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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中華民國隧道協會理事長   

陳志南
談 隧道工程艱困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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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陳教授不僅長期從事教學與研究，也

參與工程實務並擔任中華民國隧道

協會理事長，在今日科技日新月異且

工程環境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時代，隧

道工程人員宜具備那些專業能力與特

質？

答：隧道工程在土木工程中造價高，所以在

國內均屬公共工程，幾無私人興建。隧道工程

涉及多個專業領域，在建造過程中地質及水之

壹、前言

　　陳志南教授現任中華民國隧道協會理事長，民國65及69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及土

木工程研究所，工作數年後復於民國75年進入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雙城校區土木工程系博士班，

主攻岩石力學，民國81年取得博士學位即接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臺科大)聘任返臺任

教。

　　陳志南教授於臺科大營建系授課已超過25年，現為營建工程系名譽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

岩石力學、岩坡工程、隧道工程等，並建立了岩石力學試驗室，以提供教學與支援國家重大建

設，另外陳教授指導過的碩博士生近百人，目前多於產官學研機構擔任重要職位。教學之餘，

陳教授長期參與中華民國隧道協會工作，民國85年隧道協會成立時擔任第一屆副秘書長及第二

屆秘書長等職，並持續參與協會理監事會及各委員會的服務，民國106年被推選為第十一屆中華

民國隧道協會理事長迄今。

　　本期很榮幸於民國107年5月15日專訪陳志南理事長，以下是訪談紀要：

訪中華民國隧道協會理事長   

陳志南
談 隧道工程艱困與挑戰

調查與掌握尤為關鍵。隧道工程人員宜具備之

專業能力大致可分為三部分，(1)專業技能及

跨領域知識的訓練：隧道工程涵蓋地工、應用

地質、結構、水文、鑽炸、機電、計測、資訊

管理等諸多專業，涵蓋設計、施工、監造、安

全評估、災變緊急處置、公務行政、專業機具

等各領域，這些相關職能瞭解愈多愈好。(2)

穩健的人格與倫理特質：隧道工程施工充滿許

多變異性，常有邊設計邊施工的情況，過程中

涉及業主、設計、監造、施工等單位之協調，

除了工程人員本質學能外，當工程遭遇不順或

須緊急處置時，是跟時間賽跑，所以在法理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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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大學及研究所的教育對於隧道工程師

影響重大，應如何導引及確認國內各

大專院校提供這樣的師資與場所？

答：目前國內有多所大專院校提供隧道工程、

岩石力學、工程地質等隧道相關的課程，這些

都是大地工程技師的專業範疇及考試科目。此

外，隧道涉及的水文、機電、開炸、營建法規

等，則可由相關系所支援或邀請隧道業界專家

講授，以培育隧道人才需要之跨領域知識。就

土木營建的核心技能來說，包含相關理論與力

學機制學能的培養，在規劃調查、設計分析、

圍內，除了學理及專業判斷，能跳脫本位主義

而達成共識，工程才能繼續進行。業主、監造

與施工是三位一體，如果各自堅持己見互不退

讓，必然造成工程延宕。(3)自學永無止境:科

技日新月異，新的工法、設備、材料、特殊情

況處置對策等源源不絕出現，持續終身學習已

不能免。

　　臺灣是世界隧道業界矚目的市場之一，

這是因為臺灣山多地少，政府推動基礎建設不

遺餘力，如國道高速公路北二高工程就有24座

隧道，高速鐵路工程也有48座隧道。此外，臺

灣位處歐亞及菲律賓兩板塊之擠壓地帶，岩盤

構造變異性大，工程難度與挑戰高，與工程人

員過去熟知的西部濱海平原土壤調查與判釋經

驗有很大的差異，土石流、順向坡、崩積層、

斷層剪裂帶、高壓湧水區等都是在岩盤隧道中

常遭遇的狀況。一般工程的地質調查，大部分

利用鑽孔內插推估工程剖面，這種方式對沿海

平原土壤調查是可信的，但是碰到岩盤則可能

產生大的差異，因相鄰鑽孔間之地層構造往往

差異甚大，尤其是存在易造成工程災變的破碎

帶、剪裂帶、斷層帶、高湧水帶時更是如此，

鑽孔岩心推估地層構造係屬外插推估方式，所

以不確定性高，故施工中亦常需在隧道開挖面

利用水平鑽孔、震測、地電阻等額外調查方式

來掌握隧道開挖面前方地質狀況，並輔以施工

監測，配合數值分析以進行必要之安全評估。

 (左1)周坤賢副理 (左2)吳文隆協理 (左3)廖學瑞副總經理                                                                     (右４)陳志南理事長 (右3)周永川經理 (右2)陳正勳副理  (右1)張嘉興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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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檢測試驗而逕予自行假設，必然影響到後續

