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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110年度會員大會議程 

一、主題：智慧鐵道 數位轉型 

二、日期：110年 10月 29日(星期五)下午 1時 30分 

三、地點：交通部鐵道局 20樓國際會議廳(實體會議)/19樓(同步視訊連線) 

四、主辦單位：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五、籌辦單位：交通部鐵道局 

六、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時   間 議      程 

13:30~14:00 
迎賓報到/ 

領取資料、紀念品、選票(20F) 

14:00 開 幕 式 

14:00~14:10 理 事 長 致 詞 

14:10~14:20 貴 賓 致 詞 

14:20~14:30 年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報 告 

14:30~14:45 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會務工作報告 

14:45~15:00 學 會 選 務 說 明 

※ 學會理、監事投票至 16:00結束(地點：19樓、20樓) 

專  題  演  講 ： 智  慧  鐵  道 • 數  位  轉  型 

15:00~15:50 
臺鐵改革，從數位與組織轉型開始 

主講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局長 杜微 

15:50~16:00 茶 水 (防疫考量，恕不提供點心) 

16:00 學會理、監事投票結束 

16:00~16:50 
智慧鐵道發展之整合策略與標準推動 

主講人：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協理 林啟豊 

16:00~17:00 學會理、監事投票開票 (20樓國際會議廳) 

17:00~ 領取餐點、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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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會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 

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伍勝園 

台灣軌道工程學會「第 10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委請交通部

鐵道局為本(110)年度會員大會(年會)籌備單位，並推舉本人擔任籌備

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籌辦軌道運輸界的年度盛會，本人深感榮幸。 

這次年會由本局及台北市捷運工程局共同組成籌備委員會工作小

組，積極展開各項準備工作，期間因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準備期程及議

程規劃上更顯難度，惟仍順利於 9月 30日及 10月 15日兩度召開籌備

委員會會議，承蒙各位籌備委員及先進的指導，讓本次會員大會得以順

利舉行。 

隨著 5G通訊科技革命的到來，AI人工智慧及 IOT物聯網等應用深

入生活中各個角落，軌道系統身為運輸界的主力，自然不該落於人後，

近期台灣鐵路管理局也跨出數位轉型的第一步，本局亦已針對未來智

慧鐵道發展之建置推動展開布局，有鑑於此，本次年會特別感謝陶治中

委員的建議與安排，以「智慧鐵道，數位轉型」為主軸，邀請國內軌道

管理當局、營運單位及學術、研究單位齊聚一堂，共同探討如何透過智

慧科技應用，來提升台灣軌道系統營運的安全性及可靠度。 

因此，本次年會安排兩場專題演講，分別是「臺鐵改革，從數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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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轉型開始」及「智慧鐵道發展之整合策略與標準推動」，特別邀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杜局長和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林資

深協理，提供智慧鐵道相關議題的經驗分享，講題皆為目前軌道運輸業

者深感興趣且持續關注之議題，精彩可期，盼所有會員透過講題之經驗

分享與交流，皆能收穫豐碩。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會員撥冗光臨共襄盛舉，並謝謝各位貴賓、先進

遠道而來，蒞臨指導，特別感謝各團體會員、廠商的鼎力贊助及台北市

捷運工程局在人力上的支援，在符合中央防疫規定下，開啟多個會場容

納所有出席會員，另外，特別感謝交通部胡政務次長蒞臨指導，給予我

們最大的鼓勵。謹代表台灣軌道工程學會年會籌備委員向各位致上十

二萬分的謝意。 

最後，感謝全體理監事、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委員們，和籌備委員

會各委員的指導，並謝謝工作小組同仁的付出及辛勞；在此，預祝本屆

年會圓滿成功，祝福全體會員平安健康、事業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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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灣軌道工程學會第10屆會務工作報告 

一、 理監事聯席會議 

(一) 108年 6月 25 日召開第 10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 108年 8月 2日召開第 10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三) 108年 11月 28日召開第 10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四) 109年 3月 6日召開第 10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五) 109年 6月 5日召開第 10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六) 109年 8月 21 日召開第 10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七) 109年 12月 1 日召開第 10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八) 110年 3月 9日召開第 10屆第 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九) 110年 8月 16 日召開第 10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十) 110年 10月 5 日召開第 10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 本學會會員人數更迭情形(截至 110年 9月 30日止) 

(一) 團體會員計 57個單位，其中 17個單位為永久會員、40個單位為

一般會員。 

(二) 個人會員計 654名，其中永久會員 146名、一般會員 50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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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業務推動 

(一) 108 年 8 月 9 日，於學會官網公開對外販售「循軌、尋軌：臺灣

軌道的根與芽」，擴大提供大眾取得臺灣軌道建設現況、發展、建

設特色與創新等資訊管道。 

(二) 108年 9月 16 日，依交通部來函通知，出席交通部「鐵道科技產

業聯盟R-Team籌備會議」，該聯盟係為整合鐵道產業能量供應鏈，

學會為政府推動軌道系統重要政策之交流平台，由秘書長代表出

席籌備會議，確認未來合作方式。  

(三) 108年 9月 27 日，參加工業技術研究院舉辦「智慧鐵道產業發展

共識」座談會，瞭解科技應用導入國內發展智慧鐵道，提升鐵道

系統安全穩定與決策管理效率之趨勢。 

(四) 108 年 10 月 17 日，學會參加交通部「鐵道科技產業聯盟 R-Team

成立大會」，由理事長代表出席。 

(五) 108 年 11 月 19 日，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來文通知「智慧公共

