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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黃理事長暨部份理監事於7月4日應邀趕赴花蓮參

加「東部鐵路改善計劃北迴線電氣化通車典禮」。 
此一計劃於81年開始實施，目標在於大幅提升宜蘭及

北迴線路線容量，增加車次，縮短行車時間，提高運

輸效能，增進行車安全，提升服務品質以拓展東部旅

遊觀光和經濟繁榮，總經費431億元，悉由本會團體會

員鐵路改建工程局東工處主辦。本會黃理事長也特贈

花籃致賀。 
通車典禮由陳總統親臨主持。總統對本工程能順利完

成，向東工處團隊深表嘉許，也承諾未來繼續開發東

部的意願。 

 

 
 
 
 

本會今年再次榮獲內政部評定為九十一年度績優社會

團體甲等獎，於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在救國團劍潭海

外青年活動中心經國紀念大禮堂舉行頒獎典禮，由內

政部余部長親自頒發，本會由林常務理事大鈞代表領

獎。此次為本會成立以來第三次獲選，並且每一屆都 
能獲獎，證明本會工作團隊的努力成果再次為社會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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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全國性社會團體共有四千多個，連同省市團體共

有一萬多個單位，今年獲獎單位有一百九十八個，本

會能三度獲得此項殊榮，實為不易。 

黃理事長等參加北迴鐵路 
雙線工程通車典禮

 

 「九十二年年會」籌備報導 
 

本會今年年會已獲中華顧問工程司慨允協助本會從事

籌備工作，並邀得許董事長瑞峰擔任籌備會主任委

員。籌備委員會委員及各組工作人員如下： 

主任委員 許瑞峯 

副主任委員 謝大墉、邱琳濱 

委員 王美娜、吳福祥、林大鈞、張培義 

陳福勝、張吉佐、傅子仁、葉韓生 

鄭富書 

總務組 朱福來、游正田 

註冊組 謝宇珩、李魁士 

財務組 林大鈞、周功台 

會程組 蔡茂生、侯嘉松 

接待組 劉沈榮、何泰源 

參觀組 台北捷運局、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秘書處 倪用端、林淑琪 

本次會中將表揚優良隧道工程師及傑出隧道作業人

員，本會已於6月份發函邀請各單位推薦適合的人選，

目前已收到優良隧道工程師12件，傑出隧道作業人員2  

件，收件截止日期為8月底。 

今年因為沒有選舉活動，因此，年會將搭配參訪活動

方式辦理。並經常務理監事會議決定於11月28日舉辦。 

本會再獲內政部 
91 年甲等社團獎

 
 
 會 務 報 導 

【理監事會報導】 
本會於92年6月23日召開第四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報

告及決議事項如下： 



1.陳國展先生等七位個人會員及威建企業有限公司、聖

芳工程有限公司等二個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案。 
2.本會92年年會籌備事宜案。 
3.建請協會網站登載隧道工程相關研究成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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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大陸方面合辦的第四屆海峽兩岸隧道與地下工

程學術與技術研討會，原訂於8月25日至26日在山東濟

南舉行，因四月下旬我國SARS疫情昇高，與大陸主辦

單位連繫後決定將會期順延。目前兩岸均已脫離SARS

影響，特別工作小組再與大陸主辦單位連繫，於考量

氣候及季節等因素後，商定將會期延至明(93)年7月底

或8月初舉行，地點仍在濟南。 

已提送的論文，本會已審查完成，所有論文定稿後，

由本會彙整保管，再依明年辦理時程提送主辦單位，

歡迎各位作者及會員屆時踴躍參加。 

 

 

世界隧道大會 2004 年年會預定於明年 5 月 22 至 27 日

在新加坡舉行，本會為響應此次盛會，特函邀全體會

員先進踴躍提出與我國隧道有關的論文摘要，共提送

摘要 14 篇，所有摘要經大會審核後，有 11 篇接受通

知提送正文，正式撰寫完成後，8 月底前已送交主辦單

位。 
本會頃計劃明年組團參加新加坡 ITA 2004 大會。屆時

希望各位會員踴躍參加此一盛會，以將我國隧道界的

成就推廣至世界層面。 
 

 

