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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身份，多重防護

汐止分隊是由一群居住在基隆河畔的熱

心民眾所組成，全隊共20人，有趣的是，隊

員全由夫妻檔所組成，每對夫妻各自負責一

個責任區域，巡護範圍自上游嶺腳起，至下

游大直橋止，總長度約22.6公里。和大多數

的志工相同，分隊成員都是秉持著「志願服

務、回饋鄉里」的信念加入服務隊，協助進

行水災情通報，只是他們守護家鄉的方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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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防汛護水志工表揚大會上，第十大隊汐止分隊是獲得傑出貢獻獎的唯一分

隊，得獎緣由除了執行防汛救災業務有功，在護水領域更是不遺餘力。志工服務隊自

去年開始正式更名為「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新增任務尚在宣導當中，而汐止分隊

早已秉持愛家愛鄉的精神，對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基隆河展開全方位的防護，以下

便向大家介紹汐止分隊的執勤事蹟及心得。(本文係綜整志工訪談及分隊接受電視台採

訪資料編輯而成)

人物專訪
基隆河的守護天使—第十大隊汐止分隊傑出貢獻事蹟介紹

一，這群熱心的志工夥伴們還有許多不同的

身份，包含汐止區救助協會(救難隊)、新北

巿環保局水環境巡守隊及農委會土石流防災

專員等，對他們來說，每次的出勤，都是一

種全方位的付出，並不侷限於某種身份或責

任。

災時－即時掌握災情、第一時間救災

汐止分隊在隊長黃唐舜的帶領下，於通

報水災情方面相當積極認真，在接到颱風警

▓ 汐止分隊責任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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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或豪雨特報訊息時，便會前往責任區，進

行基隆河及沿岸低窪地區水災情巡查及通

報。由於部份隊員身兼救難隊身份，接受過

各式救災救難專業訓練，因此不但對於災害

的發生有高度的警覺性，遇有緊急狀況時更

可即時進行救助或處置。例如去年6月12日

(610水災期間)清晨5點多，南陽街涵洞及附

近道路因前一晚的滂沱大雨而嚴重積水，當

時天色陰暗、視線不佳，隊員林忠文巡查至

此時，發現已有兩輛轎車受困水中，其中一

輛已沒入水中超過半個車身，體型嬌小的女

駕駛在水中行動困難，情況相當危急！林忠

文見狀便立即上前將女駕駛救起，並將災情

通報第十河川局及消防單位，同時於現場拉

起封鎖線，避免再有人車誤入。談及汛期間

的執勤情形，林大哥表示：「防汛志工等於

是防汛救災工作的最前線，汛期間，第十河

川局會持續利用簡訊告知目前的雨量及上游

          人物專訪

▓ 610水災期間，汐止南陽街涵洞嚴重積水，受困的小客車

幾乎滅頂。

的水位等，我們則前往責任區域巡查，了解

水門是否關閉、抽水機是否正常運作，並通

報下游水位及淹水情形；等到淹水情況更加

嚴重或範圍擴大需要救援時，再換上救難隊

的服裝，乘著橡皮艇外出協助救災。」

平時－清溪護水，還給河川美麗顏色

電視旁白：「眼見基隆河的快速變遷，

這幾年來，有一群愛鄉護土的居民默默耕

▓ 志工夥伴利用環保局發放的簡易水質測試包進行水質檢測，一旦發現異常，例如酸鹼質過於極端、含

氧量太低、濁度太高等…，即會通知環保單位派員前往檢視處理。



耘，例如基隆河支流叭嗹溪流域的居民，

集結眾人的力量以及政府環保單位的協助，

逐漸還給河川一個乾淨的面貌…」。去年5

月，大愛電視台《發現》節目播出「基隆河

的故事」專題報導，當時汐止分隊部份夥伴

們就曾以「新北巿環保局水環境巡守隊」的

身份現身節目中，示範並說明針對叭嗹溪進

行清溪護水工作的情形。畫面中，隊員們除

了沿著溪畔涉水撿拾垃圾，還拿出一個長長

的取水杓至河中取水，接著以環保單位提供

的簡易檢測工具進行水質的溫度、濁度、酸

鹼質及含氧量測試，並將結果記錄下來交給

環保單位。

「志工服務隊新增護水任務之後，將來

我們會針對服務範圍內的基隆河和支流不定

期、不定點的進行水質測試，如果有異狀也

會通報給河川局。」隊長黃唐舜表示，護水

工作的內容，除了較為專業的水質檢測外，

另外還包含環境清潔的維護及水質汙染情事

的通報，同時在巡守過程中，勸導在河邊從

事休閒活動的民眾勿圖一時之便，而隨手製

造髒亂。

「從事護水的工作到現在，讓我們感到

欣慰的是，過去曾經有一個地點，被我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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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排放廢水，雖然當時不知道源頭是哪家工