運輸暨服務創新研討會暨高峰論壇」，於學會「最新消息」公告周

知，並轉知全體團體會員。 

(六) 109年 1月 14 日受邀出席「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重點研究策勵研討

會」，轉知學會團體會員參考並踴躍派員。 

(七) 109年 4月 1日，原訂於 109 年 3月 13日與成功大學合辦「2020

鐵道技術論壇」因疫情調整至 6 月 5 日假桃園捷運演講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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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 -19) 疫情，配合成功大學決議

取消辦理，轉知團體會員知悉。 

(八) 109 年 5 月 7 日，經濟部標準檢查局函請學會提供「CNS(草-制

1090054)『鐵路應用-鐵路車輛-車載式鋰離子牽引電池』等 7 種

國家標準制定草案」相關建議，學會協助審查後，提供補充建議

回覆經濟部標準檢查局參考。 

(九) 109 年 5 月 22 日，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來文通知協助提供法商

Alstom S.A.與英商 Bombardier Transportation(Investment) 

UK Ltd.之域外結合案意見，學會協助審查並提供意見。 

(十) 109 年 5 月 26 日，受邀出席「桃園青埔自駕巴士之專家座談暨

成果發表會」，由理事長代表學會出席，與各機關團體互動交

流。 

(十一) 109 年 6 月 12 日，於學會官網公告與國立成功大學合辦「軌道

技術國際研討會(ICSII 2020) 永續創新基礎建設國際研討會」

相關報名活動訊息，轉知團體會員參考。 

(十二) 109 年 7 月 3 日，受邀出席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020 台歐智慧

軌道運輸系統之營運管理論壇」，瞭解鐵道營運管理現況及德國

列車控制系統。 

(十三) 109年 7月 3日，舉辦「提升臺灣鐵道安全之發展藍圖」計畫討

論會議，邀請外部學者專家蒞臨說明鐵道安全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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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109年 8月 14日，舉辦「提升鐵道安全之創新與管理研討會」，

由學會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共同主辦，並邀請專家學者，就事

故經驗及安全管理系統等面向進行探討，共同提升鐵道系統安

全與風險管理意識。 

(十五) 109 年 9 月 18 日，本學會假交通部鐵道局國際會議廳召開 109

年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並以「共同邁向鐵道安全新紀元」進

行專題演講與討論。 

(十六) 109年 10月 22日至 10月 23日，在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舉

行「軌道技術國際研討會(ICSII 2020)」，由本學會和國立成功

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中華鋪面工程學會合辦，結合鋪面工程、

軌道領域兩大台灣運輸系統重要技術，進行相關議題研討及論

文發表。 

(十七) 109年 10月 23日，由學會主辦，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協

辦，在台糖長榮酒店(台南)舉行「2020 年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

行政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自組論壇，以「臺

灣前瞻軌道建設及都市發展」為主題，邀請軌道建設同業、機

關共同參與。 

(十八) 109年 11月 11日函發「循軌‧尋軌：台灣軌道的根與芽」專書

與交通運輸、建築工程、城市規劃及都市建設等相關學校系所

納入圖書館藏，以鼓勵所屬學生參考運用。 

(十九) 109 年 12 月 7 日，依據工業技術研究院來文通知請學會協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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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就我國鐵道類標準整理架構(含參考標準)建議及其成果運

用規劃等事宜」之建議，學會協助審查並提供各委員會審閱。 

(二十) 109年 12月 24日，「循軌‧尋軌 臺灣軌道的根與芽」專書，提

供本學會個人永久會員免費索取，加強與個人永久會員互動交

流。 

(二十一) 109 年 12 月 10 日，派員參加中華民國交通工程技師公會辦

理「109年鐵道技術專題研討會」。 

(二十二) 110 年 2 月 5 日，依照經濟部標準檢查局函請「軌道工程系

統」、「車輛聯結氣系統」和「絕緣防護系統」之 CNS 國家建

議草案參酌標準相關建議，以電子郵件轉知各團體會員提供

建議。 

(二十三) 110年 2 月 17日，依照有關經濟部標準檢驗函請函請「軌道

工程系統」、「車輛聯結氣系統」和「絕緣防護系統」之 CNS

國家建議草案參酌標準相關建議，以電子郵件轉知各團體會

員提供建議。 

(二十四) 110 年 3 月 10 日，依據工業技術研究院來函「鐵路應用-軌

道-扣件系統之試驗法-第 2 部：抗扭力之測定」等 3 項國家

標準建議草案(初稿)，協助提供意見，以電子郵件轉知學會

團體會員參閱。 

(二十五) 110 年 3 月 15 日，依照工業技術研究院來函「鐵路應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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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自動聯結器性能要求、介面幾何規劃與試驗法」國家標準

