山的抬升與侵蝕作用探討台灣的
地形穩定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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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FB-S-T2-9

212

2FB-S-T2-10

鄭伊雯, 楊耿明, 吳榮章,
張資宜, 徐祥宏, 梁守謙,
王佳彬, 傅式齊
王信雄, 李元希

213

2FB-S-T2-11

蔡宛玲, 李元希, 藍志豪

214

2FB-S-T2-12

215

2FB-S-T2-13

216

2FB-S-T2-14

217

2FB-S-T2-15

218

2FB-S-T2-16

219

2FB-S-T2-17

220

2FB-S-T2-18

陳建安, 葉恩肇, 李德貴,
陳朝志, 董倫道, 林蔚
王積慶, 羅偉, 盧建中, 何
恭睿
莊博元, 楊耿明, 丁信修,
王佳彬
林易賢
曹嘉修, 李通藝, 黃進達,
邱宇平, 吳詩敏, 楊雅淇,
吳榮章
陳玟瑀, 李元希, 譚錫斌,
徐錫偉, Cook
董友元, 李元希
林郁伶, 葉孟宛, 鍾孫霖,
藍晶瑩, 李通藝, Punya
Charusiri
楊雅淇, 李通藝, 葉孟宛,
吳榮章
吳詩敏, 葉孟宛, 李通藝
陳彥傑, 宋國城, 陳昭男,
張鴻成
石瑞銓, 王維豪, 李元希,
陳致融, 陳文山

邊緣和尾弧前陸盆地的差異

ˇ

雪山山脈北段的剝露歷史及其構造意義
雪山山脈的鋯石鈾鉛定年及其地體構造
含意

ˇ

台灣東北部變質岩之磁感率異向性初探
宜蘭清水地區大溪剖面之破裂面與區域
構造關係之初步研究
台灣西北部鐵砧山地區三維地下構造形
貌
由磷灰石核飛跡定年分析旗山斷層及其
鄰近地區構造演化
第四紀澎湖水道遷移之探討
由低溫熱定年分析龍門山斷層的構造歷
史
四川松潘-甘孜造山帶丹巴背斜的剝蝕歷
史與抬升機制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首次寒武紀基盤於泰國中部之發現與其
地殼與構造演化之意義

ˇ

非洲中部剪切帶之活動史分析

ˇ

非洲中部剪切帶構造發展之研究
台灣造山帶與Finisterre Mountains的非均
衡河流水力侵蝕模型比較研究
新竹斷層淺部地下構造及斷層運動學分
析
Pyrite alteration and neoformed magnetic
minerals in the fault zone of the Chi-Chi
earthquake (Mw 7.6, 1999), Taiwan
應用永久散體干涉技術量測西南地區的
地表變形
台灣西南部地形變遷研究
中央山脈東翼片岩帶與板岩帶間之地質
構造研究
台灣中部橫貫公路大禹嶺地區石英脈與
液包體之研究
北台灣麓山帶的磷灰石核飛跡定年及其
構造上含意

ˇ

221

2FB-S-T2-19

222

2FB-S-T2-20

223

2FB-S-T2-21

224

2FB-R-T1-22

225

2FB-R-T1-23

226

2FB-R-T1-24

227

2FB-R-T1-25

228

2FB-R-T2-26

吳育雅, 胡植慶, 張中白,
盧志恆
張鴻成, 宋國城

229

2FB-R-T2-27

陳柏村, 姜彥麟

230

2FB-R-T2-28

羅 偉, 廖珙含

231

2FB-R-T2-29

賴旆綺, 羅清華, 李元希

232

2FB-R-T2-30

邱宇平, 葉孟宛, 李通藝,
王義昭

高黎貢剪切帶與崇山剪切帶之構造歷史

233

3FA-S-B1-1

賴序衡, 鄭婷文, 林立虹

磁黃鐵礦與二氧化碳在近地表環境條件
下對橄欖石蛇紋岩化產氫反應的影響

周祐民, 宋聖榮, 宋艷芳,
李德貴, 葉恩肇, 陳一銘

學生
壁報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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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3FA-S-B1-2