【國內重大建設隧道工程發包策略座談會】 
本會為順利推動國內隧道工程建設，特於4月29日舉辦

「國內重大建設隧道工程（92至93年）發包策略座談

會」，邀請國內政府單位、顧問機構、營造廠及專業

廠商就國內近兩年內即將進行的工程計畫做資訊交

流，讓相關機構、廠商提早採取因應措施，並期政府

重大建設計畫能順利推動，共創三贏局面。會中針對

統包(D&B)、最有利標與最低標、聯合承攬、國際標

與國內標、採細設發包或基設發包等議題加以討論。

同時就近年國內將推動的隧道工程計畫如國工局的蘇

花高速公路、台北捷運的後續計畫、台電的水利發電

隧道…等，預估總金額將達台幣1,000億元以上的工

程，與蘇花高速公路隧道群中二座超過10km，且每座

工程費都在100億元以上的長隧道，國內承商是否有足

夠能力單獨承攬？還是須共同投標？若須分標，該如

何劃分等問題及加入WTO後，若GPA簽訂，國外廠商

進入國內隧道工程市場所造成的衝擊，該如何因應等

相關問題予以討論。當天共有60餘人參加。 

【南投杉林溪安定隧道提前通車】 
921地震後，南投杉林溪道路嚴重毀損，唯一的進出孔

道因地震路基坍落中斷，竹山、鹿谷兩鄉鎮也因遊客

冷清，觀光產業蕭條，雖於90年4月短暫搶通，不料桃

芝颱風讓杉林溪再度與外界隔絕。 
有感於闢路不易，921重建委員會去年十月間勘查後，

決定以總長663公尺隧道代替懸路，採限制性招標及統

包方式，從北宜公路雪山隧道績優承商中遴選，由本

會團體會員介興營造承攬。本工程於去年11月開工，

今年5月7日陳水扁總統按鈕貫通，8月30日由陳總統親

臨主持通車典禮。通車典禮中總統表示：安定隧道的

通車是921以來最好的獻禮，這成果是政府及民間營建

夜以繼日、一點一滴奮鬥出來的，民眾與包商間有親

密的互動，才會有包商過年出動全家加班，在工地吃

年夜飯的温馨場面，讓兩年才能通車的隧道工程，縮

短到9個月就完成。 

「第四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
工程研討會」籌備現況報導

 
 

活 動 預 告  

 
1.本會訂於9月15、16日假正修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與

高雄市政府捷運局、正修科技大學等合辦「軟土潛盾

隧道工程設計實例研討會暨高雄捷運工程參觀」。 

新加坡 ITA2004 本會提供論文 本次活動已報請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按「技師執業

執照換發辦法」規定發給相關類別技師訓練積分，名

額共150人，研討會免費參加，工程參觀自由報名每

人200元，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有意參加者請逕洽

秘書處或上網下載報名表報名。 

2.本會訂於9月19日下午二時假榮民工程公司國際會議

廳與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鹿島建設株式會社、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榮民工程公司及聯合大地工程顧

問公司等合辦隧道工程專題演講，邀請日本鹿島建設

公司濱田裕文先生及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張吉佐先生

分別主講「高地熱隧道案例─日本長野縣安房隧道工

程簡介」及「員山子分洪隧道工程簡介」，會中將以

簡報搭配施工記錄影片進行。 

本次活動已報請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按「技師執業

執照換發辦法」規定發給相關類別技師訓練積分，名

額共120人，免費參加，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會員

優先，報名截止日為9月10日，有意參加者請逕洽秘

書處或上網下載報名表傳真或e-mail至本會報名。 

活動及工程報告 

3.為宣導本會進行的隧道工程研究案成果，並配合國內

重大隧道工程建設之推動，廣納各界意見，本會與行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

局、正修科技大學、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等合

辦「台灣隧道工程合約訂定注意事項及爭議處理方式

研究成果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將在北部及南部各辦一場，時間訂於9月

26日及10月23日，分別於中興工程顧問公司10樓演講

廳及正修科技大學行政大樓12樓國際會議廳舉行，已

報請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按「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

法」規定發給相關類別技師訓練積分，並可在公務員

終生學習護照蓋章，名額每場預計100人，報名費用

會員500元、非會員600元，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報

名截止日為9月10日，有意參加者請逕洽秘書處或上

網下載報名表報名。 

 
 

團體會員介紹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東部工程處】 
台灣屬海島地形，全島被雪山及中央山脈區隔為東西

兩半，西部平原多，物產豐富，交通便利，人文薈集，

工商業發達。東部地區山多平地少，交通不發達，運

輸極為不便，發展較西部落後。政府為因應台灣經濟

發展及開發東部地區資源，平衡城鄉差距，決定先建

北迴鐵路，次辦花東線拓寬，再建南迴鐵路。北迴與

南迴鐵路為台灣東西部聯絡之主要通道，工程均以山

岳隧道為主，負責施工之單位就是由現在的鐵工局東

工處團隊。這個團隊前身為 62 年成立的北迴鐵路工程

處，69 年改為南迴鐵路工程處，81 年變更為東部鐵路

改善工程局，91 年後變更為鐵工局東工處，北迴線於

92 年 7 月 4 日辦理通車典禮，該處又完成一階段性之

重大任務，茲將此一團隊在各時期所肩負的隧道工程

任務，簡述如下。 

一、北迴鐵路時期（國家十大建設） 

北迴鐵路由蘇澳新站向南經東澳，跨南澳溪後經觀音

至漢本，又跨和平溪穿越清水斷崖至崇德，過立霧溪

進入花蓮平原全長 80 公里。隧道長度 31 公里占全路

線總長之 38%隧道工程費占總工程費 70%以上，為北

迴鐵路之施工關鍵。 

民國 63 年至 69 年北迴鐵路施工期間，由於台灣隧道

施工經驗較為欠缺，尤其缺乏對長大隧道之規劃、設

計與施工人才，因此全線各項工程均委由榮工處承

建。隧道施工初期，因施工方法和機具組合不當地質

調查資料不足，以及傳統工法對地質變化缺乏應變彈

性，致持續遭遇抽心、湧水、擠壓等各種災害使施工

受阻。其後特別委請日本隧道專家及施工廠商參與研

討並提供諮詢與建議，經研商討論決定變更機具組

合、以機器開挖改為估炸工法，並規避地質不良路段

而大幅變更規劃路線，由海側往山側西移以縮減隧道

座數並增加隧道長度，歷經艱辛才能完成北迴鐵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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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迴鐵路（國家十二項建設） 