的分析與設計，若導致災變往往修復更花錢，

故力學試驗是隧道工程理論與實務的根本，相

關試驗機具可包含高勁度的伺服控制壓力機、

試體切割及打磨設備、消散耐久性試驗、點荷

重試驗、單軸及三軸壓縮試驗、巴西劈裂試驗

(間接拉力試驗)、弱面直剪試驗、動彈性試驗

等，在臺科大營建系前後就花了近兩千萬元新

台幣建置相關設備(如下圖所示)，來支援國內

各類重大建設之選址與規劃設計。另外，現地

試驗是顧問公司及學術單位可以合作發揮的地

方。

 (左1)周坤賢副理 (左2)吳文隆協理 (左3)廖學瑞副總經理                                                                     (右４)陳志南理事長 (右3)周永川經理 (右2)陳正勳副理  (右1)張嘉興副理

施工計測與安全評估、異狀緊急處置等，專業

知識應涵蓋土壤力學、岩石力學、流體力學、

水文學、工程地質、地球物理探測、土壤/岩石

之室內及現地試驗、數值分析與電腦輔助設計

等。

　　由於岩石與土壤之工程特性差異頗巨，提

升對岩石特性之認知在山多地少之臺灣對學子

就業很重要，利用岩石試驗的實作成果掌握岩

石特性會有相當幫助，惟岩石力學試驗設備比

土壤力學試驗費用昂貴，需要政府主管單位及

校方經費支援方成。若岩石與土壤之基本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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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電腦之發展，應用各類軟體來輔助

分析與設計已是國際上的普遍趨勢，故在教學

及實務應用方面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顧問公

司除設計需出圖外，更常被要求檢附設計計算

書。隧道工程常使用各種二維或三維分析軟體

來進行分析及模擬，讓學子在就學期間瞭解及

熟悉使用，對將來就業幫助很大。以臺科大為

例，將軟體運算融入課程中，在不同課程中

讓學生瞭解及使用相關程式提交作業，如邊

坡穩定使用PC-STABLE或SLIDE、深開挖使用

RIDO、完整岩盤或土壤使用FLAC與Plaxis、

節理岩盤使用UDEC、微觀裂縫發展使用PFC

等等，以累積踏進職場的本質學能。成果報告

及簡報表達作業讓學生體驗分析與經歷設計實

務，投入職場後雇用單位都予正面評價，不過

這須學校支援經費購置教學軟體。

　　此外，在工程實務教學上，有關施工與

災變緊急處置是很重要的，所以培育學生自己

收集國內外隧道案例與分析建檔之能力也很重

要，學子要學習如何收集與自己消化，交通部

高速公路局及中華民國隧道協會已出版一系列

隧道工程實務專書是很好的理論及實務教材。

其他如提升外語能力，參加研討會吸收新知，

簡報製作與發表報告能力，都是在校應學習及

將來職場必具之能力。

問：理事長在新世代隧道工程師的培育之

經驗與心得，可否提供讓產官學研界

能分享此一寶貴的經驗。

答：隧道工程有許多的不確定性，面對充滿

挑戰的領域，可從以下幾方面來加強。首先是

工程師理論與分析能力的具備，每一個隧道工

程都可視為個案分析，因為每個隧道的斷面形

狀、尺寸、功能各異，加上地質構造、開挖前

之現地初始應力、周遭地質之力學參數都不相

同，綜合這些資料，須要能掌握其中的關鍵課

題及思索解決對策，所以主要執行人員應該具

有這方面的分析能力。

　　其次，是有關現場重要資料之調查掌握，

例如地質構造須要瞭解最接近實際之地層剖

面、對應之物理性質及力學參數。此外，初始

應力會影響到後續隧道之開挖與支撐設計也應

盡可能去評估，重大地下工程能做主應力之量

測得到初始應力之大小與方向最好與國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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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南理事長



1
人
物
專
訪

36 │No.119│July, 2018

較，主應力量測重視程度在國內尚待加強。

　　第三是開挖設計與施工的緊密接合，設

計工程師必須要瞭解施工的可行性與便利性，

尤其地下工程之開挖與支撐是交互作用的，不

同的開挖分區及分挖順序，支撐之受力就可能

不同，所以設計工程師能考量最便利性之施工

順序，來設計分區開挖與支撐是很重要的。另

外，施工廠商也要理解隧道設計的專業配合執

行。隧道工程設計，通常沒有標準答案，牽涉

複雜需因地制宜，業主、設計監造、施工廠商

如能三位一體，必然有利於工程不順利時之爭

議解決。

問：隧道工程教學與實務如何緊密結合？

答：校內教學可盡量結合工程實務、理論和數

值模擬，以得到最周全的設計與施工方案。譬

如透過數值模擬開挖與支撐之交互作用，利用

分析所得之開挖應力重分配、變形分布與塑性

區發展，來訂定管理基準值及監測布設規劃，

可避免僅依經驗出具設計圖而無分析計算書佐

證設計之適宜性爭議。

　　至於校外工程實務之學習，可以透過產學

合作，或至業界實習，且實習結束前之心得報

告及口頭簡報，讓學生瞭解職場需求及自我須

加強處之體驗。

問：國內隧道工程遭遇許多工程上困難與

挑戰，對於顧問公司未來在隧道領域

的發展，是否有相關的建議？

答：隧道工程是目前大地工程中，比較可能

完全由大地工程人員主導的計畫，隧道工程現

場工作的經驗和辦公室設計經常會有不同的感

受，建議有機會設計工程師要真的下工地去了

解施工實務作業。另外針對工程顧問公司有幾

點建議如下：(1)於國內，就近加強與學術單

位交流，不必只侷限於委託研究案或產學合作

案，相關演講、座談、專業諮詢都可考慮。(2)