孫嘉璘, 林立虹, 林曉武,
王珮玲

235

3FA-S-B1-3

236

3FA-S-B1-4

陳韻如, 王珮玲, 孫智賢,
林立虹
邱怡萍, 張永欣, 賴玟錦,
蔡文瑜, 鄭婷文, 王珮玲,
林立虹

237

3FA-S-B1-5

賴玟錦, 張永欣, 林立虹,
王珮玲

238

3FA-S-B1-6

鄭婷文, 林立虹, 王珮玲,
朱寶萱, 張永欣, 湯森林,
孫智賢

239

3FA-S-B1-7

蔡吉義

240

3FA-R-B1-8

蔡文瑜

241

3FA-R-B2-9

242

3FA-R-GE1-10

張博翔, 簡錦樹, 李朝暉
劉淑燕, 張芝苓, 黃明偉,
吳子修

243

3FA-R-GE1-11

何信昌, 郭麗秋, 徐長愷

244

3FA-S-ST2-12

蘇清全, 陳文山

245

3FA-S-ST1-13

246

3FA-S-ST1-14

247

3FA-S-ST2-15

駱亞俊, 李通藝, 陳華玟

248

3FA-S-ST2-16

余奕南, 劉瑩三

249

3FA-R-ST1-17

張致翰, 袁彼得

250

3FA-R-ST1-18

吳柏霖, 顏君毅

251

3FA-R-ST2-19

翁熙甯, 劉瑩三, 余奕南

范力仁, 楊耿明, 吳榮章,
蔡錦椿
黃進達, 李通藝, 吳榮章,
丁志興

252

3FA-R-ST2-20

253

3FA-R-ST2-21

游能悌, 吳文隆, 費立沅,
紀宗吉, 蘇品如, 謝文誠,
楊智堯
巫姿萱, 陳于高

254

3FB-S-V3-1

李瑞清, 陳文山, 鍾孫霖

以Thermodesulfobacterium與Desulfovibrio
菌株之硫酸還原作用探討溫度與硫同位
素分餾之關係
從同位素分餾及微生物族群之轉變探討
溫度對產生甲烷途徑之影響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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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ˇ

台灣東部雷公火泥火山之微生物族群於
三度空間的分佈

ˇ

台灣東部雷公火泥火山沈積物岩芯之孔
隙水地球化學特性及其微生物活動之隱
示

ˇ

Microbial Compositions and Methane
Cycling at the Shin-Yan-Ny-Hu Mud
Volcano, Taiwan

ˇ

利用猪尿與石灰應用於微生物誘導碳酸
鈣沉澱作為土體加固的技術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microbial
community in shallow-sea hydrothermal
environment of the Kueishantao Island,
Taiwan
利用蒙脫石移除水中四環素污染的研究

ˇ

近年大規模震災事件分析
建構基於概念基模為本的地質知識樹應
用於地質知識分類與檢索-以臺灣地質知
識服務網為例
蘭陽平原末次冰期以來沉積環境變遷與
構造特性
臺南地區內麓山帶前陸盆地沉積層序
南海大陸北坡潮汕凹陷之層序地層學研
究
台灣西南部屏東平原地區晚第四紀井測
紀錄對比研究
花東縱谷河流沉積物成分分析
台灣西南部屏東平原之洪氾事件與沉積
學研究
北埔海濱沉積物分布特性分析
台灣東部水璉地區陶片碳物質成分拉曼
光譜研究

ˇ
ˇ
ˇ
ˇ
ˇ

淡水河以西與大漢溪流域的松山層層序
螢光熱定年工具初探-由不同源岩的石英
福建閩西南地區古生代地層的碎屑鋯石
鈾鉛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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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議程代碼

作者

255

3FB-S-V3-2

周賢元, 李瑞清, 陳文山,
鍾孫霖

256

3FB-S-V3-3

馮瀚亭, 陳文山, 鍾孫霖

257

3FB-S-V1-4

258

3FB-S-V2-5

259

3FB-S-V2-6

260

3FB-S-V3-7

261

3FB-S-V3-8

講題

鄒惠雯, 楊燦堯, 張水昌,
王佩玲, 藍德芳, 李曉芬,
溫心怡
楊松毅, 蔡龍珆
王壬新, 劉欣典, 鄭承恩,
吳政諭, 范誠偉
蔡佩璇, 游鎮烽, 黃國芳,
劉厚均, 孫有斌
林俞青, 鍾孫霖
偕嘉如, 王國龍, 飯塚義
之, Victor Kovach,
Suzanne Y. O’Reilly,
William L. Griffin,
Norman J. Pearson,
Vladimir Yarmolyuk,
Mikhail Kuzmin
何恭算, 葛文春, 陳汝勤,
游鎮烽, 楊懷仁