廠，但對方可能也因此有了警覺性，知道我

們一直都在巡，所以那個地點直到現在，都

沒有再排放過廢水了，表示我們的存在，不

是多餘的。」黃隊長說，在隊員們和地方熱

心人士的努力之下，基隆河的水質和過去相

比，已經乾淨許多，地方民眾知道有這群守

護河川的尖兵，當發現水質有異狀時，也會

請他們前往檢測並通報。

護水工作及防汛工作相同，都要集眾

人之力才能成大功，陳定楠(同時為水環境

巡守隊隊長)說：「台灣是嚴重缺水國家之

一，所以維持好的水質是相當重要的，希望

將來能有更多民眾一起投入，才能有更好的

水環境。」

自力自助護家園

自從水利志工整併後，志工們對任務增

加有不同的聲音，然而對汐止分隊來說，同

樣都是為了家園、為了水環境而努力，這些

都是應該做的事，而不是附加的責任。

黃隊長說：「我們就是比較雞婆，閒不

下來，有些事情如果我們不去做的話，我們

居家的環境，可能會沒有那麼好。」

▓ 水鳥駐足、水牛飲水，基隆河在眾人的努力之下，已逐漸呈現清澈面貌。



問他們擔任志工以來，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大概就像是陳定楠大哥說的：「自己的所在

自己顧，這是最歡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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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汐止分隊夥伴們對基隆河的看顧，也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志工夥伴共同投入護水工作，讓河水

清澈、河岸美麗成為台灣河川的共同印象。

『志願服務是個人本著濟世的胸懷，對

社會提供精神或物質的力量，致力於改造或

促進的服務。簡言之，就是以自己的所餘，

去幫助別人的不足(社會工作辭典，蔡漢賢

主編)』，在汐止分隊的身上，可以感受到

他們已將志願服務的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

          人物專訪



荷蘭─還地於河、與水共生

荷蘭因地勢低漥，大面積國土低於海平

面，容易遭逢水患威脅，因此長久以來，持

續透過築高堤、建水閘、填海造陸等方式，

向大自然爭地，雖曾成功遏止水患侵擾，締

造了「上帝造海、荷蘭人造陸」的傳奇，然

而，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極端氣候災害，卻讓

原本堅信人定勝天的荷蘭人民，體認到了工

程方法有其極限，面對可能愈來愈大的洪水

量，或許該採「還地於河」的策略，留給河

川多一點空間，讓洪水有自己的路可走。

特別企劃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荷蘭與日本的防洪治水之道

在氣候變遷的情勢之下，颱洪水患發生的頻率及強度愈來愈大，即使持續加高防洪

設施的保護標準，也難保不會因下一次破紀錄的降雨而宣告失靈。既然無法完全將大水

阻絕在外，許多國家轉而思考如何與水和平共存，本期季刊便要向大家介紹荷蘭及日本

兩個國家，如何在城鄉之中，規劃、保留更多的行水與蓄洪空間，讓大水不再侵擾民

地，人與自然都能夠擁有自己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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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還地於河示意圖，堤防後退、農舍遷移，洪氾時河水可自然

溢流氾濫。(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 阿姆斯特丹的水上屋。(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所謂「還地於河」(Room for river)係

