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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今年3月27日在高雄捷運公司舉行97年年會暨

會員大會。大會除例行活動，另搭配專題演講和高雄

捷運公共藝術參訪，晚間則舉辦的頒獎典禮和餐會。

大會由常理事長岐德主持，特別邀請台灣國際造船公

司鄭董事長文隆擔任大會貴賓，同時請到高雄捷運公

司范總經理陳柏和英商莫特邁克唐納公司闕計畫經理

河淵進行「高雄捷運工程特色」及「捷運系統之施工

與營運安全--由高雄捷運的驗證與認證談起」專題演

講。會後至高雄捷運中央公園和美麗島站參觀車站內

令人讚嘆的公共藝術－綠寶石與光之穹頂。透過精彩

的介紹使與會者深刻的感受公共藝術之美。 
年會由高雄捷運局李局長正彬擔任籌備會主任委員，

並由高雄捷運局和高雄捷運公司傾全力協助籌辦，加

上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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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定期透過嚴謹的審查評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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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授界國

家級的榮典，使這些辛勤耕耘的工程人員和工作團隊

受到應得的肯定。今年評獎委員會針對隧道工程貢獻 
的傑出人士，評選出五位優良隧道工程師和兩位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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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作業人員在年會當晚的頒獎典禮予以表揚。 

優良隧道工程師獎  

─ 沈天英、周永川、莊建忠、黃志棟、顧慶屏 

傑出隧道作業手獎   

─ 李詞章、陳州位 

 
 
 
 
 
 

第六屆海峽兩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技術研討會，

於96年8月19至20日在昆明舉行。由大陸方面土木工程

學會隧道與地下工程分會主辦，本會和大陸的岩石力

學與工程學會地下工程與地下空間分會協辦。  
本次會議彙聚了兩岸代表120人：包含本會代表39位，

大陸代表81位。大會貴賓大陸方面土木工程學會總會

理事長建設部譚前副部長慶璉到會致詞。譚理事長針

對隧道界的問題提出5項建議①應創新隧道及地下工

程自有的理論②按照科學發展的要求確保隧道及地下

工程的良性、健康、永續的發展③關鍵技術如滲漏水、

襯砌裂縫、裂紋等仍待提昇④積極研究大型隧道TBM

設備自製的技術⑤，應對隧道及地下工程事故、風險

進行預測和評估，認識風險、規避風險、防範風險。 

會中該會與韓國隧道協會簽訂合作協定，韓國隧道協

會會長及其他10位代表也親自參加盛會。大會統計，

開辦以來，參與研討的兩岸專家學者，已高達1055人，

交流的論文也達到850篇。 

本次會議共發表論文120篇，本會提供了46篇。 

大會特別安排了10位專家就目前隧道和地下工程中的

熱點問題和前瞻問題進行主題報告及討論；另外，分

設計、研究和施工技術兩個會場進行專題報告，共有

33位專家發言。 

與會的專家學者在有限的時間裏展現研究成果，也從

大會得到許多重要資訊，本次大會甚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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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同時決定，依順序下次大會於97年8月下旬在

大連召開，由大陸方面岩石力學與工程學會地下工程

與地下空間分會主辦。 

本會更規劃了會前、會後的參訪行程。會前參訪昆明

石林地區特殊地質地形，會後參訪雲南地區。出席代

表連同其他會員和眷屬共72人組團參加此次研討會。

代表團由黃前理事長擔任團長，曾理事大仁、高理事

宗正擔任副團長。 

 
 
 
 
 
 

第七屆研討會於今年8月28-30日在遼寧大連舉行，由

大陸方面岩石力學與工程學會地下工程與地下空間分

會主辦，本會和大陸土木工程學會隧道與地下工程分

會協辦。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隧道及地下工程的新

理論、新技術和新實踐」，14個子題為： 
(1) 地下空間的規劃與設計 

(2) 交通隧道的設計與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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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及地下工程圍岩穩定性和控制方法 