建議草案(初稿)，協助提供意見，以電子郵件轉知各團體會

員參閱。 

(二十六) 110 年 4 月 6 日，依照工業技術研究院來函協助審查「鐵路

應用-自動聯結器-性能要求、特定介面幾何與試驗法」國家

標準建議草案及「鐵路應用-絕緣協調-第 2部-過電壓及相關

防護」等 2 項國家標準建議草案，以電子郵件轉知各團體會

員提供建議。 

(二十七) 110年 4 月 16日，由學會和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主辦，台灣智慧航空城產業聯盟協辦，在桃園大眾捷運股份

有限公司演講廳舉行「5G 新時代-智慧軌道商業趨勢與應用

論壇」，以 5G 技術在智慧鐵道的應用，安排專題演講，及就

「系統趨勢」和「技術應用」等議題安排 2 場綜合座談；邀

請交通部鐵道局、國內鐵道、捷運營運公司和 5G通訊技術相

關產業界之專家學者蒞臨擔任講座。 

(二十八) 110年 4 月 27日，依工業技術研究院函請各相關單位再次協

助審查「鐵路應用-絕緣協調-第 2部-過電壓及相關防護」等

2 項國家標準建議草案，以電子郵件轉知各團體會員提供建

議。 

(二十九) 110年 5 月 13日，交通部鐵道局來函協請提供我國鐵道類標

準架構(含參考標準)及其成果運用建議，以電子郵件轉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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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提供建議。 

(三十) 110 年 5 月 26 日，依經濟部標準檢查局來函提供「CNS(草-

制 1100092)『鐵路應用-鐵路車輛車體之耐撞性要求』」等 1

種及「CNS(草-制 1100093)『鐵路應用-N型及 C型直流號誌

單穩態繼電器』」等 4種國家標準制定草案相關建議，以電子

郵件通知各團體會員參考。 

(三十一) 110年 7 月 5日，依經濟部標準檢查局公告勘誤 CNS2159「鐵

路木枕(軌距 1067mm 者)」國家標準等共 14種相關事宜，以

電子郵件轉知各團體會員周知參考。 

(三十二) 110 年 7 月 30 日，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來函通知

「IOT-110-EC005 鐵路系統供需診斷模式軟體之維護與擴充

及策略分析(1/2)」計畫案期中報告審查事宜，以電子郵件轉

知學會各委員會委員及團體會員，提供審查意見。 

(三十三) 110 年 8 月 2 日，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來函通知

「MOTC-IOT-110-PBB004 應用鐵道容量分析方法進行營運改

善規劃」計畫案期中報告審查事宜，以電子郵件轉知學會各

委員會委員及團體會員，提供審查意見。 

(三十四) 110 年 8 月 5 日，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來信，請學會推薦專

家學者擔任「『MOTC-IOT-110-SBB002 精進鐵道安全管理系統

12 要項實務作業指引之研析』期中審查會議」之審查委員，

學會推薦陶治中理事、嚴世傑理事擔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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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110年 8 月 17日，依來函通知「交通部鐵道局智慧鐵道物聯

網(IoT)系統及端網雲設備通訊介面(含 5G)技術規範工作坊」

活動訊息，以電子郵件轉知學會各團體會員參考。 

(三十六) 110年 8 月 27日，社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來函邀請簽訂合

作協議書，已完成合作協議書申請資料，並回覆該學會辦理

後續合作協議申請作業。 

(三十七) 110 年 10 月 15 日，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辦，學會和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中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台灣鐵道

機電技術學會共同主辦，在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召開「捷

運工程技術優化與知識資產創新價值」研討會，會中安排多

位專家學者分享以實體方式召開專題演講，並由理事長代表

學會擔任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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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台灣軌道工程學會討論提案 
 

第一案(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學會章程第 19 條刪除常務理事不定額條文內容(詳對照表)，

提請追認。  

說明： 

一、 有關修訂本學會章程第 19 條擴增常務理事名額一案，業經 109

年度會員大會審議通過，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3 人，增加至 5 人，

並於 109 年 8 月 27 日(109)軌道秘字第 023 號函報內政部備查在

案。 

二、 惟經內政部 109 年 11 月 11 日台內團字第 1090057609 號函復，

依據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 3 條規定：「人民團體理事、

監事之人數應為定額並為奇數」，請本學會刪除章程第 19 條括

號內文字。 

三、 爰依人民團體法第 27 條規定，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決議： 

 

本次修正章程條文內容 前次修正章程條文內容 現行章程條文內容 
第十九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

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

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一人為理事長。 

第十九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

（如理事人數增加時，

至多不超過七人），由理

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

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

理事長。 

第十九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

（如理事人數增加時，

至多不超過七人），由理

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

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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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109 年會務工作報告、各類財務報表(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

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提請追認。 

說明： 

一、 依據「人民團體法」、「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及本學會章程

第三十四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本案經110年3月9日第10屆第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並於 110 年 3 月 19 日(110)軌道秘字第 007 號函報請內政部核