國外部分持續與專家與專業單位交流合作。(3)

多多提供年青學子實習機會，譬如暑假實習或

培訓，顧問公司也可從中儲備優質人選。(4)吸

收優質東南亞諸國在臺學生，作為拓展海外或

東南亞業務，這是可以深耕的地方。以臺科大

為例，目前就有多位東南亞學生在本校進修碩

博士班學程，顧問公司可透過學校幫助雇用優

質人才。

　　早期隧道協會皆會利用國外頂尖專家學者

如Hoek博士、Barton博士等來臺時，配合舉辦

研討會或是工作會議，這種交流對增進隧道新



1
人
物
專
訪

No.119│July, 2018│ 37

知與技術非常有幫助。另外吸收臺灣各類特殊

地質及高難度隧道興建經驗，更是隧道從業人

員自我提升的可行途徑，例如穿越卵礫石地質

及高湧水之八卦山隧道工程、遭遇地質不利因

素集大成的雪山隧道工程。這些我們遭遇險峻

與克服經驗已為國際借鏡與採用，大英百科全

書曾把雪山隧道列為當時世界十大困難工程之

ㄧ，Discovery頻道更為雪山隧道出版了DVD專

輯，當時負責的曾大仁處長與Barton顧問也都

在影片中現身說法，這是參與隧道興建所有工

作人員無怨無悔的血淚史與驕傲。

　　過去20年是臺灣隧道建設的高峰時期，未

來海外隧道興建的參與可能是顧問公司會面臨

的選項，目前於東南亞諸國不乏高速鐵路、捷

運、公路隧道的規劃與興建，擴展海外隧道業

務也許是未來顧問公司可以開拓之處。

問：中華民國隧道協會近二年推動電子會

訊，促進相關資訊之交流，相關之促

成理念及構想為何？

答：協會自民國85年成立至今，主要任務在

加強與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的互動，做為產官

學研交流的平台。有鑑於電子媒體的日益發達

及新知新訊息的時效性，電子會訊已縮短為每

月發行，會訊包含會務訊息、活動訊息預告、

臺灣隧道工程介紹、臺灣以外地區隧道工程介

紹、隧道人物專訪等，是隧道資訊之公佈交流

平台。

中華民國隧道協會近二年推動電子會訊



1
人
物
專
訪

38 │No.119│July, 2018

　　此外，過去二十年是臺灣隧道興建之高

峰，這些隧道之參與菁英都是臺灣隧道界的活

字典，不乏已經退休但身體仍然健朗者，協會

正規劃請他們撰稿，留下臺灣隧道最珍貴之資

料，並請他們演講提供經驗傳承。

問：隧道工程與日、韓、歐、美、大陸皆

有交流，有關未來如何更進一步或是

業務推展如何？

答：民國83年10月底，隧道協會創會理事

長程禹先生應加拿大隧道年會邀請，作「臺

灣地下工程之營建」專題演講，深受與會人

士之重視。與當時國際隧道協會理事長Prof. 

Eisenstein會晤時 ，Eisenstein理事長強烈認為

以臺灣地下工程之蓬勃及成就，應成立國家級

的隧道組織，並參與國際隧道組織的活動。中

華民國隧道協會於民國85年成立至今，國際

交流一直持續不斷，並循奧運模式以Chinese 

Taipei Tunnelling Association(或簡稱CTTA)參

加國際隧道的相關盛會。

　　隧道工程的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回想當

年雪山隧道施工遭遇之困境，國內外專家共同

參與解決問題，雖然國內隧道工程技術益發成

熟，但國際上新技術、新工法、新材料仍不

時推陳出新，我們自己也有臺灣特殊地質的處 台９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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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９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工程

理經驗，所以有許多可以交流及相互學習之處

方。隧道協會成立已超過20年，經常性參與國

際重要的隧道年會組織，如國際隧道協會(ITA)

之運作；且每年固定有海峽兩岸隧道工程交

流。每年舉辦之隧道協會年會皆邀請日本、南

韓方面隧道協會共同與會研討。

後記

　　在近期國內有多條重要隧道工程貫通，包

括新烏山嶺引水隧道、安朔草埔隧道及蘇花改

隧道等，代表國內隧道工程的重大成就及參與

工程人員的辛勞成果，與此同時，中華民國隧

道協會永久辦公室購置完成，並喬遷至目前位

於新北市永和區的新會所，代表隧道工程邁向

新的里程碑。

　　隧道工程是公共建設非常重要的一環，而

隧道工程人才更是工程良莠的關鍵，感謝陳志

南理事長在百忙之餘撥冗接受專訪，就因應現

今科技的發展及工程環境的改變，與我們分享

隧道工程未來發展藍圖及策略，期待經由產官

學研的共同努力，讓臺灣隧道工程更加成長茁

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