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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隧道協會 ITA 2004 年及第卅屆大會年會於 5 月 24

至 26 日於新加坡 SUNTEC 會議中心舉行，計廿多國隧

道工程相關業界共八百餘人參加，本會組團由理事長

率領 22 人代表團參與盛會。 

 

開幕式在結合新加坡華人、馬來人及印度人等多元文

化的舞蹈表演及悠揚音樂聲中揭開序幕，並由新加坡

交通部長姚兆冬發表專題演講，歡迎各國與會代表。

現場並配合有 60 多個攤位，展出各廠商介紹新研發製

造的機具、材料及施工工法。 

本屆會議主題為『都會區地下空間的永續發展』，針

對主題大會邀請專家學者發表專題演講介紹包括一、

德國 Haack 教授介紹「隧道安全的最新發展與展望」，

二、中國大陸王博士主講的『中國大陸都會區的軟土

隧道工程－－談上海及其他城市施工經驗」三、日本

的「隧道技藝創造的都會地下空間－日本的挑戰」四、

瑞士 Amberg 公司總裁 F.Amberg 發表『瑞士長大隧道

的高覆蓋層隧道施工』，簡報中並有影片顯示發生岩

爆過程之珍貴紀錄，每篇專題演講內容均甚為精闢，

並具有其特殊性。 

接著，連續兩天半計有 177 場次論文發表，包括軟硬 

土隧道施工工法、各種機具、探測調查、震動影響安

全，與環保工程保險、襯砌施工、施工管理的工程報

導及隧道工程各方面相關的論文。ITA 大會於 5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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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率團參加ITA2004 新加坡年會 日晚間，於海邊新建的藝術中心廣場舉辦歡迎餐會，

與會代表均穿著大會特別訂製的 T -Shirt，在音樂演唱

聲中，輕鬆自在聯誼用餐與交換心得。 

下屆新任理事長由美國DR. Harvey Parker當選，本會除

道賀外，也表示了歡迎前來參加由本會與國工局舉辦

的2005長隧道國際研討會。大會於5月26日下午舉行閉

幕式，典禮中並由下屆東道主－土耳其代表向與會人

員介紹2005年年會籌備情形及伊斯坦堡風情，以精心

製作的影片歡迎大家於2005年土耳其再見。 

本會團員於 5 月 23 日出發，隨後參加 24 至 27 日的大

會暨論文發表，本會特別準備了中英對照的會務光碟

300 片，並搭配了「長隧道設計、施工及營運管理國

際研討會」文宣，於年會現場發送，與會人士索閱一

空，此次訪問團與 ITA 理事會成員及各國代表互動頻

繁，收獲甚豐。另於論文發表時配合宣導國際研討會

徵文廣告。年會結束後，部份團員參訪星馬地區，於

5 月 30 日返國。 

此次研討會，以本會名義提送論文有6篇，另會員自行

提送有1篇，論文及作者如下： 

H18. Seismic Safety Analysis of Kukuan Underground 
Power Cavern 
陳錦清、張玉鄰、李金成 

F20. Evaluation and Remediation Measures for Shield 
Tunnels under Soil Liquefaction  
邱德夫、張吉佐 

E20. Extension of RMR and Q-system in Taiwan 
 張吉佐、侯秉承、李民政、李怡德、張博翔 
C35. The Protection of the First Grade Heritages of 

North Gate in the Vicinity of Bored Tunnel of the 
MRT During Construction 
謝宇珩、王添才 

E11. Harnessing the Catastrophic Inrush of Water into 
New Yungchuen Tunnel in Taiwan 
王泰典、王文禮、林銘郎 

E25. New Development of Waterjet Technology for 
Tunnel Excavation Purposes 
鄭富書、黃燦輝、Stefan Hilmersson 

E12. Modeling of Soft Rock Tunneling in Western 



Taiwan 
壽克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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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國道新建工程局合辦「長隧道設計、施工及營

運管理國際研討會」，預訂於明年11月在公務人力發

展中心舉行，研討會第一號通告(Bulletin No.1, Call for 

Papers)已於93年4月上旬寄發三仟餘份至國外隧道相

關學會、機構、公司及個人等。另T&T International 期

刊及國際隧道協會網站都已將本研討會訊息刊載。籌

委會亦設置專屬網站以供隨時參閱。 

為能廣邀國際人士前來參加，籌委會特於ITA2004年會

派員前往新加坡，與ITA理事會成員討論具體計劃，並

於年會會場發送邀請論文資料及研討會介紹光碟。目

前論文邀集情況，雪山隧道專題研討已提出52篇論文

題目，國內各相關機關及在台日本廠商等已提出85篇

論文題目，另有國外投稿二篇（比利時及奧地利）。 

由於國外投稿篇數甚少，籌委會計劃於八月初發出第

二號邀稿文宣，另為加強國外人士對台灣隧道工程在

國際隧道工程的重要性及地位，將於文宣中邀請研討

會主協辦等相關單位，刊載國內進行中的隧道工程計

畫及技術等，以引發國外人士對研討會的重視。 

 

