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卷第三期 - 1

 
 
 
 
 
 
 
 
 
 
 
 
 
 
 
 

 

 

 
 
 
 

【九十一年年會理事長致詞全文】 
各位貴賓、親愛的會員、各位女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特別感謝各位在百忙中參加隧道協會的年會，更要感

謝過去幾年，各位對隧道協會的支持和鼓勵，使協會

能在各位會員的鞭策及理監事的督導下，及各位工作

幹部的貢獻及努力下，在穩定中成長，為會員提供更

多的服務。 

兩年的時光，很快就過去了，第三屆理監事會的任務

就要畫下句點，今天，我們就要選出第四屆的理、監

事，來為大家服務。個人接長第三屆理事會以來，一

直以「承先啟後」作為本屆努力的目標，除了繼續依

照本會成立的宗旨及各位會員的期望，在隧道技術上

的研究、推廣及交流上，努力不懈；並盡力擴大對會

員實質的服務。 

過去這兩年，我們主要的工作，大致有六個方面 

1.兩岸隧道交流 

這是一個由本會第一屆理事長程禹先生提出的工

作，經過1999、2001及2002年等三屆的實踐，已打下

良好的基礎。兩岸隧道界以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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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學術及技術的交流，開創了良好的互動模式，

也達成了我們最早的原始期望。未來可在此一既有

基礎上，簽訂協議，做為將來交流的依據及原則。 

2.提供法律服務 

本會有鑒於過去幾年來，許多工程，特別是地下工

程，因地質、地物的變異遠較他項工程為甚，工程

人員或遭其他檢調及審監單位人員的誤解，或因合

約處理不慎而誤蹈法網，衍伸了許許多多的困擾，

致對所司業務抱持「少做少錯，不做不錯」的消極

心態，對社會整體資源都是莫大的損失，因此，我

們 

(1)聘請了常年法律顧問，也建立了「會員申請法律

諮詢服務處理辦法」，提供會員直接的、實質的

法律諮詢及協助。 會 務 報 導 (2)會同土木水利工程學會及台北市律師公會，共辦

理了四次「法律基本概念及個人權益之保護講習

會」。聘請有工程素養的律師們提供工程人員適

當的法律概念及面對問題時之處理方式，以減少

不必要的衝擊。 

3.定期出版會訊，增進會員間資訊之交流 

我們加強了會訊的編輯陣容，並將會訊改為彩色精

印，較為定期出刊，作為會員間的橋樑。 

4.遷移新址，俾有較寬闊的空間，推動會務 

本會成立之初，承蒙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鼎力支持，

撥借辦公室作為臨時辦公處所。隨著業務成長，已

不敷作業之需，我們為協會設立了一個較永久、粗

具規模的辦公室，使本會運作朝向長遠、正常的方

向發展。 

5.增強財務基礎 

本屆理事會接收前，本會財務基金計有309萬5千元，

經過兩年的努力，本屆結算後，淨資產將可提高到510

萬元，增加200萬元的財務基金，增加相當的挹注。

要特別感謝大家的支持! 

6.完成了「隧道基層從業人員訓練教材」 

這是本會第二屆鄭文隆理事長任內留下的工作，感

謝張常務理事森源終於將之完成。下屆開始即可由



本會主導，展開一系列正統的隧道工作人員訓練課

程，積極地提升我國隧道技術。 

本次年會幸蒙台灣大學土木系主辦籌備工作，也承蒙

六個單位，或慨贈鉅著，或同意指派專人參與協辦，

使大會籌備過程順利圓滿，要特別感謝大家的辛勞。 

本次年會更惠承19個友好單位、團體、公司提供充裕

的活動費用，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謹代表第三屆全體理事、監事，和本會工作同

仁，向各位敬致最高的謝意，在各位的鼓勵和支持下，

我們才能競競業業地完成這項階段性的任務，也預祝

即將出爐的第四屆理、監事同仁，萬事順利！謝謝大

家，敬祝各位貴賓，各位會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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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於11月22日年會新當選之第四屆理、監事，經12月2日

