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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明確政策的扶植，以及中興社優秀同仁的群策群力，
締造了中興社高品質、高效率的耀眼成績。
採訪小組

程

前董事長早在民國 57 年 7 月，就奉前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總工程師顧文魁先生之命，協同 30 餘
位原石門水庫工程師參加中國技術服務社曾文水庫計畫辦事處，協助日本工營辦理曾文水庫工程

設計工作，為籌設工程顧問機構預先佈局。民國 59 年 4 月，中興工程顧問社（以下簡稱中興社）在經
濟部之推動下正式成立，受命建立一支以水利、電力及土木工程為主的國人工程技術團隊，以承擔國家
重大建設的任務。中興社成立後，第一屆董事會即公推顧文魁先生為董事長，主持創業的艱鉅工作，當
即商得中國技術服務社（以下簡稱中技社）同意，將曾文水庫設計工作與中興社共同辦理並成立聯合辦
事處，從此程前董事長即正式成為中興社的一員。直到民國 86 年 6 月 30 日在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任滿
退休，前後歷時 30 年，幾乎把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全部奉獻給中興。值此中興社即將慶祝成立 40 週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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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興社創業有成，達成政府設立工程顧問機構之要旨
談中興社的創業，不能不先談當時政府為有效建立國人自立自強的工程技術團隊，所訂定周詳的扶植政
策。其重點為：
（1）政府推動成立之工程顧問機構採以財團法人方式成立，其初期基金由中央省市政府及公
營事業有關之工程機關捐助；其工程人員之待遇不受公營事業待遇標準之限制，以利吸收專才；而財團法人
不以營利為目的，以避免因承辦政府交付業務發生圖利之誤會。
（2）我國當時工程技術人才多集中在政府機
關及公營事業，故規定在工程顧問機構成立之初期，可徵得原服務機關首長同意借調必需人員，亦可吸收原

際，採訪小組有幸於民國 99 年 1 月 13 日專訪程前董事長，請他談談在中興期間值得回憶的事情，他提

服務單位高級人員，俾可利用其工程經驗及社會關係推展工作。
（3）於工程技術顧問機構成立後，政府及公

出了下列三個關鍵的時間點，並輔以詳細說明，讓同仁可以對中興的成長歷程，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營事業有關之工程機關應與其訂立長期服務合約，將各項建設工程之調查、研究、規劃、設計及檢驗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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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其辦理，對因申請國外貸款而被限制必須聘請國外顧問公司辦理者，亦應在其聘

二、拓展工程服務領域與專業，擴大參與
國家建設

請合約中，設法訂定其在我國國內之部份工作必須由我國工程顧問機構辦理。中興
社在上述有利的時空背景下，於民國 59 年 4 月 4 日正式成立，以辦理水利、電力及

民國 60 年代中期，我國經濟快速成長，政府大力推動各

其他土木為主之工程顧問業務，旨在培養國內工程技術專才、提高國內工程技術水

項重大建設，但由於社會趨向多元化，民間環保意識抬頭，大

準、節省國家聘請國外顧問之外匯支出，進而拓展對外合作與技術勞務輸出，加強

型水庫及水力發電計畫之推動日趨困難，而高速公路、捷運系

國際關係。在首任董事長顧文魁先生卓越領導下，訂定「高品質、高效率」的經營

統及垃圾處理等建設項目已成為國家建設之主流。

方針；當即，商得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及中技社之同意，將原參與曾文水庫設計工
作的技術人員移轉給中興社，而其設計工作則由中興社與中技社聯合辦理。同時，

程前董事長（右三）

也商得台電公司的同意，將其辦理中的立霧溪溪畔水力發電工程及德基水庫工程之

參訪翡翠水庫管理局

鑒於中興社在承辦水庫及水力發電工程時，培訓出許多優
秀工程地質及大地工程專業人才，其人數之多居全國之冠。以
台灣山多平地少之地形，政府在建設高速公路時，勢須採用山

