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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七屆理事長交接】 

本會第七屆理事會理監事已於98年5月4日就職，同日

舉行新舊任理事長交接典禮，由第六屆常理事長岐德

將印信交付第七屆李理事長建中。李理事長於美國密

西根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曾擔任行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等要職，目前

擔任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董事長，李理事長為本會

創始人之一，曾擔任本會常務理事、監事，對本會會

務熱心而熟稔。他推崇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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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理事長代表本會全體會員向常前理事長致贈紀

念品，表示感謝和祝福之意。 
第七屆理事會任期兩年，至100年4月21日。 

【聘任第七屆新名譽職】 

為使對本會著有貢獻的先進繼續參與會務，本會第七

屆第一次理監事聯席會決議：依章程第十七條敦請曾

擔任過本會理事長及在工程界有特殊貢獻的先進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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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名譽職，使這些先進能繼續參與會務，給本會更

實際的指導。 

敦聘名單及名譽職位如下： 

名譽理事長：程禹 

名譽理事：鄭文隆、林崇一、歐晉德 

顧問：卓瑞年、謝敬義 

【新任第七屆常務理監事】 
本會於98年4月21日進行第七屆常務理監事及理事長

選舉，選舉結果如下： 

理事長：李建中 
常務理事：李建中、王美娜、沈景鵬、高宗正、鄭富書 
常務監事：常岐德 

【新任第七屆主任委員及召集人】 

本會於98年5月4日進行第七屆第一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通過各委員會及特別工作小組召集人人選如下： 

榮工公司劉副總經理萬寧擔任國際暨兩岸關係委員

會主任委員 

台北市捷運局高副局長宗正擔任技術推廣委員會主

任委員 

中興顧問周總經理南山擔任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

員 

交通部鐵改局許局長俊逸擔任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 

日勝生活科技公司沈總經理景鵬擔任財務委員會主

任委員 

交大工學院方院長永壽擔任評獎委員會主任委員 

台北市捷運局常局長岐德擔任會務發展特別工作小

組召集人 

日勝生活科技公司沈總經理景鵬擔任台灣隧道工程

人物專訪集編輯工作小組召集人 

國道新工局李組長宏徹擔任隧道安全管理特別工作

小組召集人 

中興顧問社邱執行長琳濱繼續擔任第八屆海峽兩岸

研討會籌備會主任委員 

 

http://www.ct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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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98年年會暨會員大會於今年4月10日於台北市捷

運工程局B1會議廳舉行。今年年會邀請到日本隧道協

會小森博會長專程來台簽署與本會之合作備忘錄。 

年會由常理事長主持，特別邀請了行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陳副主任委員振川擔任大會貴賓，今年大會除了