262

3FB-S-V3-9

263

3FB-R-V1-10

264

3FB-R-V1-11

郭子興

265

3FB-R-V2-12

李宗翰, 李紅春, 張引

266

3FB-R-V2-13

余樺峻, 李宗翰, 李紅春

267

3FB-R-V2-14

李俊逸, 陳建易

268

3FB-R-V2-15

林子軍, 陳建易

269

3FB-R-V2-16

林品芸, 陳建易

270

3FB-R-V2-17

271

3FB-R-V2-18

272

3FB-R-V2-19

273

3FB-R-V2-20

274

3FB-R-V2-21

275

3FB-R-V3-22

許鈞湄, 陳建易
劉 娟, 陳永亨, 李紅春,
王津, 宋剛
孫智賢, 吳榮章, 陳若玲
邱靖堯, 李紅春, 林慧玲,
扈治安
鄭承恩, 劉欣典, 吳政諭,
楊天南, 范誠偉
張錦澤, 郭政隆, 沈俊卿,
張光宇, 莫慧偵

利用鈾鉛定年解析台灣中部漸新統—中
新統沉積岩地層之碎屑鋯石其沉積來源
及剝蝕歷史
從蘇澳-南澳的大南澳片岩碎屑鋯石鈾鉛
定年研究探討地層年代
台灣北部地區大屯火山群火山噴氣之硫
同位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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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ˇ
ˇ

土地利用現況之評分系統研究
寧靜湖顆粒物質中脂肪族碳氫化合物之
化學分析

ˇ

利用鋰同位素探討黃土化學風化變化

ˇ

阿拉伯-歐亞板塊碰撞造山帶火山岩之地
球化學與時空規律

ˇ

富化岩石圈地函的地球化學特徵：以蒙
古Tariat地函包體為例

ˇ

東北大興安嶺中段晚新生代火山岩之地
球化學研究
菲律賓中部Taal湖地區過去500年來的環
境變化：沉積物中有機碳δ13C紀錄
二仁溪牡蠣養殖:影響因素和生長速率之
研究
台南二仁溪養殖牡蠣重金屬濃度之研究
調查
利用無患子溶液來清除汙染土之重金屬
的效果
以羥基磷灰石奈米粒子吸附污染水體中
之氟離子
利用泡沫分餾製備奈米銳鈦礦及光催化
與抗菌應用
使用台灣烏山頂泥火山吸收粘土抗生素
粵北某鈾尾礦區地表水環境品質的初步
研究
土壤二氧化碳通量測量及影響因子探討
台灣西南海域岩心OR1-858-11地球化學
特徵
湖泊底泥表層沉積物脂肪族碳氫化合物
化學分析
Application of C6-C8 Hydrocarbons
Technique on petroleum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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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

276

3FB-R-V3-23

張錦澤, 沈俊卿, 莫慧偵,
黃旭燦, 陳佑吉, 林政遠

277

3FB-R-V3-24

邱仲信

278

3FB-R-V3-25

279

3FB-R-V3-26

280

3FB-R-V3-27

281

3FB-R-V3-28

282

3FB-R-V3-29

吳素慧, 陳若玲, 余輝龍
邱宇平, 吳詩敏, 曹嘉修,
林郁伶,劉怡岑, 陳建安
黃珮庭, 楊懷仁, 劉永欣,
徐櫻瑞, 蕭炎宏, 飯塚義
之, 高澤榮一
張堯婷, 蘇同新, 楊懷仁,
蕭炎宏
陳秋芸, 游鎮烽, 黃國芳,
劉郁青

