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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六屆理事長交接】 

本會第六屆理事會理監事已於96年4月25日就職，同日

舉行新舊任理事長交接典禮，由第五屆邱理事長琳濱

將印信交付第六屆常理事長岐德。常理事長為台北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局長，歷任該局總工程司、副局長等

職務，也曾擔任本會常務理事，對本會會務熱心而熟

稔，他推崇邱理事長和上屆理事會的努力，將本會提

昇至更高層次，也深信本屆的全體理監事，必能以最

大的熱誠為本會服務，以不負大家的託付。常理事長

也代表本會全體會員向邱前理事長致贈紀念品，表示

感謝和祝福之意。 
第六屆理事會任期兩年，至98年4月25日。 

 

 

 
本會於今年3月27日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行

96年年會暨會員大會。今年年會適逢理監事改選，

因此  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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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年會以日間搭配專題演講和選舉，晚間安排盛大

的頒獎典禮和餐會的方式舉行。 
今年本會特別邀請交通部何次長煖軒擔任大會貴賓，  
大會由邱前理事長琳濱主持，會中邀請韓國隧道協會

會長及日本隧道專家進行專題演講，藉由專題演講使

國內隧道業界與韓、日隧道專家有交流的機會。  
本次年會由卓常務理事瑞年擔任籌備會主任委員，並

由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全力協助，加上40個友

好單位、團體、公司提供充裕的活動費用，使大會進

行順利圓滿。 

年會當天選出第六屆理監事，又於4月11日經理監事選

出理事長、5位常務理事及1位常務監事。第六屆理監

事會選舉結果如下： 

理事長：常岐德 

常務理事：王美娜 沈景鵬 卓瑞年 鄭富書 

理    事：王泰典 侯秉承 柯武德 高宗正 張文城 

傅子仁 曾大仁 楊豐榮 蔡茂生 謝玉山 

候補理事：朱  旭 陳志南 陳純敬 陳福勝 簡賢文 

常務監事：邱琳濱 

監    事：林崇一 黃燦輝 張培義 歐晉德 

候補監事：張吉佐 

本次年會由全體會員通過以下提案： 

1.本會95年度工作報告及各類財務報表。 
2.本會96年度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 
本會每年或兩年透過非常嚴謹的審查評選，對常年為

隧道工程貢獻的傑出人士和表現特別出色的隧道工

程，頒授隧道界國家級的榮典，使這些辛勤耕耘的工

作者和工作團隊受到應得的肯定。今年選出了兩項優

良工程獎，一項特殊功績獎，五位優良工程師和三位

傑出作業人員，也在年會當晚的頒獎典禮予以表揚。 

優良隧道工程 

 ─ 北宜高速公路雪山隧道工程 

─ 台北捷運新莊線CK570B區段標工程 

特殊功績獎─ 張森源 

優良隧道工程師獎  

─ 趙際禮、李魁士、張龍均、詹榮鋒、蔡仁俊 

http://www.ctta.org/


傑出隧道作業手獎   

─ 李國山、吳明成、高文棠 

 第十一卷第一期 - 2

【韓國隧道協會來訪】 
本會為擴大國際區域性交流，於 95 年 5 月在韓國首爾

與韓國隧道協會簽訂合作協定，從事實質交流，因此，

今年年會本會特邀該協會來台參加年會，該會代表團

成員共六人，由會長 Dr. Lee In-Mo 率領，於今年 3 月

26-29 日從事四天的交流及考察活動。 

韓國隧道協會成立於 1992 年，目前已有會員 1600 人，

團體會員 50 單位，成長極為迅速，並曾在去年舉辦世

界隧道協會年會，深具實力。該團在台期間，本會除

特別安排參訪台北捷運及雪山隧道，Lee In-Mo 會長也

在本會年會作專題演講，介紹該協會和韓國隧道工程

現況，令人印象深刻。 

韓國與我國情況頗多相似之處，地狹人稠，70%土地

都是山嶺，對地下空間的需求，越來越高，除了廣泛

地從事交通、水電隧道的興建，更興築了多處地下儲

油、儲氣設備，韓國政府每年更提撥相當經費專用於

地下工程的研究工作，目前除了正在研究的 1.大斷面

隧道 2.海底隧道 3.新材料及資訊設備在地下工程的利

用及 4.防火及通風的改善外，更積極研究污水、廢棄

物處理的地下化，以備明日之需。韓國地下工程可謂

一片榮景，除了令我國隧道界稱羡，也的確值得我國

政府作為借鏡。 

 
 
 
 
