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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故陳俊融君為前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總

工程司，慟於民國(以下同)105年11月20日因病

辭世，享年五十三歲，其親人、長官、同事、朋

友及學長弟們皆甚為不捨！隨著高雄輕軌之規

劃、設計、施工之進展，陳副總工程司熱心地

宣導人文輕軌。陳副總工程司在最後一段日子

裡，抱病完成了著作「那些年，我們一起迎接輕

軌」，而高雄輕軌(第一階段)統包工程分別於104

年10月16日通車C1至C4站、105年7月4日再通車

至C8站，隨著高雄輕軌逐步地通車，代表10餘年

來高雄發展輕軌建設已慢慢開花結果了。希望＂

移動的地標-輕軌＂代表高雄再次的蛻變，重新形

塑城市美學及生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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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陳俊融副

總工程司，77年6月國立中興大學土

木工程研究所碩士畢業，於79年6月

至局服務，歷經股長、正工程司、科

長，99年4月陞任副總工程司；亦擔任

高雄第一科大營建系、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土木系、正修科大土木與工程資

訊系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講師。盡心盡

力投入捷運、輕軌各項工作，戮力以

赴，迄至病中，仍未忘工作初衷，心

懷人文輕軌，直至105年11月20日於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肝癌

辭世。哲人已矣，為感念其人其事，

幾位他高中、大學的學長、學弟等，

特撰文以紀念之！

貳、著作與事蹟

陳副總工程司在其任內，完成諸

多事項：

一、�曾榮獲91年度中國工程師學會十

大優秀青年工程師獎、98年度中

國工程師學會高雄市分會傑出工

程師獎、102年度中華民國隧道協

會優良隧道工程師。籌編過「高

雄捷運潛盾隧道施工專輯」、

「高雄捷運軌道專輯」、「高雄

捷運車站建築專輯」、「高雄捷

運南岡山站影像專輯」，並於105

撰寫完成「那些年，我們一起迎

接輕軌」。

二、�協助督導安全完成高雄捷運紅橘

線全線潛盾隧道貫通（包括穿越

蘋果森林大樓、半屏山、前鎮



3
特 

稿

170�│No.113│January, 2017

斷，困難重重，仍克服艱辛，終底於成。

五、�協助克服輕軌使用平面道路與都市空間整

合問題：介面繁瑣，影響範圍眾多，光是

要先讓民眾對路口的交通影響以及營運制

度的熟悉等，各方均有相當程度的意見，

況交通號誌整合、路型變更、轉乘設施的

配套，更需眾多相關單位的磨合及整合，

歷經十餘年，亦均逐一克服。

陳副總工程司在工作閒暇仍不斷的發表高

雄捷運與輕軌興建工程相關的論文共50多篇，

包括高雄捷運結構的抗鹽防蝕、高雄捷運民間

參與之模式與經驗、美麗島車站案例探討、軌

道工程規劃與施工實務、高爐水泥與自充填混

凝土應用、潛盾隧道設計與施工及相關案例探

討、地下隧道通風與防災規劃、公共藝術發展

與規劃、高雄輕軌推動現況、輕軌軌道型式與

設計、輕軌機廠綠建築設計等，並且倡導將建

設與人文結合，在全球暖化的同時，他也開啟

臉書做起教育下一代環保綠能在公共運輸的城

市定位，啟發年輕人疼惜大地與故鄉的動機。

貳、處事態度與人生觀

從小到大，陳副總工程司面對困難所展

現的堅忍不拔，無論在課業上或是生活常規

上，從來不會讓父母擔心，並且深得鄰居、師

長、男女同學們和兄姊們的喜愛。他對於工作

上的態度是我們最佳的模範，他關心朋友、為

家人付出，與人相處所顯現的貼心、幽默、重

感情、人緣好、萬人迷的特質，將他的關懷毫

無藏私的傳遞到身邊的每一個人，並有「消氣

丸」的美譽。作者之一記得他常會對生活中心

理有失落徬徨的朋友鼓勵說：

河、博愛橋等）、O5/R10地下車站站體：

轉乘站O5/R10直徑140公尺、開挖深度

27.05公尺，為世界最大之圓形捷運車站，

其複雜環境條件及施工案例，在國內及國

際施工紀錄上均稱首次。

三、�參與並協助各項工程榮獲殊榮：包括「紅

線CR2區段標工程」榮獲96年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首屆「公共工程金安獎」、「高雄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線工程」榮獲97年