利用石油輕碳氫化合物複合成份
[ (N61+N51)/(P2+P3+N2) 和N61/N51] 值
辨識原油
西非被動大陸邊緣盆地之油氣生成移棲
模擬研究
竹頭崎構造鄰近地區油氣來源再探討
臺灣東部和平花岡岩之岩石學研究
綠島火成岩之斜長石環帶現象與岩相微
組織於岩漿演化之意義
超臨界二氧化碳–水–長石系統之礦物及
化學反應變化
咖啡豆之硼同位素比值分析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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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龜山島火山地質簡介
一、前言
龜山島位於宜蘭東方約 12 公里的海面上，全島面積約 2.7 平方公里，東西長約 3 公里，
南北寬約 2 公里，四周海岸線約 10 公里長，屬宜蘭縣政府所管轄。從台灣本島遠眺龜山島，
外形酷似一隻浮出水面喘息的海龜，因而得名，它始終是宜蘭人的心靈歸宿和精神象徵。地
形上可分為龜首、龜甲和龜尾等三個部分，主要是由安山岩質之熔岩流和火山碎屑岩互層所
構成的火山島，最高峰為 401 公尺。
如果用地質科學的語言來描述龜山島，全島都是由岩漿所凝固的「火山岩」，而且尚可
發現旺盛的「硫氣孔」和「噴氣孔」，以及由海底冒出的大量「湧泉」，再再說明龜山島是
一座不折不扣的「火山島」，也正是火山學者研究火山的夢幻之島。
多年管制之後，龜山島開放參觀，島上擁有豐富、保存完好的地形和地質景觀，及豐富
的動、植物資源，現今掀開神秘面紗，供一般人登島遊覽，一窺究竟。筆者在此特別鄭重呼
籲，在探訪龜山島的同時，務必愛護島上的一石一木，千萬別隨意破壞自然景觀，遵從除了
影像之外，什麼都不取；從了足跡之外，什麼都不留的環保理念。
二、火山岩分布和可能噴發形成方式
從野外的調查結果顯示，龜山島所出露的火山岩產狀包括有火山熔岩、火山灰落堆積物、
火山碎屑岩、火山泥流以及熱水換質岩石。其中，以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出露最多，火山灰
落堆積物次之。火山熔岩是岩漿從火山口流出後冷卻所形成，因龜山島火山的噴發年代相當年
輕，還保持完整的火山地形，故從其地形和熔岩流分布，可研判熔岩流的分布和上下關係。
火山熔岩的形成可能有二，一是岩漿流出火山口後，沿著地形低處流動分布，因岩漿為
安山岩質，黏滯性較高且流出火山口後的冷卻效應影響，不易流動至遠處，常冷卻堆積在火
山口附近，形成較陡的地形特徵和熔岩台地。龜山島區域內大部分的火山熔岩，就是此種成
因所形成，尤其是北坡和西北坡的熔岩流，沿著海邊可往上(可能火山口位置)追蹤，形成一
扇狀、標高約100~150公尺左右的熔岩台地，或是熔岩嶺脊。因其抗侵蝕風化的能力較火山
碎屑岩高，故較容易保存下來。另一種則是因岩漿的黏滯性過高，不易流出火山口往低處流
動，所以形成火山穹窿的地形特徵，如龜山島西南邊的小山頭，可能就是此種成因所形成。
另外，在島的西方和西北方接近海平面處，有一層棕紅色表面富氣孔的Aa熔岩，此層熔岩流
可能是富含氣體的岩漿在陸上噴發後，未完全凝固前與空氣中的氧氣發生熱氧化作用所形成
的。
火山碎屑岩是因火山經劇烈爆發後所形成的一種火山岩。其組成的火山岩顆粒大部分大
於64 mm以上，且呈角礫狀。火山碎屑岩是火山噴發形成火山碎屑流所堆積的，火山碎屑流
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由火山噴發柱因密度太高、重力作用引發 崩塌所形成，其產物主
要以密度較輕的浮石所組成，一般稱為浮石碎屑流。另一種則是由岩漿穹窿的崩塌所形成，
其產物主要是由角礫狀、密度較高的岩塊所組成，一般稱為岩塊碎屑流或岩塊火山灰碎屑流。
龜山島區域內的火山碎屑岩，主要分佈在龜山島的龜首、南半部和西北邊地區，主要由密度
高、角礫狀的安山岩質角礫岩所組成，是屬於由岩漿穹窿崩塌作用所形成的產物。
火山灰落堆積物是火山碎屑物被噴到空中，然後再掉落至地上堆積，所形成了火山產
物。龜山島火山的火山灰落堆積物主要分布在龜首至龜頸部分，由大大小小不等的火山碎屑
顆粒、以顆粒支持的堆積分式所形成。
火山泥流堆積物是由火山噴發同時或火山噴發後，疏鬆的火山物質遇到天水或地表水，
然後與之混合後往下游低地移動所形成的，類似在非火山地區所發生的土石流。龜山島區域
內的火山泥流分布有限，主要分布於龜山島西北端和西邊，是由岩性較複雜的碎屑岩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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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漿中之H2S與SO2等氣體上升到距地表兩、三百公尺左右，易受氧化作用形成硫酸，故
在噴氣孔附近的溶液和氣體多呈強酸性，能夠腐蝕周圍安山岩，使之脫色或換質成"白土"。
此類白土以蛋白石化作用為主，即安山岩中各金屬離子除矽之外，皆被酸性水溶液溶蝕而淋
失，殘留之膠狀二氧化矽轉變成輕而鬆之蛋白石質岩石，其中部分結晶成低溫方矽石，或局
部變成鱗矽石，但甚少含微晶的石英。由於淋失作用在酸液湧出的中心較嚴重，故此換質帶
的變化成帶狀分佈，即為熱水換質岩。龜山島區域內的熱水換質岩石分布有限，呈白色至灰
白色疏鬆的白土，主要分布於龜山島東北端、西北翼和南麓等局部地區，過去曾有開礦取白
土的紀錄。
三、火山岩層序
從野外調查各火山熔岩的關係，龜山島區域內各火山體的火山噴發層序如(圖-1)所示。
其中，龜甲火山包括有六層火山熔岩流，中間夾雜數層火山碎屑流，由安山岩質角礫岩中所
捕獲的石英砂岩之捕獲岩，利用熱螢光定年法測定石英的螢光反應，獲得此層噴發的年代約
為7,000年左右，其上最少還覆蓋有兩層熔岩流和兩層火山碎屑岩，顯示7,000年以來龜山島
龜甲火山，還發生有四次的火山噴發。龜首火山的火山灰落堆積物為覆蓋在龜山島最上面的
火山噴發物，由龜甲的定年得知，其噴發活動時間應年輕於7,000年。另外，從北坡鑽井資料