專程來台的日本隧協小森會長及該會常務理事水谷敏

則，另有與本會合作的韓國隧道協會，由其副會長李

相德率領了四人代表團來台參會，李副會長表示希望

藉由本會及日、韓的合作基礎上，推動亞洲地區隧道

界的大合作。 

此次年會，本會特別表揚了97年度隧道傑出貢獻的各

項獎項，計有 

優良隧道工程 

－臺北捷運內湖線CB420區段標 

－C802Z標觀音山工程 

特殊功績獎－沈景鵬先生 
優良隧道工程師 

－蔡進發、陳聰海、劉安德、陳順得、陳建宏 

傑出隧道從業人員 

－陳皇升、鍾榮枝、邱國聰、鍾榮浩 

此外，常理事長特別頒發感謝狀，感謝一直以來為本

會付出心血從事各項編輯工作的負責人，計有侯秉

承、柯武德及劉弘祥先生暨協助本會翻譯「日本隧道

工程標準規範及解說(潛盾工法篇)」為中文版的日橋

工商會建設部會會長船本洋治先生。 

今年特別安排了兩場專題演講，由日韓兩國講員主講： 

(1)韓國隧道協會Dr. Warren Wangryul Jee主講「High 

Power TBM for Railway Tunnel Excavation」 

(2)日本隧道技術協會小森博會長主講「日本隧道技

術發展之現況」 

當日下午，本會舉辦了桃園機場捷運工地參訪，感謝

高鐵局特別安排詳細解說。 

年會當晚的Gala Dinner由本會會員及來訪外賓共同參

加，進行了溫馨的聚會及充分的交流。 

今年年會舉行第七屆理事監事改選，選舉結果如下： 

理事：李建中、陳福勝、高宗正、朱  旭、謝玉山 

鄭富書、周南山、沈景鵬、王美娜、王泰典 

楊豐榮、李宏徹、侯秉承、張文城、秦中天 

監事：常歧德、黃燦輝、邱琳濱、歐來成、林宏政 

此次年會，由台灣世曦公司董事長李建中擔任籌備會

主任委員，並由台灣世曦全力配合辦理，極為成功。

另有53個友好單位公司提供充裕的經費贊助，常理事

長在年會中也特別代表協會致上最深的謝意。

 
 
 
 
 

第七屆海峽兩岸隧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技術研討會於97年8

月29至30日在大連舉行。由大陸的岩石力學與工程學會地下

工程與地下空間分會主辦，本會和大陸的土木工程學會隧道

與地下工程分會協辦。 

本次會議彙聚140位兩岸專家學者代表，本會49位，大陸90餘

位。開幕式由朱理事長維申主持。本會黃團長燦輝應邀致詞。 

本次會議共發表論文121篇，本會提供了51篇。 

首日由大會就目前隧道和地下工程中的熱點和前瞻問題進行

了15項特邀報告；次日分兩個會場進行了73項專題報告。 

本次研討會與「海峽兩岸岩土工程和地下工程青年科技研討

會」併辦，本會安排了部份青年工程人員發表論文，並擔任

不同場次的論文主持。 

依順序第八屆研討會由本會主辦。 

大會安排了會後的工程觀摩行程。於9月1及2日參訪大伙房水

庫和瀋陽地鐵工程。隨後本會又安排了參觀瀋陽至哈爾濱地

區的基礎和水利設施。本會代表連同其他會員和眷屬共83人

組團參加此次研討會，由黃前理事長擔任團長，鄭常務理事

富書、張監事培義、楊理事豐榮及高理事宗正分任副團長，

盛況空前。 

 
 

 
 
 
 
 

第八屆研討會訂於今年11月18-20日在台北舉行，由本

會主辦，大陸方面岩石力學與工程學會地下工程與地

下空間分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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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工程與環境保育」，

12個子題為： 
(1)隧道與地下工程於公共工程之角色及功能(功能) 

(2)隧道與地下工程之規劃與調查(研究) 

(3)隧道與地下工程之設計與分析(設計) 

(4)隧道與地下工程之營建管理(管理) 

(5)隧道與地下工程之機械化施工與管理(施工) 

(6)隧道與地下工程之監測與安全檢測 

(7)隧道與地下工程面臨之地下水環境課題與對策(環

境) 

(8)隧道工程之土方資源運用與環境保護 

(9)隧道與地下工程之風險管理 

(10)長隧道之營運、管理與防災(防災) 

 
(11)地下空間利用之回顧與展望(展望) 

(12)規劃及執行中隧道面臨之挑戰(工程介紹) 

本次研討會委請中興工程顧問社負責籌辦，邱執行長

琳濱擔任籌備會主任委員。籌委會於去年11月27日成

立，邀請28單位共襄盛舉，另於12月15日召開籌備工

作議，討論工作分配及籌備進度。並於去年12月發出

本次研討會徵文通知，共收到41篇摘要，經論文組審

查後已通知提送論文，今年6月底收齊論文並進行審



查，大陸方面論文預訂於6月間收齊送交本會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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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屆第八次理監事會議報告】 
第6屆第8次理監事會於3月26日召開，通過提案如下： 

(1)王景平等71位個人會員暨水興實業有限公司、大

成工程(股)公司、日商立達大地工程(股)公司台灣

分公司等三個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案，工業技術研

究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長堡營造有限公司等兩

個團體會員會籍異動案。 

(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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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理監事選舉參考名單。 