穩固的基礎，而此等專業技術人員亦成為中興社之基幹。

區路線，因此，隧道工程勢將成為工程之關鍵項目；而都會區
捷運系統在市區範圍內亦須採用地下隧道方式進行。此刻，

民國 60 年代政府為配合經濟快速發展之需要，推動多項重大之建設工程。中興

對隧道工程富有經驗與專才的中興社適可發揮其專長，中興為

社陸續承接多項工程顧問工作，其中較重大者有：工業區開發計畫、台北都會地區自

目，並為配合工作之需要，於民國 68 年成立「大地工程部」
，

抽蓄發電計畫及世界貿易中心的建設計畫等項目。為因應工程顧問業務快速發展，

以承辦隧道及地下工程顧問業務，同時為求大地工程技術一元

除中高級技術專才須向有關公營機關商調外，亦大量進用國內外優秀之博士、碩士

化，特別成立「大地力學研究中心」
，自行承辦原先須由國外岩

及學士畢業生參與工作。另外，為吸取國外工程知能，亦選派具潛力之工程人員赴

力機構辦理之各種岩土力學試驗。而原有之「衛生工程部」亦

國外知名工程機關及著名大學，參加實務訓練或攻讀與本社發展相關之高等學位，

擴編為「環境工程部」
，其業務亦擴展至垃圾處理之工程項目。

許如霖前執行長（右）及陳

此一擴展工程服務項目之措施，對中興社業務之發展極為重要，且十分成

家建設為榮，而經理階層
層 除 堅 守 高品質與高效率方針外，更能凝聚同仁之智慧，規

利明前執行長（左）一同參

功。如北部第二高速公路汐止新店段因全線大部份由 21 座 3 線隧道連接而成，

提高了我國工程技術水準。

觀翡翠水庫管理局的「水庫
興建歷史展示區」

其規劃、設計及監造等工程顧問工作即由中興社得標承辦。而於民國 70 年代展
開之台北捷運系統第一期路網設計之地下隧道系統部份，亦極大部份由中興社

為求工程計畫之周詳完善，摒除國人過分自信自大的人性盲點，在執行
行 重 大工

承辦，且在台北市捷運局為培植國內工程顧問公司的策略中，中興社為第一個

程計畫時，須聘請國內外著名專家參與審查，提供專業建言，在社內亦成立技術會

取得具備國人自行獨立承辦資格之顧問公司。在垃圾處理工程方面，由中興
興社

報，就重大計畫各種規劃方案詳加審查，在此種品質控管機制下，中興社承辦之『產

承辦之台北市三座大型焚化爐工程（內湖、木柵及士林
林）相繼完成，中興社在

品』均獲致良好的成果。

垃圾掩埋及焚化爐工程技術方面亦取得領先地位。

中興社於國內創業穩固後，於民國 62 年起開始拓展國外工程顧問業務。首先以東
南亞國家為目標，因該等國家建設計畫經費大都向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或日本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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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前董事長（中）與中興社