備。 

三、 109 年會務工作報告，請參見大會手冊第 9~16 頁； 

109 年度各類財務報表，請參見大會手冊第 25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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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110 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提請追認。 

說明： 

一、 依據「人民團體法」、「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及本學會章程

第三十四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本案經 109 年 12 月 4 日第 10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

過，並於 109 年 12 月 10 日(109)軌道秘字第 030 號函報請內政

部核備。 

三、 110 年工作計畫，請參見大會手冊第 29~31 頁； 

110 年度收支預算表，請參見大會手冊第 32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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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109 年會務工作報告 

一、 理監事聯席會議 

(一) 109年 3月 6日召開第 10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 109年 6月 5日召開第 10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三) 109年 8月 21 日召開第 10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四) 109年 12月 1 日召開第 10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 109年度會員大會 

109年度會員大會由本學會主辦，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交通

部鐵道局籌辦，以「共同邁向鐵道新紀元」為主題，已於 109 年 9

月 18 日假交通部鐵道局 20 樓國際會議廳召開，報名人數總計 320

人，實際出席 267 人，年會舉辦過程順利圓滿。 

三、 本學會會員人數更迭情形(截至 109 年 12月 31日止) 

(一) 團體會員計 54個單位，其中 17個單位為永久會員、37個單位為

一般會員。 

(二) 個人會員計 637名，其中永久會員 140名、一般會員 49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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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務推動 

(一) 109年 1月 14 日受邀出席「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重點研究策勵研討

會」，轉知學會團體會員參考並踴躍派員。 

(二) 109年 4月 1日，原訂於 109年 3月 13日與成功大學合辦「2020

鐵道技術論壇」因疫情調整至 6 月 5 日假桃園捷運演講廳舉行，

惟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 -19) 疫情，配合成功大學決議

取消辦理，轉知團體會員知悉。 

(三) 109 年 5 月 7 日，經濟部標準檢查局函請學會提供「CNS(草-制

1090054)『鐵路應用-鐵路車輛-車載式鋰離子牽引電池』等 7 種

國家標準制定草案」相關建議，學會協助審查後，提供補充建議

回覆經濟部標準檢查局參考。 

(四) 109 年 5 月 22 日，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來文通知協助提供法商

Alstom S.A.與英商 Bombardier Transportation(Investment) UK 

Ltd.之域外結合案意見，學會協助審查並提供意見。 

(五) 109年 5月 26 日，受邀出席「桃園青埔自駕巴士之專家座談暨成

果發表會」，由理事長代表學會出席，與各機關團體互動交流。 

(六) 109年 6月 12 日，於學會官網公告與國立成功大學合辦「軌道技

術國際研討會(ICSII 2020) 永續創新基礎建設國際研討會」相關

報名活動訊息，轉知團體會員參考。 

(七) 109 年 7 月 3 日，受邀出席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020 台歐智慧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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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運輸系統之營運管理論壇」，瞭解鐵道營運管理現況及德國列車

控制系統。 

(八) 109 年 7 月 3 日，舉辦「提升臺灣鐵道安全之發展藍圖」計畫討

論會議，邀請外部學者專家蒞臨說明鐵道安全發展趨勢。 

(九) 109 年 8 月 14 日，舉辦「提升鐵道安全之創新與管理研討會」，

由學會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共同主辦，並邀請專家學者，就事故

經驗及安全管理系統等面向進行探討，共同提升鐵道系統安全與

風險管理意識。 

(十) 109年 9月 18 日，本學會假交通部鐵道局國際會議廳召開 109年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並以「共同邁向鐵道安全新紀元」進行專

題演講與討論。 

(十一) 109年 10月 22日至 10月 23日，在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舉

行「軌道技術國際研討會(ICSII 2020)」，由本學會和國立成功

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中華鋪面工程學會合辦，結合鋪面工程、

軌道領域兩大台灣運輸系統重要技術，進行相關議題研討及論

文發表。 

(十二) 109年 10月 23日，由學會主辦，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協

辦，在台糖長榮酒店(台南)舉行「2020 年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

行政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自組論壇，以「臺

灣前瞻軌道建設及都市發展」為主題，邀請軌道建設同業、機

關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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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09年 11月 11日函發「循軌‧尋軌：台灣軌道的根與芽」專書

與交通運輸、建築工程、城市規劃及都市建設等相關學校系所

納入圖書館藏，以鼓勵所屬學生參考運用。 

(十四) 109 年 12 月 7 日，依據工業技術研究院來文通知請學會協助提

供「就我國鐵道類標準整理架構(含參考標準)建議及其成果運

用規劃等事宜」之建議，學會協助審查並提供各委員會審閱。 

(十五) 109年 12月 24日，「循軌‧尋軌 臺灣軌道的根與芽」專書，提

供本學會個人永久會員免費索取，加強與個人永久會員互動交

流。 

(十六) 109 年 12 月 10 日，派員參加中華民國交通工程技師公會辦理

「109年鐵道技術專題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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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110 年度工作計畫 