指將過去藉由硬體工事從河川廊道內佔據的

空間還給河川，讓河川可像以往一樣自行改

道，在平原上自然溢流氾濫。主要的作法包

括，將河川兩岸的堤防往內移，大量增加河

川的橫斷面(River Cross Section)，或是降

低河岸高度，以增加洪水來臨時的行水面積

及蓄洪量。此外，復育洪氾平原也是重點工

作之一，這些經人為開發作為住宅或農業用

地的地區，在劃分為洪氾平原後，夷為平地

並加以復育保育，才能使其恢復自然

生態，充份發揮調節水資源的功能。

要讓原本居住在河岸邊的居民

移居他處，並不容易，政府單位花費

了1年的時間與居民溝通，期間持續

宣導計畫理念及還地於河的重要性，

並提供房屋或農地補助，才順利獲得

居民支持，願意將居住了好幾代的土

地，讓給河川，並換取安居的空間。

荷蘭的還地於河計畫預計花費

2.3億歐元，從2007年開始執行，

至2015年結束，以萊茵河三

角洲為主要實施範圍，目的

在保護萊茵河下游400萬民

眾，確保荷蘭的第二大城巿

─鹿特丹的水災風險降至最

低。

此外，荷蘭還有一項

創舉─漂浮屋。這項設計是

建築師肯恩．歐道斯(Koen 

Olthuis)的構想，是還地於河

概念的延伸，荷蘭政府讓低

地回復為原本的溼地沼澤，

再於水上建置漂浮屋，不但可增加當地的蓄

洪空間，人們還可在水上體驗漂浮生活，讓

溼地兼具了防洪、生態及居住的價值。

漂浮屋建造的原理和地面房子一樣，使

用的是木頭、磚頭、鋁或鋼鐵等建材，房屋

底部是水泥打造的中空基底，可讓房屋漂浮

在水面上，平時以纜繩、木樁固定，房屋地

基愈大，隨波晃動的感覺就愈小，而一旦發

生水災時，房屋也會跟著水位高漲，無需擔

心室內淹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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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特丹巿中心的水上亭閣。(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特別企劃



日本－神秘的地下神殿

在日本東京的地底下，存在著一個長

6.3公里的超大排水路，日文叫做「首都圈

外郭放水路」，意即首都圈外圍的排水道，

它是日本治水防淹的秘密武器。

日本的首都圈包括東京都、神奈川縣、

埼玉縣及千葉縣，其中，東京都面臨東京

灣，也是許多大河流經之地，這樣的地理環

境，每遇颱風豪雨便容易引發洪水氾濫，造

成傷亡及損失。儘管排水系統不斷地更新，

但遷移進首都圈的人口愈來愈多，高度都巿

化大幅降低了土地自然排解雨水的能力，一

般的排水系統更加難以負荷高人口密度都巿

防洪的需求。

1992年日本決心建造一個龐大的地下排

水系統來徹底解決水患，這條排水系統選在

埼玉縣春日部市，沿著國道16號地下50公尺

處興建，主要由一條長6.3公里的隧道，連

接5座高70公尺、直徑30公尺的蓄水豎井，

另外，還有一座巨型的調壓水槽，做為蓄洪

與加壓排水之用，總蓄水量達67萬立方公

尺。這座調壓水槽約8層樓高，長177公尺、

寬78公尺，內有59根巨大的混凝土列柱支

撐，彷彿希臘神殿一般，所以被稱為「地下

神殿」。

當颱風豪雨來襲，中川、倉松川、辛松

川、大落古利根川等4條河川水位高漲時，

放水路便透過取水口，把4條河川超過警戒

值的洪水收到地底下暫存，洪峰過後，再利

用抽水機將洪水排到江戶川後，進入東京

灣。這個歷時14年、斥資千億日幣打造、堪

稱世界上最先進的地下排水系統，在建造完

成後屢次發揮功效，成功地拯救整個首都圈

免於洪水的侵襲。例如2005年重創南台灣的

海棠颱風，在日本僅造成7戶住宅淹水，這

都是多虧有了地下神殿的保護。

結語

河海山林因自然而生，其樣貌型態皆

依地勢及氣候條件而有不同發展，隨著人類

在地球上駐足、生活，限制了自然萬物恣意

伸展，反而用自己的角度，對大地環境進行

劃分、框架，希望能藉由侷限自然，放寬自

己的生活空間。然而，受到氣候變遷趨勢影

響，天候狀況的詭譎與不確定性大幅增加，

7

▓ 日本首都圈外郭放水路示意圖(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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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抵抗自然。只是滯洪空間的取得涉及土

地規劃、民眾權益、經濟與生態的衝突，需

要政府與民眾有效的溝通，加上各部門的配

合與協調，才能夠真正貫徹執行，台灣的社

會環境與氛圍，距離這樣的目標還有好長一

段路要努力，期望有朝一日也能步上與水共

生共榮的境地。

破紀錄的颱風豪雨，屢屢使得山洪暴發、河

水溢堤，大水越過了人們希望它們走的路，

侵入了城巿、鄉間，造成一次又次的可怕災

難。荷蘭的還地於河及日本的地下神殿，為

防洪治水帶來了新思維，告訴我們，大自然

既然難以預料，何不多留點空間讓它們發

揮？應該以疏導(滯洪)代替防堵，順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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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地下神殿」提供了都巿洪水排蓄的空間，讓惡水不再四處亂竄(左圖為調壓水槽，59根列柱支撐，宛如希臘神殿般的場景；

右圖為蓄水豎井)(資料來源：http://blogs.yahoo.co.jp/kotakemol04/43351569.html、自由電子報)