(4)本會98年年會邀請貴賓名單。 

(5)第七屆理監事選票用印及監票案。 

(6)本會97年度特殊功績、優良隧道工程、優良隧道

工程師及傑出隧道從業人員等4獎項評選結果。 

(7)本會成立「台灣隧道工程人物專訪集編輯工作小

組」之組織簡則及98年度工作計劃及預算。 

(8)本會98年年會提案共2項。 

(9)推動購置本會會所案。 

(10)本會出版之「台灣隧道工程發展史及案例彙編」

以限量管制方式發行。 

【第七屆第一次理監事會議報告】 
第7屆第1次理監事會於5月4日召開，通過提案如下： 

(1)倪用端續任秘書長案。 

(2)聘請程前理事長禹等擔任名譽職案。 

(3)將「永續發展特別工作小組」更名為「會務發展

工作小組」。 

(4)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特別工作小組召集人案。 

 
 
 
 
 

1.本會受韓國隧道協會邀請，由國際關係委員會劉主任

委 員 萬 寧 率 團 至 韓 國 首 爾 參 加 ＂Korean Annual 

Conference on Mechanized Tunneling ＂研討會並發表專

題演講。代表團一行另有謝玉山理事、倪用端秘書

長、中興公司王建智經理、世曦公司王慶麟經理及隨

團的謝玉山夫人。 

代表團於97年11月6日中午抵達首爾，下午參訪穿越漢江下

方的TBM隧道工程和首爾市區地下深層以新奧工法鑽炸施

工的兩處地下工程，韓國隧協安排了各工地詳細解說。 
當晚該會現任理事會主要成員，由理事長Dr.Gyu-Jin Bae作
東宴請本會代表團，雙方人員親切交流。 
11月7日本會代表赴大會現場，謝理事玉山及中興公司王建

智經理應邀發表「Tunnel Excavation Using TBM’s in 
Hsueshan Tunnel Project」及「Challenging Case Histories of 
Rock TBM in Taiwan, Review and Prospective.」兩場專題演

講，當日晨另有澳洲專家Prof. Paul Hagan做專題報告。下午

為韓國專家學者以韓文發表論文，主辦單位乃安排七位外籍

代表赴市區景點參觀。晚間舉行盛大的酒會。韓國隧道協會

前任理監事紛紛到場與本會敘舊。劉主任委員代表理事長在

酒會上致上本會的祝福。    
短短兩天密集的交流延續了兩會的聯繫，韓國隧道協會理監

事都希望爾後兩會能趁年會互動。本次往訪，雖是報聘性

質，卻能感受韓方對本會交流的珍惜與重視。 
2.本會為擴大國際區域性交流，於95年與韓國隧道協會

簽訂合作協定從事實質交流。另多次和日本隧道協會

連繋合作事宜及交換合作條款，96年時本會邱前理事長

更親率正副秘書長赴日本訪談，確定雙方之合作意願。日方

並提出備忘錄草案，以資訊交換和不定期往訪、演講為初期

交流主軸。今年年會日本隧道協會小森博會長代表來台與木

會簽訂合作協訂，確認雙方未來合作關係。  

3.本會多項研究計劃於今年度陸續完成，並將多年研究

成果集結成冊，計有中興工程公司侯協理秉承協助編

輯之「台灣隧道工程發展史及案例彙編」、正修科大

柯助理教授武德與研訂小組共同編撰之「潛盾隧道設

計及施工準則與解說」、中興工程公司劉弘祥等人編

輯之「隧道工程施工技術、品管與案例彙編」等三冊

出版品。其中「台灣隧道工程發展史及案例彙編」為

本會管制發行之出版品不對外出售，另兩冊由科技圖

書公司代為發行，會員請逕洽科技圖書公司購買(電
話：02-23707080) 

 
 
 
 
 
1.本會已將98年年會邀請日韓兩隧道協會代表發表之

兩 場 專 題 演 講 － 韓 國 隧 道 協 會 Dr. Warren 

Wangryul Jee之「High Power TBM for Railway 

Tunnel Excavation」及日本隧道技術協會小森博會

長之「日本隧道技術發展之現況」製成影音光碟一

片，免費提供會員參考，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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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行西松分行 

銀行帳號：52410150250500 

劃撥帳號：18919120 

mailto:ctta.tw@msa.hinet.net
http://www.ct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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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名譽理事長、名譽理事及顧問玉照 理事長、98 年會大會貴賓與籌委會主任委員 

 

 特殊功績獎得獎人沈景鵬先生 與日本隧道技術協會簽署合作備忘錄 

 

 
 優良隧道工程得獎單位 優良隧道工程師得獎人 

 

傑出隧道從業人員得獎人 與韓國隧道協會交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