(7) 隧道及地下工程的耐久性研究 

(8) 隧道及地下工程的安全與風險管理 

(9) 隧道及地下工程的資訊化 

(10)隧道及地下工程的節能、環保及可持續發展 

(11)隧道及地下工程新設備、新材料、新研究及應用 

(12)潛盾與TBM技術的應用及國產化研究 

(13)隧道運營通風與災害防治 

(14)工程實例及其他 
本會於去年發出本次研討會徵文通知，共收到47篇摘

要，經論文組審查後已通知提送論文，5月中旬收齊論

文並進行審查，所有論文預訂於6月間送交大陸主辦單

位彙整。 

為廣邀青年工程師參與，大會將同時辦理「海峽兩岸

岩土工程和地下工程青年科技研討會」，共收到6篇論

文，由論文審查小組併同兩岸研討會論文審查中。 

為搭配大會行程，本會計劃安排10天左右的參訪團，

除了參加大會、發表論文和研討，也安排參觀撫順大

伙房水庫隧道工程建設。有意參加的會員，請至本會

網站下載意願調查表填寫後傳真本會秘書處，以利初

步統計人數，並於行程及報價確認後優先通知。參訪

團詳細行程及報價請密切注意本會近期網站訊息。 

 
 
 
 

【第六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報告】 
第6屆第3次理監事會於10月9日召開，通過提案如下： 

(1)通過高士偉等2位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案。 
(2)通過97年年會暨會員大會召開日期及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人選案。 

(3)通過依本會章程第17條聘請程前理事長禹、鄭前

理事長文隆擔任名譽職。 

(4)通過第七屆海峽兩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技術

研討會論文徵選事宜。 

(5)通過辦理『冷凍工法於地下工程之應用』研討會。 

(6)通過舉辦『隧道安全檢測、修復』座談會。 

【第六屆第四次理監事會議報告】 
第6屆第4次理監事會於3月7日召開，通過提案如下： 

(1)通過黃志清等10位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案。 

(2)通過96年度工作報告及各類財務報表：「收支決

算表、資產負債表、現金出納表、基金收支表、

財產目錄」及監事會監查報告。 

(3)通過97年度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 

(4)通過96年度優良隧道工程師及傑出隧道從業人員

等2獎項評選結果。 

(5)通過提報97年年會的2項提案。 

 
 
 

ITA2008   
 
 
2008年世界隧道工程研討會及第34屆國際隧道協會年

會於今年9月19至25日於印度阿格拉Hotel Jaypee Palace

舉行，同時並召開以「增進環境及安全的地下設施」

為主題的世界隧道工程研討大會。 

主辦單位發函邀請所有會員共襄盛舉，出席參加大會。 
 

 
 
 
 

1.本會與台北市政府捷運局、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訂於今年6月26-27日合辦「灌漿工法於都會區

地下工程之應用研討會」，由於台灣地區地質環境複

雜，加以地狹人稠與土地高密度開發利用，使各項工

程建設普遍需面對諸多大地工程問題的挑戰，隨著工

程建設的大型化、都市化及地下化，無可避免地需於

軟弱地盤及緊鄰既有結構物之條件下施工，為能達到

兼顧施工安全、縮短工期及環境保護之需求，乃陸續

引進國外各種地盤改良工法，其中灌漿工法已成為辦

理各項工程建設不可或缺的技術。為了增進設計與施

工人員對灌漿工法的基本學養，提昇施工品質及可靠

度，乃舉辦本項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演講及

座談。相信對於灌漿工法理論的理解、經驗交流及工

程技術創新等，可提供莫大的助益。研討會名額共150

位，非會員4,000元，會員3,200元，依報名順序額滿為

止，會員優先，不接受現場報名。有意參加會員可填

妥報名表傳真本會秘書處報名，或可上網下載研討會

報名表和各項資訊。本研討會已報請行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核備，將依「技師執照換發辦法」規定發給相

關類別技師訓練積分，並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

學習時數。 

   

2.本會訂今年7月25日假台北市政府捷運局國際會議廳

與鐵路改建工程局東部工程處合辦「隧道結構安全檢

測與管理研討會」，研討會將針對隧道工程設施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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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維護管理、隧道結構安檢管理與安全評估準則、

隧道安全檢測非破壞性檢測技術，提出具體的工作方

法與改善對策。同時針對國內隧道檢測已研究開發有

成的新技術，提出經驗分享與交流，以提升國內隧道

結構安全檢測與管理水準。研討會報名資訊請密切注

意本會近期網站訊息。 

 
 
 
 
 
1.為使國內業界有更多吸取經驗的機會，國道新建工

程局特別與本會隧道安全管理特別工作小組於96年

11月14日假國道新建工程局合辦「水幕式火災防災系

統研討會」，提供會員及業界人士參加。本會李召

集人宏徹擔任主持人，會中特別邀請日本鹿島營造

股份有限公司天野玲子部長介紹水幕式火災防災系

統。由於近來長隧道的興建漸多，隧道內的防災也

漸受重視，此次研討會共有60餘人參加。 

2.由本會研究發展委員會策劃，並邀請臺北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與萬鼎工程公司於去