          特別企劃



101年度防汛護水志工暨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績優表揚後記

「服務能讓生活更有活力，生命更有意

義！」101年度績優防汛護水志工傑出貢獻

獎得主鍾桂南村長淡淡的說出獲獎感想時，

深深的感動了台下的數百位志工及貴賓！

在防汛護水志工運用管理過程中，績優

表揚一直都是每年的重頭戲，志工們本著無

私及志願心投入公共領域服務，是政府部門

的寶貴資源，每年也藉由公開表揚來傳達重

視及感謝，同時彰顯得獎志工們的榮譽！今

年(102年)的表揚大會已是第三年辦理，個

專題報導
防汛護水，好家在台灣～ 

9

人獎項部份共計359位志工獲獎，獲獎分隊則

有11隊，較去年人數(個人獎項230人、分隊

11隊)再次成長，可見志工們的服務知能及熱

▓ 傑出貢獻獎得主鍾桂南發表感言



立起更迅速確實的預警通報機制，同時透過

社區組織的動員和運作，落實各項災害應變

及疏散撤離作業，好讓安全防護更加穩固。

現在部分防災社區內已有防汛護水志工配

置，且運作成效良好，同樣獲得本次大會的

肯定！

表揚當日，天空飄落著零星的細雨，上

午9時未到，已有大隊志工前來報到，並三

兩聚集在各得獎者(分隊)展示海報前閱覽或

忱，在各河川局及大隊幹部的帶領下，都能

持續的保持精進！

志工表揚大會過去兩年均結合水利節，

選在6月份辦理，初夏的台灣，各地都有機會

遇到炙熱的高溫，為使志工免日曬之苦，水

利署本年度特將大會辦理時間選在春末的四

月下旬，地點也從戶外移至水利屬中部辦公

區大禮堂，而在議程的安排上，則仿照去年

度，採兩日一夜的方式，並將戶外參訪共同

結合，期讓與會志工能有更豐富的收穫！

而有別以往的是，本年度除了志工外，

亦將績優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納入表揚對象

中，防汛護水志工及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同屬

地方自主防災的重要組織，前者強調水災情

的巡查及通報，後者則著重居民防災觀念建

立及地方災害管理，水利署積極促進兩者結

合，希望藉由志工對水情的熟稔，在地方建

10

100年(得獎人數) 101年(得獎人數)

全勤獎 167人 254人

熱忱服務獎 30人 68人

幹部服務獎 22人 25人

精神標竿獎 10個人、10分隊 10個人、10分隊

傑出貢獻獎 1個人、1分隊 2個人、1分隊

年份
獎項

▓ 活動安排志工參觀水利設施及生態休閒景點，讓志工夥伴們增長知識、熱絡情感。

▓ 看看志工夥伴們的優秀事蹟，自己也感到與有榮焉！

          專題報導

◎  績優志工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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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了氣候變遷後反應的趨勢，在旱澇加劇

的情況下，「離災優於防災，防災優於救

災」的災害防救處理原則，是降低損失的重

要關鍵，有了志工及社區們共同參與自主防

災工作，更可以在第一時間內，減少地方面

臨的受災衝擊。

依據防汛護水志工設置及管理要點內

容，績優志工獎項包含了全勤獎、熱忱服務

獎、幹部服務獎、精神標竿獎以及傑出貢獻

獎等，而在防災社區的部分，則分為優等及

特優兩種；頒獎的嘉賓，依序為服務隊林連

山總隊長(全勤獎)、水利署田巧玲副署長(熱

忱服務獎)、王瑞德副署長(幹部服務獎)、賴

伯勳副署長(精神標竿獎個人)、楊偉甫署長

(精神標竿獎團體、優等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及經濟部杜紫軍次長(傑出貢獻獎、特優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其實每位志工的付出，均

▓ 南投大成國中原舞社開場表演，希望把原住民的熱情

奔放帶給大家!!

▓ 水利署楊偉甫署長及經濟部杜紫軍次長致詞，向在場志工及社區代表表達感謝與欽佩!