得知，龜山島在地表以下300公尺的厚度內，最少存在有12層火山熔岩流，中間夾有火山碎
屑流堆積物和火山泥流堆積物，顯示過去龜山島火山噴發相當頻繁，且為一典型的複式(層
狀)火山。
四、火山口(體)位置
從野外調查結果顯示及地質剖面(圖-2)，龜山島區域內的火山岩熔岩流分布、地形特徵、
火山碎屑流岩層層面分布、與岩石特性等，龜山島火山可能包括有兩座火山，一座為龜山島龜
甲部分，火山口可能位於 401 高地；另一座為龜首及其他沒入海中部分。龜甲火山口共噴出最
少 6 層熔岩流，其中夾雜有數層火山碎屑流和火山泥流。而龜首火山底部噴出大量的火山碎屑
流，其上被一層火山灰落堆積物所覆蓋，從野外的疊置現象判斷，龜山島最後一次的火山噴發，
可能從由龜首所噴出的火山灰落堆積物，主要覆蓋於龜頸處。從現有地形特徵和火山崩落或侵
蝕的現象，嘗試恢復龜山島火山原有的地形形狀如。
五、火山噴發環境
龜山島的火山噴發產物，從野外露頭來研判，火山碎屑岩的比例相當的多，遠多於熔岩
流的組成，其火山噴發指數（火山碎屑岩的量/火山碎屑岩＋熔岩流的量）相當的高，顯示龜
山島的火山噴發是以爆發性的噴發為主，展現典型的安山岩岩漿活動的特性。
龜山島是一個海島，因此，一般人會理所當然地認為，它是岩漿在海底噴發，和現在位
在其東方海域的海底火山一樣，然後再慢慢地堆積形成的。其實不然，雖然龜山島火山噴發
時，無人見證它是在海底或是在陸上噴發的，但可從其噴發的產物，一窺究竟，探討其是在
何種環境下所形成的。
海底火山噴發產物最大的特徵，是當岩漿從地底下上升到地表噴發時，會碰到厚層的海
水，快速冷卻形成玻璃質的岩石。火山若在深海的環境，岩漿噴發速度夠快且量大時，將形
成厚層塊狀的熔岩流，如大部分海底中洋脊的噴發。若岩漿噴出的速度較慢，則形成枕狀熔
岩。在淺海的環境中噴發，岩漿將會與海水作用，發生水成火山噴發，產生較劇烈的噴發作
用，形成枕狀角礫岩和玻璃凝灰岩。
在陸上噴發的中性安山岩岩漿，若岩漿中含有較多的氣體，將發生劇烈的噴發，如 1991
年菲律賓皮納吐坡火山的噴發，火山噴發柱的高度可達到 20 公里的高空，產生大量的火山灰
和火山碎屑流的堆積；若岩漿中所含的氣體較少時，將以較溫和的形式噴發。因中性岩漿的
黏滯性較大，除了部分產生熔岩流流出火山口外，大部分會以熔岩丘的方式噴發出來，如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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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的雲仙火山，火山噴發當時，安山岩質的岩漿如擠牙膏的方式，在火山口附近，形成
垂直高約 200 公尺的熔岩丘，因熔岩丘的角度過大而發生崩塌，形成火山碎屑岩的堆積。陸
上噴發的岩漿在地表上流動時，容易與空氣中的氧氣起反應，發生熱氧化作用，在岩石表面
形成紅棕色的特徵。
龜山島火山岩的產狀，主要是熔岩流與火山碎屑岩的互層為主，含有熔岩丘。熔岩流有
阿ㄚ熔岩、塊狀熔岩和塊熔岩，並無枕狀熔岩的出露，且阿ㄚ熔岩的表面為紅棕色，這些證
據顯示龜山島的熔岩流可能是陸上噴發的產物。火山碎屑岩的特徵雖無直接證據指示其是在
何種環境下噴發的，但碎屑岩塊並非以玻璃質岩性為主，而且也沒有玻璃凝灰岩的出露，顯
示其是在海底噴發的。所以，龜山島的火山作用可能主要是在陸上噴發的。
六、龜山島可能的火山災害
龜山島火山未來若噴發，依據該火山過去的噴發特徵和產物分布情形，應該會有火山熔
岩流、火山碎屑流堆積物、火山泥流堆積物和火山灰落堆積物等火山災害。但龜山島為一火
山島，目前島上除了海巡署人員外，無其他住民，另建築物也很少，故若有火山噴發，所產
生的火山熔岩流、火山泥流堆積物和火山碎屑流堆積物所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將會
很少。但火山灰落堆積物則不然，其會受到風向的影響，若是夏天發生火山噴發，則對其鄰
近宜蘭平原的危害較小，但若是在冬天東北季風吹起時，發生火山噴發，把大量的火山灰噴
至空中，受到強勁的東北季風影響，大量的火山灰會被吹向西南方—宜蘭平原，則對宜蘭平
原將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圖-3 是假設發生似菲律賓 Pinatubo volcano 1991 年噴發出來的量約
5-8 立方公里的浮石，則宜蘭平原被火山灰所覆蓋的面積和厚度。
另外，龜山島為一火山島，若是發生劇烈的火山噴發作用，會破壞火山體，引發海嘯，
如過去歷史上最有名因火山噴發發生海嘯的兩個火山，於 3500 年前希臘南方愛琴海上的
Santorini volcano，或是 1883 年印尼蘇門達臘和爪哇島之間的 Krakatau volcano 的爆發，形成
高達 25-30 公尺的海嘯。但此兩個火山的火山體高度和大小，都比龜山島的火山體大很多(約
6-7 倍)，故以此判定，龜山島若是發生劇烈火山噴發，引發海嘯的規模約為 4-5 公尺的海嘯，
則首當其衝的宜蘭平原將被 4-5 公尺的海嘯所侵襲。
另外，龜山島的坡度相當的陡峭，若有岩漿上湧發生火山地震，可能造成火山體的不穩
定，其結果火山體將會發生塊體崩解引發山崩，塊體快速滑入海裡，也會引發海嘯，如 1792
年的 Unzen volcano 的小噴發引發山崩，造成海嘯而引起超過 15000 人員的傷亡，以及 1980
年美國西部 Mt. St. Helens 火山噴發之前，火山地震引起火山北坡的崩解。龜山島火山體的
東北翼有一缺口，可能顯示龜山島在過去的火山活動中，曾經因火山活動引發火山體的崩解
滑落，此一崩落過去也有可能引發海嘯。不過海嘯規模大小，則需視崩落火山體的大小而定，
若是類似東北坡塊體的大小，其引起的海嘯也可能大約 4-5 公尺的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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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龜山島火山地質圖。

