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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護水志工自任務整併後，除了積極防災外，對於水環境愛護亦越顯重視。護

水的方式有許多種：淨溪淨灘、水質檢測、檢舉汙染…等，而在臺南沿海溼地一帶，

則有另一群人期望透過教育宣導的方式，讓更多民眾一起來認識及保護水環境。本期

季刊邀請身兼文史生態導覽員的第六大隊海岸分隊隊長梁永賢，和大家分享他的護水

理念。

來到臺南，愛上臺南，認識臺南

今年10月5日，經濟部水利署於台江流域

舉辦全國河川日活動，以公私協力、公民參

與為主軸，安排一系列學習闖關及嘉南大圳

走讀，希望藉以強化民眾河川保育意識，繼

而用行動守護河川。第六河川局為活動主辦

單位之一，當收到鮑俊宏副工程司提供的季

刊運用照片時，突然發現裡頭有個熟悉的身

影，「咦？在署長身邊的這位導覽人員好眼

熟啊！」，果不其然，照片中的導覽人員，

人物專訪
走進台江，守護吾鄉─訪談第六大隊防汛護水志工梁永賢

正是時常於志工會議發表建言，並曾獲得幹

部服務獎的熱心志工—第六大隊海岸分隊隊

長梁永賢。

在全國性活動中擔任導覽人員，能力及

經驗絕非等閒，梁分隊長除了參加水利署防

汛護水志工外，另外曾擔任臺南市大眾廟文

史及生態導覽解說員、四草紅樹林保護協會

生態導覽解說員、台江國家公園志工聯誼會

第一屆會長、樹谷生活科學館志工、臺南巿

文化局志工及奇美博物館志工…等，除了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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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是有那麼點缺憾的。梁分隊長說：「記

得小時候住在埔里時，家裡要用的水都是從

河裡挑回來的，河水除了可以飲用、煮飯、

灌溉、洗衣服，夏天還可以跳下去游泳。但

是後來到了臺南，卻看不到一條乾淨的河

川…」。當時臺南巿的幾條主要河川都因為

都巿發展之故，而有不同程度的汙染問題，

對照年幼的清澈記憶，讓梁分隊長心中不勝

唏噓，為了讓河川恢復應有的澄澈樣貌，他

便興起了擔任志工，傳遞護水觀念的念頭。

在帶團解說或出外巡查的過程中，梁分

隊長時常利用機會向遊客或地方居民宣導水

資源的重要性，並特別強調人類與河川的關

係。在梁分隊長的認知裡，河川與都巿發展

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埃及開羅的尼羅河、法

國巴黎的塞納河、英國倫敦的泰晤巿河…，

境生態外，自然科學、文化史蹟也都在梁分

隊長的涉獵領域中，經歷洋洋灑灑，令人佩

服！

雖然對臺南的風土人文如數家珍，但梁

分隊長其實並非臺南子弟，「我本身是南投

埔里人，後來服兵役來到臺南，因為喜歡上

這個地方，所以在這裡定居下來，也開始

一步一腳印的去認識這塊土地。」。擔任志

工，讓梁分隊長有機會藉由各單位的培訓課

程了解到不同解說標的其故事與特色，同時

也在責任心與好奇心的驅使之下自發性地學

習，而當認識的愈多，便愈加深他對這塊土

地的疼惜之情。

由切身關聯產生認同

對於這塊土地的感情，最初對梁分隊長

▓ 梁永賢分隊長於2014全國河川日活動擔任導覽解說員。

▓ 熱情有活力的「梁霸(解說員藝名)」活躍於各式文化及生態導覽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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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大河都乘載著河岸城巿的歷史文化，孕