2013
水利署防汛護水志工季刊

拍照。長途車程或是前日參訪並未使他們的

精神稍減，顯露出來的反而是參與表揚的那

份喜悅。完成報到手續後，各大隊志工陸續

進場，秩序地在各區就座等候預演，這群得

獎志工們，看起來充滿期待～但是不急躁、

欣喜～但是不驕傲，公民社會的進步仰賴群

眾素質的提升，不論是知識涵養或是品德修

養，在熱心服務的志工群身上，我們看到了

這股提升的動力！

大會由南投縣大成國中原舞社表演開

場，豐富且高亢的原住民音樂，帶領著這群

天真活潑的小孩，展現天賦所賜予的節奏與

律動，熱絡了現場的氣氛，也振奮了大夥的

心情！緊接在表演之後，是防汛護水志工的

大家長～水利署楊署長為大家致詞，署長表

示，從去年的通報內容中可以發現，志工服

務已經充分發揮「即時掌握災情，第一時間

通報」的功效，這次獲得傑出貢獻獎的志工

個人，都是因為在颱風豪雨事件中，發現了

可能致災的危機，透過即時通報並處置後，

才得以避免民眾生命及財產的損失。另外，

對於許多志工已積極投入護水工作，例如高

灘地的認養，或是水質保護檢測等，楊署長

也表達了欣慰與感謝之意。致詞的另外一位

貴賓，是特別於百忙之中撥空參加的經濟部

杜紫軍次長，次長透過了資料的分析統計，



是出於奉獻的誠意、利他的情操、助人的豪

情，及服務的壯志，並不以獲得報酬或獎勵

為目的，表揚是主管機關所傳達的肯定及感

謝，並希望這份關懷社會、守護家園的心意

12

可以無限傳遞！台上志工接受頒獎的那刻，

其餘大隊夥伴莫不與有榮焉的獻上掌聲或幫

忙拍照，這是屬於全體志工的光榮時光！

▓ 榮耀的時刻，恭喜所有得獎志工

防汛護水志工傑出貢獻獎得獎事由

彭冠文自99年起，便透過眉溪內埔高灘地的認養，進行河岸環境的維護，

至今環境悠美、景色怡人。另於610水災時，在眉溪沿岸發現潰堤及堰塞湖災情

並即時通報，在防汛和護水領域都相當有貢獻。

鍾桂南先生為南投神木村村長，610水災期間，發現南投和社溪形成堰塞

湖，積水量約6萬立方公尺，嚴重危急下游聚落安全，所幸在鍾村長即時通報並

協助居民疏散撤離下，並未造成嚴重災情。

汐止分隊積極執行防汛任務，成效卓著，志工服務納入護水相關任務後，

更積極投入節水宣導及護水工作，定常進行基隆河水質測試，對水環境進行全

方位維護，並多次透過電視台宣傳宣導，深值效法！

          專題報導



本次表揚的最高獎項，包括了防汛護水

志工的傑出貢獻獎以及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的特

優評等；傑出貢獻獎的得主包含第三大隊彭冠

文志工、第四大隊鍾桂南志工以及第十大隊汐

止分隊，而特優社區則有宜蘭縣冬山鄉珍珠

村、新北市貢寮區雙玉里、嘉義市東區荖藤

里、台南市仁德區二行里以及台南市後壁區新

嘉里，大會也特別安排得獎代表發表感言。在

他們的談話內容中都可以發現，過去地方居民

的災害防救意識或技能並不充足，臨災時往往

不能有最適當的反應，而加入志工或是成立社

區後，藉由教育訓練、觀摩或實際演練後，不

但在多次豪雨事件中實際發揮避災或減災成

效，也同時在組織發展的過程裡，凝聚了成員

間的情感及向心力，免除水患威脅不能單單仰

賴政府作為，民間的力量，往往才是臨災後第

一時間的關鍵！「防汛護水顧家園、志工社區

齊動員！」，謝謝各位民間夥伴，不管是個人

或是團體，都願意本著自助互助的精神，共同

協助政府推動防汛救災及護水工作，家園的關

照不分府民、也不分你我，因為各位的付出，

好家才能在台灣，大會最後安排了為家園打氣

的儀式，在杜次長、楊署長、林總隊長及志

工、社區代表的共同打氣下，象徵美好家園的

房子冉冉升起，為這次大會畫下了圓滿的句

點！親愛的志工夥伴，汛期即將展開，出外巡

守時請務必注意自身安全，我們～明年見！

▓ 特優社區代表：宜蘭縣冬山鄉珍珠村李後進總幹事(左上)、嘉義市東區荖藤里吳育宗鄰長(右上)及台南

巿仁德區二行里宋金樹里長(左下)發表得獎感言～謝謝水利署和各區輔導團的指導與協助，讓我們的社

區更加的安全穩固!!