 

 

 

 

本會與大陸方面原訂於去年合辦「第四屆海峽兩岸隧

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技術研討會」。但因 SARS 肆虐，

延至今年辦理。 

經與主辦單位協商後，研討會訂於今年 8 月 20 至 22

日在山東濟南舉行，本會會員提送的論文共 39 篇，為

應會員及論文作者要求，並搭配會議時間，本會安排

了兩個工程參訪行程；其中 A 團包含會前韓國參訪、

開會及會後山東參訪共 11 天，B 團包含開會及會後山

東參訪共 8 天。 

有意參加研討會和上述行程的會員及各單位人士請速

洽本會秘書處索取報名資料或逕至本會網站下載相關

資訊與報名表（本會網址 http://www.ctta.org）。 

 
 
 
 

【92年度隧道績優獎評選開始推薦】 
九十三年度年會將辦理優良隧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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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於六月十一日發函邀請各單位推薦符合資格的優良隧

道工程人員參選。詳細評選辦法及參選表格請洽本會

秘書處或本會網站下載入(http://www.ctta.org)。 

【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會】 
93年3月25日第四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決議如下： 

1.孫豔子小姐等十五位個人會員及量盛企業有限公

司、國恒營造有限公司、德隴機械有限公司等三個

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暨富國技術工程有限公司申請取

消團體會員資格案。 籌辦「長隧道設計、施工及營
運管理國際研討會」 【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會】 

93年6月17日第四屆第七次理監事會議決議如下： 
1.通過黃憲章先生等三位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案。 
2.審查通過本會九十二年度各類財務報表（含收支決

算表、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基金

收支表）及本會監事會監查報告書。 
3.本會九十四年年會暨會員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

員，授權由理事長及常務理事會決定。 
4.「第五屆海峽兩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技術研討

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授權由理事長及常務理

事會決定。 
5.請會員委員會多招募團體會員，強化協會財源。 

 
 

活 動 報 告  

 
1.為推廣隧道工程的新技術、新工法及新材料，本會

與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合辦「隧道開炸技術

研討會」，有鑑於開炸技術係隧道開挖重要的環節，

國內鑽炸開挖技術也尚有提昇空間，特邀國外專家

就隧道開炸技術進行專題演講及研討。研討會於2月

13日在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舉行，由本會研發

會主委張吉佐主持，30餘人與會。 

第四屆海峽兩岸隧道與地下
工程學術與技術研討會

2.為隧道工程施工經驗交流，本會與台電龍門施工

處、榮民工程公司於4月29日主辦「龍門核四循環冷

卻水出水隧道工程施工觀摩」，由於此項工程為國

內第一次以潛盾鑽掘方式興築的海底隧道，所採用

的是國內目前最大斷面的潛盾機，再加上須在地層

複雜與海象條件嚴酷的海域施工，且屬高水壓下的

海底潛盾隧道，工程艱巨，極具觀摩價值，報名會

員相當踴躍，但因工地施工考量，本會僅安排40個名

額。活動先由台電龍門施工處人員簡報核四工程，

接著由榮工公司施工處主任簡報整個冷卻水出水隧

道施工作業過程，然後由工程人員帶領大家進入隧

道觀摩，最後進行綜合討論，所有與會者踴躍討論，

收獲甚豐。 

會 務 報 導 3.鑒於國內重大工程存在有保險投保困難問題，且隧

道工程於執行過程中，常因不確定因素產生諸多爭

議、風險，影響工程推動，如何讓風險降低、轉移

或適當分攤是大家關心的議題。本會與交通部台灣

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特

邀集產、官、學專家主辦「隧道工程保險相關議題

研討會」，透過研討方式探討相關議題，並利用會

中互動，加強彼此溝通與認知，期使工程推動圓滿

順利。 

研討會於93年5月18日假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十樓演講廳。敦請中興顧問公司卓總經理瑞年致開

幕詞，本會黃理事長、研發會主委張吉佐及技推會

主委邱琳濱擔任主持人，共一百餘人與會。 



4.本會參與協辦由國立中興大學土木系主辦的「2004

年地下管線免開挖施工技術研討會」已於6月17日於

國立中興大學土木系順利舉辦。為減少對地下管線

開挖對都市地面交通的衝擊，免開挖工法取代明挖

覆蓋工法乃是時勢所趨。本研討會除對免開挖施工

技術的發展進行回顧及展望，國外新技術的發展進

行介紹，並針對此工法在台灣遭遇的困難進行研

討。研討會由國際免開挖技術協會主席Raymond L. 