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紅橘

線路網建設案(CR4、CR5、CO2區段標工

程)」榮獲台灣混凝土學會「2009混凝土工

程優良獎」第一名；「R9中央公園站」則

同時榮獲2008國家卓越建設獎「優良環境

文化類金質獎」、2008建築園冶獎「優質

公共景觀獎」及第三屆「都市設計景觀評

選大獎」、FIABCI(The�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Federation世界不動產聯合會)2009�

Prix� d’� Excellence� Award全球卓越建設

獎環境類金質獎等獎項；「O5/R10美麗島

站」則同時榮獲2009建築園冶獎「特別

獎」、2009國家卓越建設獎「優良環境文

化類卓越獎」、98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工

程優良獎」、2009國際照明設計獎、第

四屆「都市設計景觀評選大獎」及FIABCI�

2010�Prix�d’�Excellence�Award全球卓越建

設獎環境類金質獎等獎項；「R17世運站」

榮獲第三屆「都市設計景觀評選大獎」、

2009國家卓越建設獎「優良環境文化類金

質獎」；「R18油廠國小站」榮獲2011國

家卓越建設獎「優良環境文化類金質獎」

等獎項。

四、�協助規劃台灣獨一無二的高雄環狀輕軌：

史無前例運用台鐵東西臨港線的路權，雖

遭遇民眾嚴重質疑「去除平交道」、「走

了鐵路、來了輕軌」，嚴重抗爭、紛擾不



3
特 

稿

No.113│January, 2017│ 171

『做不完的事情，停一停，放鬆心情；

掙不夠的錢財，看一看，身外之物；

看不慣的世俗，靜一靜，順其自然；

生不完的悶氣，說一說，心境寬廣；

接不完的應酬，辭一辭，有利健康；

盡不完的孝心，走一走，回家看看；

還不完的人情，掂一掂，量力而行；

走不完的旅程，緩一緩，漫步人生』

與朋友分享他處理事情的態度：『每天弄

點糟心事，一輩子都得糟心下去，把糟心的事

放下扔掉，每天陽光一點，你就燦爛一輩子！

沒有人天生就懂得控制情緒，真正有智慧的

人，是時刻留意不要讓自己栽在壞情緒中！』

他非常重視朋友與信用，無論是剛認識的

還是深交已久的，一定是真心對待，任何問題

求助於他，也必定牢牢地記在心上並盡力完成

每一個請託，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真誠相待，讓

他結交了許多朋友與粉絲們，不但成為了支持

他的一大動力，也與大家一起共創出許許多多

刻骨銘心的美好回憶。

在104年他身體出現不適狀況，縱使在面對

生命這個嚴肅的課題下，他仍然樂觀以對，還

經常開玩笑說因為自己的神經比較大條，所以

沒那麼擔心病情。在病榻期間，還著手完成了

人生的最後一部著作『那一年我們一起迎接輕

軌』，熱鬧且成功地辦了2場簽書會，可以說是

其人生燦爛的註腳。

陳副總工程司於簽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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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雪泥鴻爪