圖-2：龜山島火山東--西和南--北地質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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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假設龜山島發生似菲律賓 Pinatubo volcano 1991 年火山爆發，噴發出來的量約 5-8 立方
公里的浮石，則宜蘭平原被火山灰覆蓋的面積和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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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100年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會場及晚宴資訊
【會場地點】台灣科技大學國際大 樓（106台北市大安區基隆路 4 段 43 號）
【晚宴地點】台灣科技大學 教職員工餐廳
【晚宴時間】5月4日下午6時30分整
【會場及晚宴位置圖】

會議地點及教職員工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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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100年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交通資訊
台灣科技大學國際大樓位於台灣科技大學公館校區校址：臺北市基隆路四段四十三號。
【開車】
● 由中山高速公路下圓山交流道，接台北市建國南北高架道路，下辛亥路往木柵方向行駛，於辛亥
路二段與基隆路交叉口（台大校園旁）右轉，過長興街後即可到達台灣科大。
● 由北二高接台北聯絡道，於辛亥路三段與基隆路交叉口左轉，過長興街後即可到達台灣科大。
【停車位置】
● 台灣大學公館停車場(請由羅斯福路進出或基隆路進出)
汽車(460席)：20元/半小時(經出示台灣大學教職員工生或校友證者可半價優惠10元/半小時)