互選後，理監事會組織名單如下： 

理 事 長：黃燦輝 

常務理事：林大鈞、邱琳濱、梁  樾、張吉佐 

理    事：傅子仁、鄭富書、王美娜、王錦洋 

曾大仁、沈景鵬、侯秉承、謝玉山 

張培義、陳志南 

常務監事：林崇一 

監    事：鄭文隆、歐晉德、李建中、謝敬義 

【九十一年度隧道績優獎得獎名單】 

91年度本會優良隧道工程、特殊功績、優良隧道工程

師及傑出隧道作業手等四獎項，得獎名單如下： 

優良隧道工程(二件)：北迴雙線新南澳隧道工程 

鯉魚潭水庫士林水力發電工程 

特殊功績獎(一人)：翁有來 

優良隧道工程師獎(五人)：李慶龍、周允文、陳正動 

陳敦厚、張文城 

傑出隧道作業手獎(一人)：嚴聰來 

得獎人均出席本年年會接受表揚，由理事長頒發獎

牌。最不幸的是嚴聰來先生於9月間因公殉職，由其女

公子代表領獎，林理事長除代表全體會員敬致哀思，

並發給家屬慰問金貳萬元。 

【理監事會報導】 

本會於91年10月15日召開第三屆第八次理監事會議，

決議事項如下： 
1.林貴崑先生等16位個人會員及長堡營造有限公司一

個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案。 
2.本會91年年會邀請貴賓人選案。 
3.本會91年度工作報告、九十年度各類財務報表﹝收

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金出納表、財產目錄、

基金收支表﹞及本會監事會監查報告案。 
4.本會92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案。 
5.未來繼續辦理海峽兩岸研討會處理原則案。 
6.第四屆理監事選舉候選人名單案。 

7.第四屆理監事選舉之各種選票，由監事會遴派人選

用印案。 
8.本會91年度優良隧道工程、特殊功績、優良隧道工

程師及傑出隧道作業人員等四獎項評選結果案。 
9.本會91年年會提案案由共三項。 

10 .建議將「台灣隧道工程合約型態研究案」之成果，

納入未來國內新建工程之發包合約中。 

 
 參加「第三屆海峽兩岸隧道與

地下工程研討會」報導
 
 
 