在此段
段 時 期，中興社全體同仁個個士氣昂揚，不辭辛勞，奮力向前，以參與國
劃出最佳的方案，甚或能突破傳統，力
力 求 創 新，每能開發出新技術與新工法，大大

程禹前董事長

因應此一情勢，奉准將工程顧問服務領域拓展到上列的建設項

來水擴建計畫、翡翠水庫先期規劃、中鋼建廠計畫、中國造船廠計畫、明湖、明潭

以期返國後為國家所用。

人物專訪

設計顧問工作連同參與工作之工程技術人員，一併轉交由中興社承接，奠定了創業

三、中興社改制成功，奠定永續經營基礎

協力機構等貸款興建，故工程顧問招標均需以在上述銀行機構登記合格之工程顧問機構

興社自民國 59 年 4 月成立及至民國 80 年底止，先後承辦國內工程服

為對象。中興社憑藉專業與經驗，順利標得在越南、菲律賓及印尼多項水利、電力、自

務約 1,400 餘件，在國外也承辦越南、印尼、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及多明

來水等工程顧問計畫，亦建立良好聲譽。其後因擴展需要，在印尼雅加達設立中興社駐

尼加等國之工程顧問服務 80 餘件，擁有各類專業工程技術人員超過 1,300

印尼辦事處（後升為印尼分社）
，從此，我國從工程技術輸入國轉變為技術輸出國，並

人，先後羅致外國學者約 200 餘人，並自民國 67 年起即列名美國「工程報

自民國 67 年起即列名美國「工程報導」雜誌前二百大國際工程顧問排行榜，中興社自

導」雜誌前 200 大國際性工程顧問排行榜，充分顯示已在國內外建立良好的

此成為國際間知名工程顧問公司，達成政府當初推動設立工程顧問機構所定之要旨。

聲譽。中興社並將歷年之盈餘撥入工程研究基金，用於研究發展、培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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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才及獎勵在學優秀學生，綜上所述，足可佐證已符合政府推動設立中
興社之要旨。
民國 80 年代初期，經濟蓬勃發展，各項建設均積極展開，致使民營工程顧
問公司紛紛成立，國外知名工程顧問公司亦在台灣設立據點，為因應此種情況，
政府及公營事業機構在辦理工程顧問招標作業時，自需採用公開競標方式辦理。
中興社既已創業有成，理應以專業與經驗坦然接受挑戰。然而中興社以財團法人
型態經營工程顧問業務，參與營利事業經濟活動，卻屢受同業質疑。為因應當時
社會變遷之需要，即積極研擬改制之可行性，並於民國 81 年 4 月 11 日向經濟
部部次長簡報改制之可行性研究方案，並奉經濟部函覆該次簡報會議紀錄，略以

人物專訪

「中興工程顧問社經二十多年之努力，對於國家重大建設與工程人才培育有很大
貢獻，應予肯定。惟近年來社會環境急遽變遷，類似中興工程顧問社等財團法人
之經營已面臨需要調整改進之階段，中興工程顧問社應研究改制之可行性，改制
後工程顧問技術業務可由轉投資之公司型態經營，而原中興工程顧問社則繼續從

程禹前董事長

事專業技術人才之培育與工程技術研究開發等工作」
。中興社爰撰擬「財團法人中
興工程顧問社改制方案」
，其重點在於：
1. 依據相關法規，中興社祇能以轉投資方式轉投資於一家既存公司之方式進

 程禹前董事長小檔案：

行，同時為確保工程人才與經驗之完整移轉，以及取信於業主，不會因業

學歷：國立
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務移轉而影響工程品質，決由中興社推選 6 位資深人員集資 60 萬元先籌設

主要經歷：


44
4.07
7 ∼ 56.03 石門水庫
庫建設委
委員會工
工程師
師、設計組大
大壩設計小
小組長、
營建組長
長、設計
計組長、石門
門水庫管理局
局營建處副
副處長



56
6.0
08 ∼ 59.08 中國技術
術服務社
社曾文工
工程處
處土木組長



59
9.0
08 ∼ 73.05 曾文水庫
庫計畫經
經理、中
中興工
工程顧問社水
水工部經理
理、
翡翠水庫
庫計畫督
督導及執
執行人
人、協理、副
副總經理



73
3.05
5 ∼ 80.07 中興工程
程顧問社
社總經理
理

2. 為使改制後的新公司營運正常，俾經多年培訓有素之工程人才不致流失而能



80
0.07
7 ∼ 83.08 中興工程
程顧問社
社董事長
長

繼續為國家建設效力，擬定改制後中興社的業務與技術人員之移轉及資產之



83.05
5 ∼ 86.07 中興工程
程顧問股
股份有限
限公司
司董事長

處理方式。



80.07
7 ∼ 94.09 中興工程
程科技研
研究發展
展基金
金會董事長

「中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並與中興社訂立協議書，明確規定雙方之權利
與義務，俟改制方案經政府核定後，依協議書條款處理新公司之增資，資本
總額定為新台幣 1 億元，原 6 位設立人之投資，除各人保留新台幣壹萬元
外，其餘悉數由中興社承購，增資後即依公司法規定變更組織為「中興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3. 中興社於改制完成後將遵照主管機關之指示修改捐助章程，專門致力於「水
利、電力及其他土木工程」之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育工作，提升工程技術水準。
中興社擬具之改制方案報請經濟部核示後，以中興承辦之業務涉及中央政

中興的主要事蹟：帶領中興社
社從創立到
到茁壯
壯；拓
拓展中興社的
的服務與專業領域；
配合國家社
社會的發展
展趨勢
勢，進
進行中興社的
的改制，奠定中興社
及中興公司
司永續經營
營的基石
石。

府各部會，為期業務能移轉順利，乃由經濟部轉呈行政院核定，全案於民國 83

座右銘：凡
凡事以
以大局考量、配
配合環境的變化適時
時調整、培育
育人才、優秀人才為
企業經
經營之本。

年 3 月 25 日奉經濟部函示「請依行政院經建會研議意見，按公平、合理原則確

人生觀：平
平實、平淡、積極、樂
樂觀。

實執行改制方案」。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乃於民國 83 年 5 月 2 日正式成

嗜好：閱
閱讀、思
思考、學習新知。

立，中興社擬訂之改制方案亦能在社及公司密切合作與業主單位之支持下按期

給年輕後進的一句話：努力學習，虛心
心求解。
。

順利完成，為我國工程顧問史上留下良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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