 
2007年世界隧道工程研討會及第33屆國際隧道協會年

會於今年5月5至10日於捷克布拉格國際會議中心舉

行，同時並召開以「地下空間-城市第四維」為主題的

世界隧道工程研討大會。本次會議由國際隧道協會

(ITA)及捷克隧道委員會共同舉辦，計43會員國隧道業

界及國際相關企業團體與個人會員出席，與會人數達

1,200人，為歷年來最大規模。捷克總統Mr. Vaclav Klaus

特贈賀詞預祝大會成功。開幕講座以＂ New Financing 

Trends and Consequences on the Tunnelling Contracts＂為

主題，由歐盟機構、歐洲金融銀行業者、財務投資者、

營造業者、工程顧問業、契約執行管理(法律)者、保

險業及再保機構、捷克官方機構等相關不同領域人士

提出不同層面見解與建議。 

今年本會未能組團，但仍委請參加大會的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公司侯嘉松組長、國工局李勝宗工程司、中興

社俞旗文副理及中興公司劉弘祥工程師等人代表本

會，與國際隧道協會和歐美日等隧道及地下工程發展

先進國家之工程顧問及研究機構等學者進行交流。 
 

 
 
 
 

第六屆研討會於今年8月19-20日在雲南昆明舉行，由

大陸方面土木工程學會隧道與地下工程分會主辦，本

會和大陸岩石力學與工程學會地下工程與地下空間分

會協辦。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隧道及地下工程的新

理論新技術新經驗」，12個子題為： 
(1) 地下空間的規劃與設計 

(2) 客運專線隧道的設計與施工 

(3) 高速公路隧道的設計與施工 

(4) 水利隧洞的設計與施工 

(5) 地下市政工程的設計與施工 

(6) 隧道及地下工程的耐久性研究 

(7) 隧道及地下工程的安全與風險管理 

(8) 隧道及地下工程的資訊化 

(9) 隧道及地下工程的節能、環保 

(10)隧道及地下工程的新設備、新材料、新工藝研究

及應用 

(11)盾構與TBM技術的應用及國產化研究 

(12)隧道運營通風與災害防治 
本次研討會本會共收到46篇論文，經論文組審查並修

改完成後，已於6月間送交大陸主辦單位彙整。 

為搭配大會行程，本會安排了10天的參訪團，除了參

加大會、論文發表和研討，也順道參觀昆明地區的基

礎工程建設。參訪團預訂8月17日出發，8月26日返台，

經發送e-mail邀請會員共同組團，至6月底報名截止，

報名踴躍，共有82人參加，含作者34人。 

 
 

    
 

【第六屆委員會暨特別工作小組委員名單】 
【會員委員會】 ITA2007  主任委員：吳瑞龍 

副主任委員：王在莒           幹事：林漢斌 

委  員：周功台、陳福將、李維峰、傅子仁、謝玉山 

陳福勝、廖銘洋、彭富溪、陳進發、廖肇昌 

周榮隆、陳志修 

【研究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曾大仁 

副主任委員：高宗正              幹事：徐春英 

委  員：劉弘祥、李錫堤、黃俊鴻、林銘郎、侯嘉松

俞旗文、徐力平、柯武德、孫荔珍、張明富

陳天臨、陳志南、鍾禮榮、李友恆 

【財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卓瑞年 

副主任委員：李坤炎、翁錦煌  幹事：吳家潮 

委  員：王立民、王信豐、王廣德、江正治、江程金

余俊彥、林宏政、許廣榮、陳彥旭、陳利明

陳添喜、陳煌銘、黃通良、楊堅一、蔡富添 

【評獎委員會】 

主任委員：方永壽 

副主任委員：高宗正    幹事：余念梓 

委  員：周永暉、黃 治、陳志南、趙際禮、蔡茂生

謝玉山、龐聲烈 

【技術推廣委員會】 

主任委員：陳福勝 

副主任委員：高宗正、鍾禮榮       幹事：陳正勳 

委  員：王錦洋、何泰源、李民政、周功台、林銘郎

柯武德、倪至寬、孫荔珍、陳世強、陳志南



張文城、張明富、許文貴、廖肇昌、廖銘洋 

【國際暨兩岸關係委員會】 

主任委員：劉萬寧 

副主任委員：陳堯中        幹事：李瑞琳 

委  員：王健志、江正治、李維峰、李錫堤、范國璋

高銘堂、翁錦煌、孫荔珍、許廣榮、張基台

謝玉山 

【永續發展特別工作小組】 

主任委員：傅子仁 

副主任委員：王錦洋、謝玉山     幹事：薛文城 

委  員：廖肇昌、吳俊傑、李維峰、孫荔珍、王泰典

鄭富書、陳志南、李煜舲、侯嘉松、劉弘祥

謝維國、王銀和、翁錦煌、王國政 

【隧道發展史特別工作小組】 

主任委員：侯秉承 

副主任委員：廖肇昌、謝敬義      幹事：張博翔 

委  員：陳志南、孫荔珍、謝玉山、傅子仁、何泰源

劉弘祥、羅 立 

【隧道安全管理特別工作小組】 

主任委員：李宏徹 

副主任委員：施邦築、簡賢文   

委  員：林慶元、林英鴻、何三平、陳國隆、陳文龍

張仁德、張子森、楊文祥、楊冠雄、連錫卿

簡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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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屆第一次理監事會議報告】 
第6屆第1次理監事會於4月25日召開，通過提案如下： 