第三屆研討會於今年8月26至27日在四川成都舉行，由

大陸方面「土木工程學會隧道及地下工程分會」主辦，

本會有54位報名，加上25位眷屬，組成79人的大型訪

問團，全程17日，會前參觀三峽大壩工程，遊覽三峽，

會後參觀都江堰水利工程和九寨溝。另有會前行程和

會後行程，以配合會員不同時程的需求。 

本次研討會是延續前兩屆研討會繼續在對等原則下舉

行的。本會由林理事長率領國內學者、專家及工程界

人士54人與會，大陸方面有155人參加，盛況空前。 

大會依主要議題分組，有工程設計、工程施工、秦嶺

特長隧道修建技術專題研討、理論分析與計算、施工

監測及環境保護、營運維護，及其他等七組。 

開幕式由軒轅理事長和本會林理事長致詞揭開序幕，

成都市何邵華副市長也以地主身份向雙方致意。另由

本會高鐵局吳福祥副局長作「台灣高速鐵路長隧道工

程施工現況」主題報告，十分受到與會者的矚目。 

本次大會論文集，收集兩岸地工工程論文共90篇，本

會提供31篇，其中22篇在兩天大會中宣讀討論。 

訪問團於8月19日參觀了舉世矚目的三峽水利工程。感

謝中興顧問公司的安排，長江三峽工程發總公司陳俊

處長親自出面接待，並作了詳細的解說。中興基金會

杜吉豐先生也趕赴現場接待本會人員，盛情可感。 

訪問團除了聽取詳細的簡報，並參觀了實體模型講

解，及參觀了大壩及骨材、拌合場；現場鳥瞰船閘工

程，體認了此一巨積工程管理的複雜性，及人定勝天

的信念。8月28日本團又參觀了我國古代最偉大的都江

堰水利工程，不禁使我等工程人員對2200年前工程先

輩的智慧和毅力引發了許多建設性的啟示。 

明年度第四屆研討會將由「大陸岩石力學與工程學會

地下工程委員會」主辦，地點在山東，時間在8月15

日至9月15日之間。 

未來希望除每年一次的研討會，兩岸地下工程從業人

員組成小型訪問團，進行不定期交流活動。 

 

 活 動 報 告 
 

1.本會與中國土木水利工程學會共同主辦「台灣南北

高速鐵路建設計劃現地觀摩活動」，第二梯次已於9
月17日舉行，計有工程界人士60餘人參加，在主協

辦單位精心安排下，再次深獲與會人士好評 
2.本會與我國工程技術顧問事業協會及台北市工程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合辦之『重大交通建設橋隧道特殊

工法技術觀摩研討』於9月13至14日於台中圓滿閉

幕，本活動由本會技術推廣委員會張主任委員吉佐

領隊，計有產、官、學、研五十餘人參與，參觀之

工程包括：東西向快速公路漢寶草屯線E407標八卦

山隧道工程與E408標鋼拱橋塔斜張橋工程、台灣高

速鐵路C260標與C270標隧道與橋樑工程。 

3.技術推廣委員會於10月25日假中興大業大樓舉辦「新

永春隧道工程巨量湧水因應處理研討會暨復興北路

穿越松山機場地下道工程施工觀摩」，會中以新永

春隧道工程為例，回顧規劃設計階段相關的地質調

查、因應湧水問題的考量、輔助工法與施工中地質、

水文地質調查等設計，並說明遭遇高壓巨量湧水的

歷程。再針對湧水災害發生後，工程因應處理對策

包括：地表補充地質調查、水平長距離鑽探、路線

變更設計、輔助工法等加以整理與探討。另本工程

採用熱瀝青灌漿工法為主要之隧道阻水工法，該工

法施工過程、施灌成效及檢測成果相關記錄，可提

供熱瀝青灌漿力學機制、灌漿技術移轉之參考。 

下午由張主任委員吉佐率領赴復興北路穿越松山機

場地下道工地進行觀摩。復興北路穿越松山機場地

下道工程主要為興建一座雙向四線車行地下道，自

復興北路民族東路口起向北穿越松山機場後銜接濱

江街，其中，機場段係由民族東路口機場南端至濱

江街上長約592公尺，由於本工程施工期間不得影饗

機場營運與飛航安全，故需採用地下隧道施工方

式。惟本工程地下結構體頂面距跑道面最淺處約僅

4~5公尺，一般隧道工法將無法滿足沉陷限制需求，

經審慎評估後選擇非跑道區採用管冪加支撐開挖工

法；跑道區段則採用管冪加涵體自走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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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1993年成立，承接中興