▓ 防汛護水顧家園、志工社區齊動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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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檢討策進會議/102-04-16
一年一度的志工服務隊檢討策進會今年再度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園舉行，邀請總隊長、副總

隊長及各大隊大隊長共同與會，並請各組室長官蒞會指導，會中除了針對志工運作管理機制，如

經費補助、招募人數、退場機制…等議題進行討論，由於志工任務整併尚在調合階段，因此，如

何提升志工夥伴對相關知能的理解？需執行到什麼樣的程度？也都在討論的範圍之內。

此外，檢討策進會同時也是承辦人員及幹部們交流的場合，因此本次會議分別安排了承辦

人員、大隊長及分隊長進行領導心得分享，希望藉由經驗的傳遞，提升志工隊管理運作效能。

志工廣場

▓ 會議開始～本次會議出席情形相當踴躍 ▓ 第四河川局陳進興課長進行經驗分享～第四大隊在執勤

及通報作業上有一套標準流程(SOP)，相當值得各局

學習

14



▓ 第七大隊潘聰治大隊長進行經驗分享～「歡喜做、甘

願受」，與大家共勉之～

▓ 第十大隊汐止分隊黃唐舜分隊長進行經驗分享～黃隊

長透過一連串的執勤照片及影片和大家分享分隊運作

情況

▓ 檢討與策進時間～與會人員發言踴躍 ▓ 長官們也一一回答

▓ 最後來張大合照，大家辛苦了！所有寶貴的建議都將使志工管理與運作機制更臻完善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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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江宜樺院長視察台中市「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環境營造工程」治理成

果/102-05-10
在0416檢討策進會中，其中一項建議方向為「未來各級長官視察災害現場或水利工程時，

請各局務必邀請志工一同蒞臨，以增加曝光機會、提升組織榮譽及成就感，並獲得社會關注及認

同。」，今年5月10日正逢行政院江宜樺院長視察台中市「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環境營造工

程」治理成果，第三大隊的志工夥伴們便在河川局長官的帶領下前往參與，了解地方水利建設的

功能和運作情形，同時也希望藉著這個場合，提升防汛護水志工的曝光率。

「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環境營造工程」即地方俗稱的「康橋計畫」，其行政區域位於

台中市南區及大里區，規劃為水環境營造示範工程，兼具防洪、休憩、環境美化及生態教育等多

元機能，未來期望能夠發揮都市環境淨化功能。

▓ 行政院江院長視查「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環境營

造工程」治理成果

▓ 水利署楊署長也一同出席

▓ 看到這麼多志工夥伴，江院長相當欽佩和開心呢!! ▓ 和長官們一起拍個照吧!!

          志工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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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河岸邊有大片的草皮和休閒設施，歡迎台中的民眾們一起來親水、愛水、護水～

●防汛護水志工參與防救災演練(習)心得分享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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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隊  黃政男第一大隊  黃政男

我已經連續三年參加縣政府防救災演習

，每次都是扮演災民的角色，透過實際

操演，讓我更加熟悉災害發生時的避難

路線及安置地點，未來遭遇颱風豪雨時

，除了帶領隊上夥伴即時通報水災情之

外，更希望能在危急時協助引導災民疏

散避難，發揮更大的防救災功效。

(黃政男為聯合分隊隊長)