(1)秘書長任命。 
(2)通過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特別工作小組召集人： 

國際暨兩岸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劉萬寧 

技術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福勝 

1. 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曾大仁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瑞龍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卓瑞年 

評獎委員會主任委員－方永壽 

隧道發展史工作小組召集人－侯秉承 

永續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傅子仁 

隧道安全管理工作小組召集人－李宏徹 

(3)通過依本會章程第17條設立若干名譽職，賦予過

去熱心參與本會的資深理監事和歷屆理事長，以

增加本會活力。 

【第六屆第二次理監事會議報告】 
第6屆第2次理監事會於7月10日召開，通過提案如下： 

(1)聘任本會各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委員案。 
(2)聘任本會各特別工作小組副召集人及委員案。 
(3)本會國際暨兩岸關係及技術推推委員會96年度

工作計劃及預算修正案。 
(4)本會台灣隧道發展史特別工作小組組織簡則修

正案。 

 
 
 
 
 
1.本會於今年1月5日和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中華

顧問工程司及日商清水營造/太平洋建設合辦的「台

北捷運蘆洲線CL700A區段標工程參訪」。除介紹該

工程採用的豎井工法及壓入沉箱工法等特殊施工工

法外，也說明選用此施工工法的優點，並藉現場參

觀模與解說，使與會者對施工過程有更多的了解，

做為日後參與類似工程的參考。研討會報請行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核備，依「技師執照換發辦法」規

定發給相關類別技師訓練積分，共有30人參加。 
2.本會正著手研訂本土化的「潛盾隧道設計及施工準

則(含解說) 」，為增進潛盾隧道新技術，做為本準

則編輯及提供隧道界先進之參考。特於6月8日與正

修科大、台灣世曦顧問公司合辦「日本專家潛盾隧

道技術專題演講會」，邀請東京地下鐵公司矢萩秀

一常務董事及早稻田大學小泉淳教授來台演講。矢

萩秀一常務董事進入東京地下鐵公司35年，現為日

本土木學會隧道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及日本隧道技

術協會理事，是領導日本隧道技術走向現代化的功

臣之一。早稻田大學小泉淳教授畢生投入潛盾隧道

之研究，不僅是日本國內潛盾隧道大師，在國際上

也享有盛名。兩位都是2006年版日本潛盾隧道標準

準則改版主導人物。由於兩位貴賓來台時間有限，

為使國內業界有更多吸取經驗的機會，本會特別把

握一天的時間分別在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及高雄

正修科技大學各舉辦一場演講會，免費提供會員及

業界人士參加，由於近來潛盾隧道普及於各都市建

設，此次演講會參與踴躍，盛況空前，台北會場報

名人數為215名，高雄會場為135人。 

 
 
 
 
 
1.本會已將95年5月於高雄辦理「新技術、特殊條件下之捷

運工程技術研討會」之世曦公司何泰源組長專題演講－

「砂質軟弱地盤之深開挖工程與鄰房保護設計與施工探

討－以高雄捷運CO1標O1/O2車站為例」及台北捷運局詹

榮鋒主任專題演講之「臺北捷運潛盾隧道穿越臺鐵與高鐵

下方多重擋土壁之施工案例」製成影音光碟一片，免費提

供會員參考，有興趣的會員可向秘書處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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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元(入會費500元及常年會費800元) 
●永久會員：8,500元 

(含入會費500元及10年常年會費8,000元) 

●團體會員：21,000元 

(含入會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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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商業銀行仁愛分行 

銀行帳號：03201001115200 

劃撥帳號：18919120 

mailto:ctta.tw@msa.hinet.net
http://www.ct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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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六屆理事長交接典禮留念（96.4.25） 96年會大會貴賓－交通部何次長煖軒 

 

 日本專家潛盾隧道技術專題演講會 台北捷運蘆洲線 CL700A 區段標工程參訪 

 

 優良隧道工程得獎單位受獎人合影 優良隧道工程師得獎人合影 

 

 傑出隧道作業人員得獎人合影 韓國隧道協會來訪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