社既有顧問業務技術與經驗，資本額新台幣425億元，

設有水利、大地、電力、結構、環境、大眾運輸、工

業區及城鄉發展、公路及航運、電氣、機械、建築及

社區、系統、工程管理、資訊、研究發展、品質保證、

業務、行政、考核、會計及印尼辦事處等23個單位，

有各類技術人員1500餘位。 

中興顧問的服務涵蓋水資源開發及管理、電力開發、

工業區開發及城鄉發展、交通建設、海岸及港灣、環

境、大地等工程；工業建設、社區開發及建築工程、

系統工程、機械工程、電氣工程等領域，為世界銀行、

亞洲開發銀行、日本國際合作銀行、歐洲開發銀行及

我國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等認可提供貸款計畫之顧問

服務，曾先後在印尼、菲律賓共11個國家及中國大陸

提供技術服務。中興顧問獲有ISO 9001國際品保認

證，秉持『高品質高效率，提供卓越技術服務』提供

值得信賴的服務品質，滿足業主的需求。 

中興社時代主要從事水資源及電力開發如霧社大壩、

天輪電廠、谷關大壩及石門水庫等，已經有不少土壤

及岩石方面大地工程經驗，其後又參與曾文與德基兩

大水庫興建，對各型大壩壩基及壩座之安定、地下工

程在高地壓、大出水量下之安定問題，積有相當經驗，

之後負責翡翠水庫工程及日月潭明湖、明潭抽蓄發電

工程，完成國內大型地下廠房。 

隨著隧道工程之發展，中興承接之隧道總長度超過

240km，佔國內隧道八成以上。中興成長的歷史，就

是國內隧道工程發展史。70年初，承辦曾文與德基水

庫工程導水隧道及地下廠房設計，沿用Terzaghi岩盤荷

重分類法進行岩體分類，採用H型鋼支架為支撐及鋼

矢板及楔木之剛性結構系統。80年代翡翠水庫隧道創

國內應用岩體分類法於地下工程之先例。82年於明潭

抽蓄水力發電工程採用南非RMR與挪威Q系統。86年

承辦新店一號隧道之大斷面隧道。92年於北二高蘭潭

隧道，採新奧工法機械開挖配合管冪先撐工法、鋼纖

維噴凝土及國內首見之桁型鋼肋施工。 

中興公司對本會的創立和成長都有不可磨滅的貢獻，

程前董事長禹即曾擔任本會第一屆的理事長，現任總

經理張森源先生更連任本會理事六年，並率領不同的

特別工作小組從事對隧道工程的耕耘和奉獻，張總經

理表示，中興成立以來，對於國內隧道工程經常介紹

及引進新觀念及新工法應用於各項隧道工程，也常在

國內或國際學術研討會或期刊中發表隧道工程論文，

備受重視。多年來，中興實際參與了國家許多重要隧

道工程工作，未來更將本諸「高品質、高效率、卓越

技術服務」，繼續努力，以對國內隧道工程技術發展

創造指標意義。 

 

會 務 訊 息  
 

團體會員簡介紹  
1.本會今年製作會務光碟乙片，內容豐富，有興趣的

會員可向秘書處索取。 
2本會會員廖明誠先生提供三峽工程簡報及介紹資

料，經本會製成光碟，歡迎有興趣的會員來電索取。 
3.會費是會務推動及會員資訊傳遞之重要經費來源，

若有入會費及其他各年度常年會費尚未繳交者，均
請利用本會劃撥帳號繳交，並於劃撥單背面註明：

會員編號、繳費類別。(如欲明瞭您的繳費情況，請

連絡秘書處林淑琪小姐) 
● 個人會員：1,000元(入會費500元及常年會費500元) 

● 永久會員：5,500元(入會費500元及10年常年會
費，以後不需再繳年費) 

● 團體會員：21,000元   (入會費1000元及常年會費
20,000元) 

 
 
 
 
 
 

秘書處聯絡站  
會    址：台北市仁愛路二段 1 號 4 樓 

電    話：(02)23911962  

傳    真：(02)23582318 
電子信箱：ctta.tw@msa.hinet.net
網    址：www.ctta.org
連 絡 人：林淑琪小姐 
戶    名：中華民國隧道協會 

銀行帳戶：彰化銀行西松分行 

銀行帳號：52410127630 400

mailto:ctta.tw@msa.hinet.net
http://www.ct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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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訪問團參訪三峽工程局 

第三屆海峽兩岸研討會閉幕典禮 

復興北路穿越松山機場地下道工程觀摩簡報

第三屆海峽兩岸研討會開幕典禮 

台灣南北高速鐵路建設計劃現地觀摩活動

91 年年會理事長頒發優良隧道工程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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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興工程公司張森源總經理及新店一號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