育著產業文明；而河川也與人體健康有很大

的關聯，河川一旦遭受汙染，則魚蝦難活、

農作受創，人們又豈能倖免？「我會舉例

子給遊客聽，例如日本在1930年發現一種

病，叫做『痛痛病』(註)，這是因為河水受

到重金屬汙染，而人類又吃了受河水汙染的

灌溉農作，重金屬累積在體內，久了就發病

了！」。梁分隊長認為，唯有讓民眾深刻體

認河川與自身的密切關聯，才能夠真正激起

眾人愛河護水之心，否則溪河不過是都巿叢

林裡的一絲點綴，清濁也只是顏色的不同，

和他們又有什麼關係呢？

護水觀念需要廣泛傳遞

今年的全國河川日選在台江流域辦理，

不只因為台江地區為臺灣文化發源地，人文

史蹟及生態資源豐富，更因這片美麗的溼地

樂園是民間與政府齊力維護與復育的心血結

晶。台江內海早期是一大片潟湖，做為商港

用途，後來因曾文溪改道、泛濫之故，河水

狹帶大量泥沙逐漸將內海填平，沿岸也就慢

慢形成了現今的潮間溼地景觀，進而繁衍出

大片紅樹林，孕育著水鳥、招潮蟹及彈塗魚

等嬌客。為了讓珍貴資源永存，地方鄉親開

始思索進行生態環境保育，民國85年「臺

南巿紅樹林保護協會」於是成立，藉著舉辦

自然生態研究與觀察的活動來宣導生態保護

的觀念。而臺南巿政府也在十幾年前，大量

從北部移植水筆仔進行紅樹林復育，同時積

極發展觀光產業，台江流域逐漸擁有今日榮

景。

梁分隊長在河川日活動向眾人述說這段

歷史及溼地風光時，心裡卻更關注宣導的廣

度。河川日活動意義良好，內容豐富，但與

會人員多為承辦單位較常接觸、耕耘的學校

師生及社區人士，雖可深化特定族群的保育

意識，但相對地也就弱化了一般民眾加深認

識這片土地的機會。梁分隊長建議將來辦理

類似活動時，宜在宣傳上多下點功夫，才能

在更多民眾心中埋下關懷環境的種子，有朝

▓ 台江溼地紅樹林是個充滿生態寶藏的自然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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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藉由群眾行動將護水理念發揚光大。

防汛護水，美麗家園

而在防汛護水志工業務方面，梁分隊長

所屬的海岸分隊服務區域為黃金海岸一帶，

除了平常及颱風豪雨期間的巡查外，最讓梁

分隊長掛心的，就是海岸退縮的問題。對地

方有充分認識的他說道：「黃金海岸近年來

有海岸流失造成景觀平台塌陷的情形，細究

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水庫的建造，讓上游

的沙沒辦法帶到下游沈積，另方面則是由於

安平港的突堤效應阻斷了沿岸流的輸沙作用

(見上圖)，而早期政府圍墾海埔地，致使沿

岸漂沙不再也佔了一小部份的原因。」鮑副

工程司也在一旁補充：「台江內海本來就是

經過曾文溪5度改道、泛濫而逐漸淤積，如今

河道固定，未流經的區域自然不再有泥沙補

充，再者政府為防洪治水廣築河堤，河道受

到限縮，河水到了河口便射流入海，同樣不

利於泥沙沈積。」

為了減緩國土流失，水利署投入許多

資源進行海岸防護及保全工作，而梁分隊長

身為海岸分隊隊長，亦表示將長期帶領隊員

監控海岸侵蝕、堤岸損壞及盜採砂石現象，

遇有任何異常情形，必定立即通報河川局處

置，希望能夠透過多方作為為這片意外填海

而來的黃金沙灘延長壽命。

此外，梁分隊長對於強化志工夥伴對服

務工作的認同感，也有一套想法。如護水宣

導一般，志工們若能對自己的巡護範圍有更

深的認識及認同感，將能自發性地投注更多

心力，建議利用教育訓練或座談會等場合，

讓各流域的志工夥伴們說說負責區域的今昔

歷史與樣貌變化，讓彼此感受對家園的情感

與連結，對於提升眾人的責任心與服務效能

必定大有幫助！

這次的訪談，聽到了梁分隊長從資深導

覽員的角度談論防汛護水工作，更感受到了

他對這片土地的熱愛，過程中，還不忘勸我

晚些離開，現在是黑腹燕鷗過境的季節，傍

晚4時許在濱海地帶可見燕鷗群起飛舞，好

不壯觀！可惜我因後續行程而無法前往，但

相信這片豐美富饒的海岸溼地，在眾人的齊

心看顧之下必然永續長存，像是鑲在海陸之

間一顆雋永的綠寶石，想要一睹它的風采，

又豈需急於一時？

▓ 突堤效應係指因海岸旁修築海

堤，而出現堤前漂沙堆積、堤後

海岸侵蝕的現象。由於大型海岸

結構物如港口防坡堤、導流堤或

突堤群垂直突出於海岸，阻擋沿

岸流、海岸漂沙之路徑，使流速

降低，造成海流上游堆積，出現

弧形狀的淤沙，而下游側原先有

漂沙供應的地區則因為漂沙量減

少、短缺，平衡機制遭受破壞，

輸出大於輸入，而逐漸出現海岸

侵蝕。(圖片來源：國科會高瞻

自然科學教學資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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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痛痛病是由於日本富山縣的採礦活動而導致的鎘中毒，礦務活動大量排放鎘，導致礦區附近的神通川及