項目 工作內容 
擬定 

辦理時間 

一、會務 

(一)會議   

1. 109 年會員大

會(年會) 

(1) 專題演講。 

(2) 年度工作報告。 

(3) 提案討論。 

(4) 臨時動議。 

6月 

2. 理事會 (1) 決議會務方針及重要事項。 

(2) 討論會員大會決議案之執行。 

(3) 重要職員人事之決定。 

(4)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5) 審核會員入會資格。 

(6) 研商會員大會召開事宜。 

(7) 其他有關會務事務。 

依據章程：

至少每 6 個

月 召 開 一

次。 

109 年度預

定每季召開

一次。 

3. 監事會 (1) 審核本會年度決算。 

(2) 調查處理有關會員紀律事項。 

(3)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4) 其他有關監察本會會務推動之相關事項。 

併同理事會

召開 

4. 其他 各委員會年度委員會議 配合理、監

事會議辦理 

(二)會籍管理 1.受理會員入會申請並送請會員委員會審查即提報

理事會核議。 

2.會員資料電腦作業。 

1～12月 

依據理監事

會議決議辦

理 

(三)工作人員服

務及管理 

1.依規定編制並辦理工作人員任免程序。 

2.函文收發、網頁更新、工作摘要及費用收支表等。 

1～12月 

依據理監事

會議決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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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110 年度工作計畫 

項目 工作內容 
擬定 

辦理時間 

(四)財務 1.完成預算編審程序，預決算提報理、監事會審查，

並提報會員大會及主管機關核備。 

2.辦理會計、出納及財務管理工作。 

3.定期編制會計報表、會計報告等，適時於理、監

事會議中提出報告，並於會員大會中提請核議。 

4.依財政部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申報及結算申報。 

5.會計財務檔案整理並妥為保存。 

1～12月 

依據理監事

會議決議辦

理 

二、業務 

(一)推廣委員會 1.召開 109年度推廣委員會議。 

2.執行理事會交辦之相關工作。 

3.研擬相關軌道規範項目與優先順序。 

4.辦理各項軌道規範研究相關事宜。 

5.推動軌道產業創新研討平台建置計畫。 

6.前瞻計畫軌道建設推廣事宜。 

1～12月 

依據理監事

會議決議辦

理 

(二)學術委員會 1.協助籌辦年會中之學術研討會。 

2.協助編篡軌道工程學刊。 

3.舉辦軌道工程技術論壇。 

4.舉辦軌道工程青年論壇。 

1～12月 

依據理監事

會議決議辦

理 

(三)出版委員會 1.配合學會推動會務需要召開出版委員會議。 

2.執行理事會交辦之相關工作。 

1～12月 

依據理監事

會議決議辦

理 

(四)會員委員會 1.配合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更新學會個人及團體會

員通訊資料。 

2.召開委員會議討論申請入會審查之相關問題。 

3.宣導並鼓勵軌道工程從業人員踴躍申請入會。 

4.受理及登錄申請入會者之文件並進行初審。 

5.委員會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對申請入會者資料進行

資格審查，並彙整入會申請審查結果定期向理監

事會報告。 

1～12月 

依據理監事

會議決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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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110 年度工作計畫 

項目 工作內容 
擬定 

辦理時間 

(五)國際與兩岸

關係委員會 

1.配合學會安排，協助邀請國際與大陸軌道交通學

者專家來臺交流，並參與國際或兩岸論壇研討活

動。 

2.蒐集國際與兩岸軌道工程技術、政策與新知識資

訊，提報秘書處轉知會員。 

3.開拓與國際或兩岸軌道專業單位之實質合作關

係，包括會員交流互訪、研究資訊交換、研究項

目合作等。 

4.配合學會安排，協辦軌道論壇相關事宜。 

1～12月 

依據理監事

會議決議辦

理 

(六)財務委員會 1.配合 110年年會召開財務委員會議。 

2.配合學會推動會務需要之財務委員會議。 

3.協助推動本學會與其他協會互動交流等事宜。 

1～12月 

依據理監事

會議決議辦

理 

(七)服務委員會 1.配合 110年年會召開服務委員會議。 

2.配合學會推動會務需要召開服務委員會議。 

3.辦理及開發學會對外之服務性工作。 

4.擬定各項委託研究簽約相關事宜。 

5.執行理事會交辦之相關工作。 

1～12月 

依據理監事

會議決議辦

理 

(八)產業委員會 1.配合理監事會議決議召開委員會議。 

2.辦理國內外軌道運輸機構之交流機會，創造合作

商機，以提升國內相關產業之水準。 

3.舉辦參訪軌道產業觀摩活動。 

4.舉辦交通科技軌道產業論壇。 

1～12月 

依據理監事

會議決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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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鐵道發展之整合策略與標準推動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林啟豊 資深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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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台灣軌道工程學會章程 
 

90年3月30日 
中華民國軌道工程學會成立大會決議通過訂定 
95年9月29日 
第3屆第3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更名為「台灣軌道工程
學會」 
104年6月4日 
第8屆第1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修正第27、29條 
109年9月18日 
第10屆第2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修正第17、32條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台灣軌道工程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第三條 本會以結合從事軌道系統工程相關工作之個人、學者、專家