停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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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地點

【搭乘台北聯營公車】
● 搭乘聯營1、207、254、275、275副線、275區間車、650、672、673、907、綠11、棕12、敦化幹
線。
【搭乘國道、省道客運】
● 福和客運（板橋－基隆）、（台北－基隆）、（新店－基隆）、（德霖技術學院－基隆）。
● 基隆客運（板橋－基隆）。
● 指南客運、中壢客運（桃園－台北市政府），經新店、公館、六張犁 。
● 台中客運、大有巴士（台中－台北），經龍潭、新店、六張犁、捷運市府站、松山車站 。
● 國光客運、台聯客運、中壢客運（中壢－台北）經中永和、公館、六張犁、捷運市府站 。
● 亞聯客運（新竹－台北），經工研院、清大、交大、竹科、龍潭、新店、捷運景美、捷運萬隆、
捷運公館、新生南路、仁愛路、臺北市政府。（停靠捷運公館站，不停靠台灣科大）。
● 豪泰客運（竹 北－台北），經新竹縣政府、新竹稅捐處、一高竹北交流道站、二高竹林交流道站、
新店、捷運景美、捷運萬隆、捷運公館、新生南路、捷運科技大樓、捷運大安、捷運忠孝復興、捷
運忠孝敦化、捷運國父紀念館、捷運市府站。（停靠捷運公館站，不停靠台灣科大）。
【搭乘捷運】
● 搭乘捷運新店線：由公館站2號「銘傳國小」出口左轉，沿台大舟山 路步行，於鹿鳴堂右轉，過基
隆路後左行即可到達本校。或於公館站1號「水源市場」出口轉乘1、673、907、綠11、棕12直達本
校。
● 搭乘捷運木柵線：於捷運六張犁站（往公館、永和方向）轉乘1、207、672、650、基隆客運板基
線直達本校。
● 搭乘捷運木柵線：於捷運六張犁站（往公館、永和方向）轉乘1、207、672、650、基隆客運板基
線直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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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中華民國地球物理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100年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住宿資訊
飯店

電話

立德尊賢會館

(02)8369-2858

地址

房型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

單人 3400

福路 四 段 83號

雙人 3600

鄰近捷運站/備註
公館站

單人2500
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02)8369-1155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雙人4500

軍公教需出示識別

30號

軍公教：

證，限本國籍

單人1500 雙人2800

儷園飯店

萬事達旅店

(02)2365-7367

(02)2382-0889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
福路 三 段 98號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

雙人 2460(兩小床)
1960(一大床)

台電大樓站

四人 3200(兩大床)
雙人 2800(一大床)

路 一 段 82號

3800(兩小床)

西門站
平日七折起，假日八折
起

雙人 1600

台北教師會館

(02)2341-9161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
路 15號

三人 1760

中正紀念堂站

軍公教學生：

軍公教需出示識別

雙人 1400

證，限本國籍

三人 1540
師大會館
師大館
師大會館
迎賓館

(02)2362-8420

(02)2394-2118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

雙人 1400

平東路一段129號

三人 1600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

雙人 2800

平東路一段129號

三人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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