南迴鐵路於 69 年開始興建路線西起枋寮南行由枋野橫

貫中央山脈至經大武、知本、至台東新站接花東線，

長 98.2 公里，其中隧道 39 公里，佔全段 39%。沿線地

質破碎，風化嚴重，災害不斷。業主與承包商雖經由

北迴鐵路施工累積部份隧道施工經驗，施工初期仍採

用傳統工法。民國 75 年起隧道施工因地質變化劇烈，

抽心、湧水與擠壓變形等災害頻繁。尤其沿東南海岸

緊鄰台九線公路，測量選線差，常造成邊坡滑動及側

壓，更遭遇擠壓性地層。使隧道施工至為艱難。經聘

請國內外地工及隧道專家審慎研討，乃決定由傳統工

法改採新奧工法以增加施工應變彈性，也增加許多邊

坡補強與加固等保護措施，始得確保路線構造之安全。 

三、東改計畫北迴雙線工程 ( 國家六年建設計畫 ) 

民國 81 年南迴鐵路完工後，整個團對隊再度奉命執行

東改計畫辦理北迴雙線工程。為有效紓解北迴鐵路運

輸擁擠同時改善東部鐵路路線結構，東部改計畫。於

北迴鐵路區段施做雙線，長 80 公里，其中隧道長單線

18.5 公里，雙線 15.2 公里，佔全長 42%。經由北、南

迴鐵路興建，兩度從隧道施工遭遇連串困難的洗禮

後，此一團隊累積的隧道施工經驗再搭配顧問公司地

質調查等作業，已具備自行辦理選線規劃、設計與施

工能力。所以於北迴雙線執行計畫中已充分考量地質

與施工彈性，其施工方式均採新奧鑽炸方式施工，並

於合約內依據地質情況預估編列特殊處理施工項目，

使行政程序較具彈性而增加遭遇困難之應變能力。另

外廠商亦已較具施工經驗，使施工效率及施工品質較

以往北迴、南迴線隧道施工時有長足進步。其中新觀

音隧道為目前已完工之台灣最長隧道，於全世界已通

車鐵路隧道排名第 42。惟新永春隧道所遭遇之高壓湧

水，其最大水量 80m3/min，最高水壓 50kg/cm2 超過 4

年以上的湧水量，已是舉世隧道施工罕見的湧水案

例。所幸本團隊立即成立專案小組，歷經 43 個月，結

合國內外直、間接參與的技術、專家，歷經七十餘次

勘察研討，決繞道避開高壓湧水。同時自加拿大引進

熱瀝青灌漿阻水方式，使湧水獲得控制，經廠商日夜

趕工，工程人員嚴格監測湧水，南北雙向開挖齊頭並

進，終於逐步突破，克竟其功。 

東工處團隊針對以往遭遇的教訓及累積之施工經驗，

對山岳隧道施工特性已能十分掌握，於北迴雙線隧道

除以長大隧道取代早年許多短隧道之規劃，工法採用

NATM 鑽炸法。對彈性應變能力、施工機具組合及施

工觀念、施工效率與施工品質均較以往進步良多。 

東工處現任處長翁禎祥先生，對本會各項活動之支持

一向不惜遺力，並曾擔任本會 90 年年會籌備會主任委

員，為本會在東部舉辦了生動盛大的年會活動，其副

處長傅子仁先生，連任本會理事多年，目前也為本會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為本會的成長壯大更是竭

盡心力。 

翁處長表示：歷經南北迴鐵路及東改計畫北迴雙線隧

道工程，有賴所有參與的廠商和施工人員的團隊合

作，東工處團隊累計完成的隧道高達 104 公里。希望

藉由東工處此一具有歷史傳承團隊的經驗與教訓，以

及對山岳隧道施工的因應處理經驗，體會隧道工程應

順天並謀定而後動的觀念，期能對爾後台灣隧道工程

及施工水準與品質提昇，作出更大的貢獻，願與隧道

工程界共勉。 

 

 

會 務 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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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tta.tw@msa.hinet.net
http://www.ct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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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常務理事代表本會接受內政部頒獎本會榮獲內政部頒發甲等團體獎狀  

 

 
國內重大建設隧道工程發包策略座談會 國內重大建設隧道工程發包策略座談會  

 

 

 
第四屆第一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東工處翁處長陪同總統視察所屬工地 

 

 
陳總統親臨主持安定隧道貫通典禮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