及團體等，透過專業知識與經驗之交流，以推動軌道系統工

程相關活動、協助政府發展軌道系統工程、提昇軌道技術品

質與服務水準、及增進營運效率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五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

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定，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如左： 

一、 推動軌道系統工程技術之規劃、設計、製造、組裝、測   

試、營運、維修、認證、及驗證等專門學術研究。 

二、 蒐集與提供軌道系統工程技術與新知識。 

三、 促進軌道系統工程之發展。 

四、 協助軌道運輸事業經營管理之改善。 

五、 舉辦軌道系統工程技術專業學術研討會。 

六、 出版軌道系統工程技術專業書籍與專刊。 

七、 提供軌道系統工程品質認證、產品驗證、技術移轉及營

運履勘等技術服務。 

八、 培育軌道工程技術專業人才。 

九、 加強與國際軌道系統工程技術組織間之合作與連繫。 

十、 贊助相關團體組織活動事宜。 

十一、 其他與章程所訂宗旨及任務相關事項。 

第七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及經

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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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 員 

第八條 本會會員種類及申請資格如左： 

一、 個人會員：凡年滿廿歲，贊同本會宗旨、從事有關軌道

系統工程工作、或從事軌道系統工程相關學術研究，填

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審核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個

人會員。 

二、 學生會員：凡年滿十八歲之在學大專院校學生，贊同本

會宗旨、對軌道工程有興趣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審核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學生會員。至畢業後，

應向本會申請改為個人會員。 

三、 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機構或團體，填具入

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繳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並派

代表一人行使權力。 

四、 贊助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對本會有所

贊助，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五、 榮譽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對本會有所

贊助，或對軌道工程有傑出貢獻，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

之。 

前項二款之會員，於本會籌備公告徵求會員期間，得依

據本會公告或公函申請入會，無需本會會員二人以上或

相關教授之推薦。 

第九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時  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

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條 會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 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 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十一條 會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但應於三個月前

預告，並於會計年度結束時生效。 

第十二條 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十三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但「贊助會員」、「榮譽會

員」、「學生會員」無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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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及職員 

第十五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畢會期間由理事

會代行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會員人數達三百人以上

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

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二年，其額數及選舉辦法由理

事會擬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 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 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 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

式。 

四、 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 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 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 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 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之議決。 

第十七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一人、監事七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

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

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七人，候補監事二人，遇理

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

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主管

機關核備後行之。 

當選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之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 

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第十八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 議決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 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 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五、 聘免工作人員。 

六、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九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如理事人數增加時，至多不超過七

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

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

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應視會務需要到

會辦公，其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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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出缺

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 審核年度決算。 

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 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 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

擔任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

監事一人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如監事人數增加時，常務監事至多不超過三人，並得由常  

務監事互推一人為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監事會主席）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二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理事、監事之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常務監事

（監事會主席）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

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三條 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 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 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 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 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四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會務。得置副秘書長

一至三人，及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等協助秘書長推動會務。

各工作人員之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該各項

人員均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但秘書長之解

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監事擔任。 

第二十五條 本會得設置各種委員會、小組，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

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六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及顧問若干

人，其聘期與當屆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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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

事長召集，召集時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

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

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得經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召集之。 

第二十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

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

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九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

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左列事項之決議以

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 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 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 財產之處分。 

五、 團體之解散。  

六、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變更章程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過半數

之出席，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有全體會員三分

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為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可決，解散之。 

第三十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 除臨時會議外，應於

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較

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一條 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

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監事會者，視同

辭職。召開理、監事會議，得邀請候補理、監事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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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二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 入會費 

1. 個人會員新台幣五百元。 

2. 學生會員新台幣二百元。 

3. 團體會員新台幣一萬元。 

二、 常年會費： 

1. 個人會員新台幣五百元。 

2. 學生會員新台幣二百元。 

3. 團體會員新台幣一萬元。 

三、 永久會費： 

1. 個人會員一次繳新台幣五千元。 

2. 團體會員一次繳新台幣一十萬元。 

前述１.與２.者，得永續免繳常年會費。 

四、 事業費。 

五、 會員捐款。 

六、 委託收益。 

七、 基金及其孳息。 

八、 其他收入。 

第三十三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四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

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

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

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

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務目錄及基金收支表，

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送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

或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五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

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 本會辦事細則，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

施行，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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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台灣軌道工程學會第 10屆理事、監事名錄 
職稱 姓名 現任職務 

理事長 劉坤億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常務理事 胡湘麟 交通部政務次長 

常務理事 鄭光遠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理事 嚴世傑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理事 賴勇成 台灣大學軌道科技研究中心教授 

理事 陳耀維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局長 

理事 杜 微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局長 

理事 伍勝園 交通部鐵道局局長 

理事 陶治中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專任教授 

理事 何泰源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協
理 

理事 吳嘉昌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局長 

理事 陳凱凌 台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理事 郭振銘 
成功大學土木系教授兼校友聯絡中心副
中心主任 