作者之一的照雄和副總共事約21個年頭，

副總的諸多人格特質，為同仁們塑造良好的學

習典範，幫助大家度過許多困難。

21年前那時照雄剛到捷運局，陳副總工程

司擔任股長，雖然不受他直接指揮，但發現，

為什麼他好像什麼事都知道該怎麼做，都知道

如何去完成，有什麼事情長官一定都會先詢問

他，而他也總是胸有成竹，充滿信心，這就是

副總給人的第一印象。讓照雄在往後幾年，可

以在他的領導下順利進行各項工作，縱使在最

緊急的突發狀況下，他的自信總是具備安定人

心的力量，讓照雄能恢復平靜，不慌不忙，雖

然常常只是簡單地提示方向，但只要依照他所

說的去做，事情總能神奇地獲得解決，雖然總

覺得自己好像也沒特別做什麼努力但工作自然

水到渠成，其實是他把表面簡單的部分交給照

雄去執行，背後真正困難的部分則由他負責溝

通協調。記得93、94年時，因為市議會對預

算審查有很多意見，那時他經常在晚上打電話

請照雄準備各種說明資料，語氣中總會帶著歉

意，可以明顯感受到他的體諒，更重要的是只

要照雄把基本資料準備好，他就會盡一己之力

去處理，他就是這樣一個勇於任事的好長官。

照雄記得102年與陳副總工程司一起到歐洲

考察，每到一處城市，他總是興沖沖地去搭輕

軌，彷彿終於見到期待已久的朋友；終於印證

腦海中盤旋許久的理念一般，在波蘭克拉科夫

微涼的晨曦中大家騎著腳踏車，看著輕軌列車

停在道路上讓人們直接上車，而一旁汽車自然

停在路上等待、禮讓；在捷克布爾諾看著汽車

緩慢依序地跟在輕軌列車後方前進，火車站前

輕軌列車、汽車、人群熱鬧交錯，卻無任何號

誌管控，讓大家驚訝、佩服，感動許久，這正

是陳副總工程司一直宣揚的人文素養體現。

一種『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的善良』，

他全心耕耘臉書社團，為建立及實現理想而努

力，希望有朝一日高雄輕軌也會如此，他就是

這樣熱愛他的工作，堅定地展現生命活力。

陳副總工程司對人更是關懷，總是願意

替朋友解決困難，傾聽下屬的意見，他經常在

公務上提點照雄，瞭解事情的始末與意見，然

後指出應該注意哪些事情。對於不如意的事總

是淡然以對，他希望讓每一個同仁都能適得其

所，負責他所擅長的事。

肆、對軌道的熱忱與堅持

輕軌在高雄推動之前幾年，陳副總工程司

開始在南部各大學演講宣導，有感於許多人提

出的問題，都還是停留在用捷運的觀點來看輕

軌，於是從2013年轉換以「人文輕軌」為主軸
陳副總工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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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捷運局周禮良局長不只在任內推動高雄

輕軌的規劃案，也創意地辦理「2004年輕軌

試乘活動」，讓國內民眾親自體驗瞭解什麼叫

做輕軌，說他是高雄與台灣輕軌的推手真的一

點也不為過。此概念也在陳副總工程司的心理

發芽。

起初陳副總工程司係以臉書宣導輕軌，

但由於臉書朋友數增加的受限，於2013年10

月17日成立JR� Chen’s�

Transportation�World粉

絲專頁。其粉絲專頁大

頭貼採用輕軌槽狀鋼軌

(54R2槽形軌)如右圖所

示，陳副總工程司曾說

其意義為：

一、�高雄輕軌是台灣第一條輕

軌，也是第一個採用崁埋

植草式槽狀鋼軌的輕軌；

二、�槽狀鋼軌的形狀很像他的

英文名字的縮寫JR，而JR

又好像他對軌道工作的投

入-Just�Railway；

伍、感念

陳俊融副總工程司一生展現工程人員滿

腔的熱情，高雄輕軌自規劃構想階段一路到施

工營運階段，俊融副總工程司更是費盡心力協

助高雄市政府及捷運局強力推動而有亮麗的成

果，因為他深信，堅持是通往夢想唯一的路。

這是一段很難遺忘的路，他一路走來，終至人

生落幕，相信他的長官、親人及朋友們均見證

了他的英雄歲月。

開始他的輕軌演講，甚至在臉書上也不斷地po

文宣導。他覺得應該從輕軌的演進過程、輕軌

與城市的互動及市界上許多城市發展綠色交通

理念等觀點來解釋。大家才容易瞭解，輕軌到

底是甚麼樣的大眾運輸。

甚麼是人文？他很喜歡用網路上的一段話

來做說明：

一種植根於內心的素養，以「承認約束」

為前提的自由，一種「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

想」的善良，它關乎公平、正義；就在我們日

常的生活裏、就在人和人的關係中。想想我們

有多少時候，不需要別人提醒。就知道檢點自

己的行為，就能夠自覺地遵守法紀，恪守做人

的本分，盡可能為別人著想，幫助他人。

在他第一次演講人文輕軌時，即引用前段

說明，因為輕軌是一個榮譽制，以及路口的號

誌配合輕軌運作之考量，若大家騎摩托車時橫

衝直撞，那城市與輕軌就無法相融了，故當城

市有了輕軌，我們的一些生活習慣也要試著用

人文的角度去調整，瞭解輕軌會對城市能產生

甚麼樣的改變、人們如何搭乘輕軌、及遵守交

通號誌，則台灣第一條輕軌在高雄就會成功的

永續經營運轉。

54R2槽形軌斷面示意圖

����������陳副總工程司與周禮良董事長合影於高雄輕軌電聯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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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總工程司與臉書粉絲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