Sterling揭開序幕，國內則有王桑貴、江篤信、徐登文、

壽克堅、謝啟萬等專家學者論文報告；此外，有水

利、電力、瓦斯等地下管線產官學界近百人與會，

會中討論熱烈並有意見及心得的交流，成果非常豐

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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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運動建立在公平競爭的原則上，運動員的至高精神則

以超越自我、創造新紀錄為目標。三十多年來，中華

顧問工程司以大地運動員自期，在工程建設的路程上

不停歇的奔馳，以追求「更快、更高、更遠」為前進

動力，時時挑戰自我、配合環境脈動，持續達成任務，

該工程司配合國家建設的發展，長久以來始終堅持: 
 研發及引用新技術，提高工程品質 
 不斷累積專案經驗，協助業主解決工程問題 
 營造學習性組織環境，傳承並活化經驗 
 秉持專業的尊嚴與操守，以做為工程界領導典範自

我期許 
運動競技著重力與美的高度呈現；工程建設則使人與

環境和諧發展、表現高效率。中華顧問工程司透過技

術、經驗、操守及傳承使命，時時以改善人類生活環

境為志業，努力建立「人與環境對應」的團隊。面對

工程計畫執行任務時，無論就新技術的引入或研發，

專案經驗的累積與傳承，從業人員的操守與紀律，皆

以此一理念為前提。中華顧問工程司堅持用對的人、

以對的方法、做對的事；以不畏難、不自限的精神迎

向新挑戰，立足台灣、跨越國際，成為全方位的一流

工程顧問機構。 
中華顧問工程司針對工程每一階段，從可行性研究、

規劃、設計、施工監造到竣工驗收，細心掌握環節，

分工合作，充分運用組織團隊的總體能力達成使命，

這全都來自於以下的專業表現： 
 領先的技術水準： 
靈活機動的整合機制、研發再精進的貫注、實務經

驗的累積與專技人才的投入，中華顧問從工程初期

的調查研究、評估，中期的規劃設計到後期的施工

監造與工程全壽命的專案管理，屢獲業主高度肯

定，並取得ISO9001等國際品保認證。 
 廣泛又紮實的實務經驗: 
參與國內外重大建設，廣及陸、海、空各領域，涵

蓋鐵路、公路、橋梁、隧道、港埠、航空站、捷運、

水利、都市計畫、土地開發、環保及建廠工程等範

疇，將實務經驗，累積轉化成面對新課題時的知識

與執行力。 
 全方位的專業人才： 
中華顧問網羅300餘位技師、500餘位博碩士人才，

跨足土木、水利、機械、生物科技、電機控制、營

運管理、財經企劃等專業領域，除發揮專業能力，

更時時以創造性的學習環境，琢磨精進，培養出解

決問題、體認趨勢的全方位能力。 
 長遠且持續的研發能力： 
為長期保持競爭優勢，不斷創新突破，以研發能力

貫注企業體向前推進的活力。該工程司研發經費比

率超越大部分的國際大型顧問公司，除自辦、聘請

專家協辦、委與學術單位合辦外，也常與國外合作

進行技術交流。 
中華顧問工程司現有技術及管理人員1700餘人，九成

以上為興建公路、鐵路、港灣、機場、橋梁、隧道、

大眾捷運系統、建築、結構、機械、電機及系統控制、

工業及科學園區設計、生物科技及水利及環境工程等

的專業人才。目前也正在拓展設置地理資訊部、環境

試驗室、材料試驗室及長隧道通風防災實驗室等先進

設備，配合工程在進行不同階段與層面時能確保服務

品質。 

團體會員介紹 

為提昇服務品質、增進時效及控制成本，中華顧問推

動全面電腦化，工程人員均配備個人電腦，監造人員

以PDA執行營建管理。所有電腦設備以網路連接，達

到資源同享、介面整合的功能，也建置了全司內外網

際網路，提供無疆界的e化服務。 
中華顧問工程司許瑞峯董事長，不僅在專業領域見解

獨到，劍及履及，更熱心投入工程界各項活動。去年

挺身出任本會年會籌備會主任委員，使年會週詳規

劃，順利進行，迄今仍常為本會會員樂道。在他的領

導下，更結合專業精英、建置先進設備，執行資訊管

理與應用，奠定了中華顧問工程司在國內工程專業技

術中的領先地位，強化了進軍國際市場的競爭能力。 
 

 
會 務 訊 息  

 

1.本會購置國際隧道協會(ITA)2004年會暨研討會論
文集乙套，內容集結大會中分7個主題發表的177篇
論文，精彩豐富，有興趣的會員可向秘書處借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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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暨理監事參加ITA2004年會開幕典禮 

 

參加ITA2004年會的本會國際會員 

 

參加隧道工程保險相關議題研討會的會員 

 

隧道開炸技術研討會主持人及講員 

 

ITA2004本會文宣展示 

 

核四出水隧道工程觀摩邱主委致贈本會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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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工程保險相關議題研討會主持人 

 

中華顧問許董事長與捷運中和線180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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