年12月27、28日在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國際會議

廳共同主辦「2007年冷凍工法於地下暨隧道工程應

用研討會」，會中共發表11場專題講演，由國內與

日本、烏克蘭等具有實務經驗之設計與施工專家擔

綱報告。內容涵蓋國內外冷凍工法之發展及工程實

例探討，並在第二天下午辦理綜合討論。為國內第

一次聚集產官學專家共同探討冷凍工法之活動，別

具意義。與會者一致認為應持續辦理相關研討會或

其他知識交流活動，並擴大各界之參與。且結合相

關專業團體共同研擬以利推廣。 
本次研討會共有115人參加，發給相關類別技師訓練

積分，及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時數。 

 

 

 

 

【經濟部水利署南區水資源局】 

民國87年為加強水資源開發管理與運用，於台灣省府

水利處轄下成立北、中、南水資源局。南區水資源局

係由前曾文水庫管理局與水利局轄下之南部水資源開

發工程處、阿公店水庫管理委員會等機構整合組成。

88年7月改隸經濟部水利處。91年3月改制為經濟部水

利署南區水資源局(南水局)。 
南水局負責辦理臺灣南部水資源的規劃、設計、開發、

營運管理及集水區保育等業務，轄區包含嘉義縣市、

台南縣市、高高屏、澎湖、台東及雲林一帶。 
南水局業務包含①水資源計畫之規劃、設計與開發，

水資源營運調度管理②水庫集水區經營管理及安全評

估③計畫用地取得及資產管理業務及④水庫及水利設

施之運轉維護。 
南水局曾負責興辦多項重要水利工程，包含南化水

庫、牡丹水庫、南化水庫越域引水、高屏溪攔河堰、

南化水庫與高屏溪攔河堰聯通管路、及阿公店水庫更

新等工程，目前執行曾文水庫越域引水計畫。 

台灣因海島型態，自然水源有限，南部地區全年雨量

豐枯懸殊，河川狹隘短促，水資源開發調度上極為困

難。由於興建大型水庫經費高昂、對環境衝擊大，居

民共識取得不易。採取有效的水資源靈活調度、加強

設施改善維護、標的用水協調支援等策略；以管理為

手段、供給為導向的型態，作為水資源開發方式。 
水資源管理將導入以永續經營的理念加強水土涵育、

管理及靈活調度現有水源，穩定提供質、量均佳之水

資源；推動節約用水以提高水資源應用效率；維護創

造自然多樣之水利環境；導入整體性之流域整治觀

念，加強柔性自然的設計理念，創造綠美化的親水空

間，復育多樣化的水環境，提供全民休閒遊憩的優質

場所，全方位提昇民眾生活品質。 
南水局向來對本會支持有加，前任局長楊豐榮，頃榮

陞經濟部水利署總工程司，曾連任本會理事，除熱心

參與本會各項活動，更曾多次將水利工程地下化的心

得著成文獻，提供業界分享。 

 
 
 
 
 
 
1.本會已將97年年會兩場專題演講－高雄捷運公司范

總經理陳柏之「高雄捷運工程特色」及高雄捷運計

畫顧問團闕河淵計畫經理之「捷運系統之施工與營

運安全--由高雄捷運的驗證與認證談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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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網頁全面更新，提供會員更多資訊及新知，除

了本會簡介和會務報導，還包括技術文獻、本會出

版品介紹、會訊電子檔下載服務、「新聞區」公告

最新活動，「會員服務專區」包含給予會員專屬的

多方面參考資訊，是會員即時充電及交流的園地。

敬請會員多多上網，並歡迎來電批評指教。(網址：

http://www.ct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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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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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銀行－原中華銀行仁愛分行 

銀行帳號：03201001115200 

劃撥帳號：189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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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凍水幕式火災防災系統研討會 

第六屆海峽兩岸隧道與地下工程研討會合影 

程名譽理事長禹及鄭名譽理事文隆 

97 年會大會貴賓與籌委會主任委員 年會專題演講－范總經理陳柏與闕計畫經理河淵 

優良隧道工程師得獎人 

優良隧道從業人員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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