理事 楊振通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集團總裁 

理事註 廖振遠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局長 

理事(解任)註 顏邦傑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前總經理 
註：原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顏邦傑總經理，因卸任該公司職務後，喪失會員代表資格，故解任學會

理事職務；依規定由候補理事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廖振遠副局長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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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現任職務 

常務監事 廖慶隆 
台灣大學軌道科技研究中心教授兼中心
主任 

監事 楊正君 交通部鐵道局副局長 

監事 陳幼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退休) 

監事 陳 強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監事 張武訓 中國工程師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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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台灣軌道工程學會第 10屆各委員會委員名錄 

一、推廣委員會 

主任委員 廖慶隆 

委 員 王炤烈 委 員 溫代欣 

委 員 成維華 委 員 廖崑亮 

委 員 吳翼貽 委 員 鄭永祥 

委 員 張武訓 委 員 鄭書恒 

委 員 張欽亮 委 員 鄭國雄 

委 員 郭振銘 委 員 鍾維力 

以上按姓名筆劃排序 

 

二、學術委員會 

主任委員 郭振銘 

委 員 林智強 委 員 葉名山 

委 員 姚忠達 委 員 齊立平 

委 員 張簡嘉壬 委 員 鄭永長 

委 員 陳亮光 委 員 鄭永祥 

委 員 陳凱凌 委 員 蕭耀榮 

委 員 陶治中 委 員 賴勇成 

委 員 馮正民 委 員 鍾志成 

委 員 黃晟豪   

以上按姓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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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版委員會 

主任委員 何泰源 

委 員 王然興 委 員 廖振遠 

委 員 林誌銘 委 員 蒲鶴章 

委 員 凌建勳 委 員 蔡培峻 

委 員 高明鋆 委 員 鄭書恒 

委 員 楊幼文 委 員 嚴家榮 

委 員 詹仕聰 委 員 蘇瑞文 

以上按姓名筆劃排序 
 

四、會員委員會 

主任委員 伍勝園 

委 員 何泰源 委 員 陳耀維 

委 員 吳嘉昌 委 員 陶治中 

委 員 杜微 委 員 楊振通 

委 員 張武訓 委 員 詹榮鋒 

委 員 陳幼華 委 員 蒲鶴章 

委 員 陳惠裕 委 員 嚴世傑 

以上按姓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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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與兩岸關係委員會 

主任委員 鄭光遠 

委 員 伍勝園 委 員 陶治中 

委 員 何泰源 委 員 楊正君 

委 員 吳福祥 委 員 楊振通 

委 員 杜 微 委 員 廖慶隆 

委 員 郭振銘 委 員 賴勇成 

委 員 陳 強 委 員 嚴世傑 

以上按姓名筆劃排序 

 

六、財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楊振通 

委 員 伍勝園 委 員 陳振欽 

委 員 何泰源 委 員 楊正君 

委 員 宋鴻康 委 員 廖慶隆 

委 員 周開誠 委 員 鄭光遠 

委 員 徐 淳 委 員 謝明燁 

委 員 張武訓 委 員 嚴世傑 

以上按姓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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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嚴世傑 

委 員 周開誠 委 員 賴勇成 

委 員 唐志豪 委 員 賴建名 

委 員 許英井 委 員 謝震輝 

委 員 陳凱凌 委 員 鍾明憲 

委 員 蔡培峻 委 員 鐘志成 

委 員 鄭書恒   

以上按姓名筆劃排序 

 

八、產業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陶治中 

委 員 史文虎 委 員 楊正君 

委 員 伍勝園 委 員 溫代欣 

委 員 李元唐 委 員 蒲鶴章 

委 員 杜 微 委 員 齊立平 

委 員 張修齊 委 員 賴勇成 

委 員 陳 強 委 員 顏邦傑 

委 員 陳銘傳 委 員 嚴世傑 

以上按姓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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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110年年會籌備委員會名錄 
職稱 姓名 現任職務 

主任委員 伍勝園 交通部鐵道局 局長 

副主任委員 張澤雄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局長 

委員 嚴世傑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委員 何泰源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協理 

委員 鄭光遠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委員 林繼國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所長 

委員 杜  微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局長 

委員 楊正君 交通部鐵道局 副局長 

委員 楊振通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集團總裁 

委員 陳定漢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委員 陳文德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代理局長 

委員 吳義隆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局長 

委員 陶治中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 專任教授 

委員 吳國濟 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委員 李政安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局長 

委員 葉昭甫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局長 

委員 黃清信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委員 王銘德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局長 

委員 賴勇成 臺灣大學軌道科技研究中心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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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110年年會贊助單位名錄 
贊助單位 贊助經費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61,200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70,000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50,000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交通部鐵道局 $30,000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50,000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30,000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30,000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台灣車輛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展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優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10,000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10,000 
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財團法人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000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泰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國海輝固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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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110 年度團體會員名冊 

會員 
編號 

團體會員名稱 
會員 
代表 

網址 

G001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鄭朝彬 http://www.allis.com.tw 

G002 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楊岳崑 https://www.krtc.com.tw 