其支流的污染上升，神通川主要用於稻田的灌溉，人們食用受污染的稻米後，鎘便積聚在人體內，終至發

病。鎘中毒導致骨骼軟化(骨質疏鬆症)及腎功能衰竭。病名來自患者由於關節和脊骨極度痛楚而發出的叫喊

聲(日文：「痛い、痛い」)。

▓ 感謝梁永賢分隊長接受訪談，也謝謝鮑俊宏副工程司(左)的陪同，這次訪談過程中，梁分

隊長對鮑副工的用心帶領及熱心關切大表感謝，志工業務承辦人與志工間的關係融洽為促

進團隊情感凝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藉此機會向所有承辦人說聲：謝謝，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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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巔海濱，樂園淨土

初秋的北臺灣，天氣微微濕涼，採訪

小組一早便整裝至臺北松山機場，啟程前往

美麗的福爾摩沙後花園。甫抵達臺東豐年機

場，第八大隊第十一分隊隊長江玉娥早已在

此等候多時，臉上充滿著熱情的笑容，滿心

歡喜地迎接我們的到來。這次受訪對象原僅

安排第十一分隊，但江分隊長說：「第二、

四分隊的分隊長和志工們知道你們從臺北專

程過來，都紛紛表達要和你們見上一面，現

在都出發往第四分隊隊長家去了，我們等等

就到那裡聊聊。」，後山青翠的山陵景緻和

在地人的熱情，都那麼的令人感到動容！

行車的路上，放眼所及盡是一片片的好

山好水，但這塊美地到了颱洪季節卻總飽受

風雨威脅。臺東地區東臨太平洋，當颱風於

海面上生成後，直撲東部的路徑占了極大的

比例，徜徉於這片樂山淨土中，當地人也思

忖著該如何保護家園不受風雨的摧殘。

經驗分享
後山守護，志工來顧─防汛護水志工第八大隊執勤經驗分享

隨著即時通訊軟體「LINE App」的普及，愈來愈多河川局透過聊天群組的建立，與

志工夥伴們聯繫情感、傳遞訊息。小編在今年6月時，受邀加入第八大隊群組。平時大家

在群組內問候、閒聊、交流資訊，9月份秋颱鳳凰來襲時，聊天群組則瞬時成為通報平

台，各地水災情狀況訊息不斷湧入，上傳的照片伴隨著志工風雨中執勤的身影，令人印

象深刻。本期季刊便前往臺東訪談在鳳凰颱風事件中積極通報的志工夥伴，分享其執勤

心得及對防災抗患的信念。

▓ 甫抵達第四分隊隊長家，就受到志工夥伴及第八河川局

的長官、同仁熱情的招呼。

6



齊心努力，守護家園

「回想八八水災的那一幕真的令人印象

深刻！根本不是潰堤，而是潰"濫"，就是河

川潰堤加氾濫啦！」，志工夥伴們回想道，

當時因為洪水量實在太大，以致惡水沖破河

堤漫流成災。當氣候災害對環境的影響愈演

愈烈，水利防災工作便不再只是政府的責

任，需要更多民間力量的投入，才能周全地

方防災網絡。民國99年，第八河川局協助水

利署招募防汛護水志工，許多熱心民眾紛紛

響應，江分隊長說：「當初加入志工隊是出

自於對家園的一種關愛，成立之初只有8個分

隊，但現在已經擴充到11個分隊，組織可說

是愈來愈茁壯了」。

臺東縣幅員遼闊，為了滿足各流域巡

查需求，八河局持續透過招募新血及調整編

組等方式充實人力配置，而江分隊長所帶領

的第十一分隊即為去年(102年)所增設的分

隊，隊員皆由其餘分隊調派而來，陪同訪談

的許志興工程員說道：「臺東地區汛期致災

流域多在卑南溪，主要因為鄰近的山坡地在

921大地震後地質鬆動，以致坡地支流在颱

洪期間極易發生土石流，大量土石沖入卑南

溪後，造成河道排洪量變小；而隨著洪水沖

刷而下的漂流木又時而堵塞於橋墩或沖擊堤

防，亦造成水利構造物的損壞」。有鑑於卑