這次演練是以地震防救災為主，但事實

上宜蘭地區更要小心颱風豪雨引發的水

患。宜蘭河從西往東貫穿宜蘭市，流經

之地皆為平原，若遇大雨十分容易發生

淹水災情，因此水災情通報機制相當重

要，建議水利署及縣政府可於易淹水處

廣設水尺或遠程遙控監測系統，確實掌 

    握水災情資訊，才能使得救災應變

     工作更具效率。

第一大隊  陳坤祥第一大隊  陳坤祥

第九大隊  潘俊樵第九大隊  潘俊樵

花蓮縣政府今年特別選定土石流潛勢地區「三棧

社區」進行防救災演練，演練項目包括防颱整備

、土石流災害搶救、沙洲受困及車輛墜溪搶救等

，雖然救災工作很重要，但事前預防比事後補救

更能夠減少人命損失。感謝水利署成立防汛護水

志工協助通報水災情，也謝謝地方水利單位

執行河川、堤防整治工程，讓許多地方免

於淹水、破堤之苦，如住家附近美

  崙溪支流「須美基溪」，早年

    附近住家遇雨必淹，整治

        過後至今無重大水災

              發生。

第十大隊  莊樹泉第十大隊  莊樹泉

相較於去年演習項目，今年規模較大，內容

更加逼真，例如橋樑道路斷裂搶險、維生管

線(自來水管線、天然瓦斯、電力、通訊)搶

修、強制疏散避難等，讓觀摩的民眾更加了

解政府單位各項作業。面對天然災害，除了

災時各項搶救工作外，平時河川巡視、水利

及防災設施定查更為重要，希望隊上夥伴都

能積極勘查居家水情並協助水(災)情通報，

以建立更周全的災害防救機制。



民國99年10月，宜蘭地區發生近20年來最嚴重水患，梅姬颱風在未登陸台灣的情

況下，即因外圍環流與東北季風產生共伴效應，而在宜蘭的蘇澳、羅東、冬山、大同等

多個鄉鎮降下超大豪雨，將近一半的宜蘭地區都泡在水裡；蘇花公路也發生自開通78年

來，最嚴重的坍方災情。在這次的事件中，我們再度體會到了極端氣候的可怕，以下將

帶大家一起回顧當時的氣象及水災情，並了解處置過程中的重要經驗。

資訊園地

經驗學習 宜蘭作大水～民國99年—梅姬颱風

氣象及水情分析

▓ 10月21日累積降雨量

梅姬颱風於民國99年10月13日20時形成於關

島西南西方海面，逐漸朝西北移動，在穿過呂宋島

後，轉往台灣海峽行進，雖然並未登陸台灣，但其

外圍環流卻與東北季風共伴而造成台灣北部、東北

部、東部及東南部地區降下超大豪雨，其中以宜蘭

降雨最為劇烈，雨勢在21日到達巔峰。宜蘭地區在

颱風警報期間，每小時降雨量曾連續4小超過100毫

米之超大豪雨標準，以24小時單日降雨量來看，蘇

澳地區更出現了台灣平地有史以來最高紀錄的939毫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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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災情形

▓ 梅姬颱風路徑圖

本次颱風期間，宜蘭縣冬山鄉、蘇澳鎮、五結鄉、

三星鄉、壯圍鄉、大同鄉、羅東鎮、南澳鄉及宜蘭市等9

個鄉鎮市淹水警示都達一級警戒，造成嚴重淹水的原因

包括：(1)降雨量過大，宜蘭蘇澳地區各排水系統集水區

24小時、48小時累積降雨量均已超過200年重現期距(即

200年才會發生一次的極端暴雨)，既有河川排水設施難以

負荷；(2)適逢滿潮(農曆14日)，河川及排水受出口水位

高潮位影響而不易排出；(3)部份地區地勢低窪，排水不

易；(4)蘇澳地區因三面環山，坡地水流瞬間急速進入市

區，加重淹水災情；(5)「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至

99年僅執行4年餘，工程尚未完全竣工；(6)因流域內環境

敏感，遇超大豪雨，造成大量土石崩塌產生土石流，洪水

攜帶大量土砂進入下游河道，使河道水流一時宣洩不及而

溢淹，發生複合型災害。

此外，本次颱風豪雨亦造成台9線蘇花公路112公里到

▓ 蘇澳鎮上淹水情形

▓ 蘇花公路坍方情形(資料來源：大紀元新聞網)

不同的時雨量給人的感受是

什麼呢？

許多人都經歷過午後雷陣

雨，這種打在身上會有點痛

的急降雨，時雨量大約30～

40毫米；若時雨量＞50毫
米，雨就像是用倒的了！

??

重要經驗

1.城市抗澇，蓄洪與排水並重：

    在氣候變遷影響下，極端降雨已變得難以避免，大雨下在山區易發土石流，下在人口聚集的

平地城巿，則造成嚴重淹水、重大財物損失。為了排解過量的雨水，加強清理溝渠，維持排水通

116公里的路段遭到大量土石崩塌沖毀，共有一輛轎車、兩輛遊覽車行經此處時，遭土石掩埋或

沖入海中，造成20餘人失聯。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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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同時強化防洪排水設施保護標準，為必要的手段；但面對屢破紀錄的極端降雨，僅賴排水溝

渠還是可能無法即時消化汛速匯集的雨量。因此，長期而言，應增加都巿蓄洪能力，如設置滯洪

池，並規範建築物於興建時，增設雨水貯集槽或地下滯洪空間；同時，建造停車場、廣場、人行

道等公共設施時，亦可多加運用透水鋪面，增加雨水入滲面積，讓部分水量自然滲入地底，減輕

排水設施負擔。

2.山區用路，離災避災為上策： 

    蘇花公路依山而建，本就有崩塌風險，除了平時落實養護工作，當颱風豪雨來襲時，為保全

用路人安全，亦應強化預警機制，掌握封路時機。這次梅姬颱風事件中，公路局依循封路標準進

行封路，但在封路之前(雨量未達封路標準時)已有車輛進入，以致仍然釀災。極端降雨往往來得

又急又快，雨量可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累積達致災程度，因此未來應放寬封路標準，提早淨空危險