G003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飛彈火

箭研究所 
任國光 http://www.ncsist.org.tw 

G004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江耀宗 http://www.thsrc.com.tw 

G005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黃清信 https://www.metro.taipei 

G006 泰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尚榮 https://www.pecl.com.tw 

G007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吳義隆 http://mtbu.kcg.gov.tw 

G008 
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王宇睿 http://www.tylin.com.tw 

G009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張澤雄 http://www.dorts.gov.taipei 

G010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陳宗德 http://www.csc.com.tw 

G011 交通部鐵道局 伍勝園 https://www.rb.gov.tw 

G015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謝震輝 http://www.maaconsultants.com 

G017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伸賢 http://www.sinotech.com.tw 

G018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杜微 https://www.railway.gov.tw 

G019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施義芳 http://www.ceci.com.tw 

G023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劉坤億 http://www.tymetro.com.tw 

G024 森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黃呈琮 http://www.senyeh.com 

G025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林繼國 http://www.iot.gov.tw 

G026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高銘堂 http://www.sinotech.org.tw 

G027 展群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楊永剛 http://www.chanchunc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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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110 年度團體會員名冊(續) 

會員 
編號 

團體會員名稱 
會員 
代表 

網址 

G028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周永暉 http://www.ceci.org.tw 

G030 禾豐開發科技有限公司 杜明政 http://www.honova.com 

G031 肇源股份有限公司 譚明耀 https://www.generalresources.com 

G033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曾國基 http://www.rseaec.com.tw 

G034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林耀長 https://www.dorts.ntpc.gov.tw 

G035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謝明燁 http://www.hwacom.com 

G036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沈華養 http://www.bes.com.tw 

G037 
台灣莫特麥克唐納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李鴻璋 https://www.mottmac.com.tw 

G038 台灣車輛股份有限公司 蔡煌瑯 http://www.trsc.com.tw 

G039 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吳俊德 https://www.e-panasia.com/zh-tw 

G040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

究所 
齊立平 http://www.ncsist.org.tw 

G041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柯應鴻 http://www.kingwaytek.com 

G042 
希德欣業有限公司 
CDR RAILROAD MATERIALS CO 
LTD 

呂東霖 http://www.cdrrm.com 

G043 全徽道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卓鴻楨 http://www.sunsky.com.tw 

G044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廖振遠 http://dorts.tycg.gov.tw 

G045 福鈴科技有限公司 張慧如 http://www.fullring.tw 

G046 台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 賴佳怡 https://tw.nec.com/zh_TW 

G047 台灣達利思股份有限公司 唐志豪 https://www.thalesgroup.com 

G048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機

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林福明 https://www.itri.org.tw 

G049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郭振銘 http://www.civ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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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110 年度團體會員名冊(續) 

會員 
編號 

團體會員名稱 
會員 
代表 

網址 

G050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詹坤庭 http://www.continental-engineering.com 

G051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林沛達 https://www.ttsb.gov.tw 

G052 
台灣德國萊因技術監護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詹家維 https://www.tuv.com/taiwan/tw 

G053 德凱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王濬塏 https://www.dekra.com.tw 

G054 台灣京三股份有限公司 林秀峰 https://www.kyosan.com.tw 

G055 優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豐村 https://www.ucandyna.com 

G056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李銘賢 https://www.ctci.com 

G057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唐德成 https://www.mds.com.tw 

G058 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蘇  亮 https://www.mitac.com.tw 

G059 
Talgo(Patentes Talgo S.L., 

塔爾高) 

Alberto 

Carles 

Meaurio 

https://www.talgo.com 

G060 
社團法人中華軌道車輛工業

發展協會 
蔡煌瑯 http://www.crida.org 

G061 磐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  明 https://www.arbor-technology.com 

G062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蕭偉政 http://www.iisigroup.com/ 

G063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劉祐晨 https://www.fetnet.net/ 

G064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張哲源 https://www.taiwanmobile.com/ 

G065 凌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義朗 http://www.lwodisplay.com/ 

G066 國海輝固股份有限公司 蔡明格 https://www.iog-tw.com/zh/ 

 

https://www.ttsb.gov.tw/
https://www.ucandyna.com/
https://www.ctci.com/
https://www.mds.com.tw/
http://www.crida.org/




* 台中捷運北屯機廠* 台中捷運北屯機廠

軌道建設工程縱橫四界的願景擘劃者
台中捷運北屯機廠以田園基地的設計概念

打破傳統機廠予人剛硬冰冷及污染嘈雜的印象
從人文與機能共存之角度出發

融入綠建築與自然生態手法，配合依山傍水之地形特色
營造成為城市與田園接軌的新門戶地標

水利、大地、電力、結構、建築、軌道、交通、系統
機械、環境、海岸及港灣、都市設計、工業城鄉開發
園區規劃等之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管理

https : //www.sinotech.com.tw
E-mail : sinotech@sinotech.com.tw

10570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71號
電話：(02)2769-8388    傳真：(02)2763-4555

正派經營 . 品質保證 . 追求卓越 . 創新突破

SINOT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