地段，才能避免憾事再度發生。

知識充電站

1.掌握防災資訊

     汛期已經來臨，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防汛抗旱粉絲團、行動水情APP提供您最

新、最即時的防災資訊！同時歡迎大家利用水情通報平台進行水災情通報。

 ● 防災資訊服務網(http://fhy.wra.gov.tw/)

          資訊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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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資訊發布

累積雨量查詢

區域警戒查詢

即時水情監看

防災資訊提供



 ● 行動水情APP
  (請至Android、IOS或WP8系統下載)

 ● 防汛抗旱粉絲團(請上facebook

    搜尋「防汛抗旱粉絲團」)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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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行動水情」即可快速下載，各式水

情、警戒、氣象圖資…通通都在掌握之

中！

歡迎加入「防汛抗旱

facebook粉絲團」，

氣象及警戒資訊即時

報你知哦！

● 民眾及防汛護水志工水情通報平台(http://579.wra.gov.tw/dn)

通報水災情，請多多利用水情通報平台進行通報，記得4個步驟：

1.上網：輸入網址或搜尋「水情通報」。

2.登錄：輸入帳號密碼(帳號為身分證字號、密碼為出生年月日共6碼。)

3.通報：透過頁面左上角「地圖通報」或「表單通報」逐步填寫及勾選災情資訊。

4.處置：運用單位以電話向志工確認災情資訊後，發布災情並進行後續處置。

2.護水資訊參考

  　　志工任務整併，想獲得更充份的護水相關資訊嗎？歡迎造訪下列網站。

․ 水利法規查詢系統(http://wralaw.wra.gov.tw/wralawgip/)：提供各式水利相關法規公

告、查詢及下載等服務。

․ 節約用水資訊網(http://www.wcis.itri.org.tw/)：提供節約用水方式、技術文件、

技術諮詢、教育訓練、省水產品簡介、省水標章說明…等各項節水相關資訊與服務。

․ 地層下陷防治資訊網(http://www2.water.tku.edu.tw/sub91/)：提供下陷現況、下陷災

害、防治作為、教學資源、活動資訊…等服務。(另可上facebook查詢「愛現不要陷」粉

絲團。)

․ 經濟部水利署網站反貪專區(http://www.wra.gov.tw/lp.asp?CtNode=6

246&CtUnit=1152&BaseDSD=7)：提供廉政檢舉管道、專線及相關法規。



優選─永安漁港之美/葉世賢

優選─愛在河堤上/童清勝（苗栗縣南庄鄉南庄大橋）

優選─川流不息/范整國（苗栗縣苗栗市新東大橋）

101年第二河川局生態河川‧永續海岸攝影比賽得獎作品

水利風情畫

優選─橋影漁歌/趙建生

（苗栗縣西濱公路中港溪橋）

優選─生氣盎然/吳國禎（新竹縣頭前溪生態公園）

銅牌獎─觀海去/林碧貴(苗栗竹南鎮龍鳳漁港)

銀牌獎─颱風天的頭前溪美景/黃清泉

金牌獎─南寮海岸/黃孝思

          水利風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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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防汛護水志工季刊，一年共發行四

次，遇有特殊情況，由編輯團隊調整出

刊日期。

2.歡迎志工們投稿「志工廣場」單元，來

稿稿件以電腦打字為佳，若稿件中附有

圖檔或照片者，請附上圖片電子檔(JPG
檔)或原始相片。

3.投稿稿件請註明稿件標題、作者姓名、

志工單位、聯絡電話及地址，以利稿費

發放。

4.投稿稿件，內容包括，事件背景簡要說

明、活動的人、事、時、地、物描述及

個人生活照片(執勤時拍攝尤佳)，每則

文字在600字以內。

5.編輯單位保留投稿稿件文字內容的增刪

與修改權利，以利製版。

6.投稿稿件不論刊載與否，概不退件，刊

載內容如有違反著作權法，本刊恕不負

責。

7.稿費計算：每篇1000元。

8.稿件投遞方式：請將稿件電子檔傳送至

patricia@km.water.tku.edu.tw信箱，或

郵寄至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淡江大學 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 

邱琬茜小姐」收，並註明為志工季刊投

稿。

徵稿訊息及規範

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

提供最新、最快的防災資訊，詳情請上http://fhy2.wra.gov.tw/

想獲得更多的防災資訊嗎？

防災資訊服務網  水旱災害早預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