南溪流域的高致災風險且流域較長，於是便

增設第十一分隊協助巡查，以補強卑南溪流

域巡查人力。

此外，第十一分隊還有個特殊任務─

協助大隊庶務處理。志工大隊管理運作事務

繁多，舉凡各式會議、聯誼、觀摩演練等活

動，均委由這批細心的娘子軍協助處理場地

勘查、人員聯繫及行前安排等工作，不但可

適時分擔承辦人的公務負擔，也使各項志工

事務安排更加周全。另外，為了讓大隊有個

固定的集會場所，八河局曾設置大隊部，隊

部之管理及環境整理也是她們的任務之一。

第十一分隊的設置，在防災服務及隊務運作

上都帶來相當大的幫助。

而第四分隊蔡鴻義分隊長與曾金仁、何

國基等熱心志工，則是早在民國86年就成立

了利吉溪巡守隊，經常自發性地巡查及維護

環境，加入防汛護水志工之後，更能制度化

的將巡查所見異狀通報予第八河川局，以進

行即時處置及搶修搶險。

▓ 即使颱風頻繁地襲擾東臺灣，志工們總是用樂觀積極的

態度面對。

過去，利吉溪的風貌與現在迥然不同，

許多人會暗夜偷偷傾倒廢棄物，也因為利吉

村地處較遠僻，若因排洪不及，導致利吉大

橋及鸞山大橋兩座重要聯外橋樑沖毀，則村

子將中斷對外聯繫，成為孤島。因此颱風來

臨前，隊員們都會相互聯絡、提高警覺，積

極巡查易釀災之地，若有河道阻塞或異常情

況出現，便預先通報以降低災害發生機率。

蔡分隊長表示：「利吉村是我們的故鄉，

利吉溪是我們自己的，所以我們會用心照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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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漫東臺，科技防災

回想起今年9月19日那天，氣象局發布

海上颱風警報，第八大隊的志工們隨即收到

執勤簡訊，眾人提高警覺，整裝待發。21日

清晨，暴風圈逐漸逼近臺東地區，漫天風雨

狂瀉而下，使得溪水高漲、流速極快，造成

多處堤岸及路基掏空，低窪地區甚至水深及

膝，種種景象令志工夥伴十分擔憂。

「那天鸞山橋已經淹水淹得很嚴重了，

附近的居民和下游的住戶都還不知道，很危

險！」，回想起當天的情形，江分隊長餘悸

猶存，當天和陳麗月、李素蓮兩位隊員夥同

第二分隊黃椿進分隊長開車巡視，行經鸞山

大橋時，驚見橋頭路面已淹水嚴重，洪流不

停自邊坡滾滾而下，即刻聯絡鹿野分駐所執

行封路封橋並疏散居民，分駐所亦迅速出動

橡皮艇協助撤離受困居民，才避免了更大災

情的發生。

在巡查過程中，江分隊長還遭遇路基掏

空塌陷，阻礙巡查去路的情形，除了緊急通

報相關單位，更心繫該區隊員的安危，礙於

山區收訊不佳，遲遲無法取得聯繫，直至準

備出發尋人前一刻，方得知一切尚安，這才

放下心來！這也突顯出志工於風雨中執勤的

危險性，請志工夥伴外出執勤切記注意自身

安全，並不忘與隊員保持聯繫。

本次風災期間，第八大隊整體通報件

數相當多，有極大的比例是透過line群組通

報，除了災情的描述，現地照片也一併即時

傳輸，「別看我們都有年紀了，用line通報災

情和上傳照片我們可都非常熟悉喔！」江分

隊長自豪的說。除了水災情資訊，包括最新

交通管制及水電供應情形，志工們也都會在

群組上告知，好讓河川局及夥伴們能更加掌

握災區狀況並周延安排巡查路線。

「颱風跟臺東是麻吉啊！所以它們只要

有來都會先跟臺東打個招呼！」蔡分隊長詼

諧的說。輕鬆的語句間透露的不只是對天災

的習以為常，更傳達出對防患早有準備的心

理狀態，「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是這群熱心夥伴們的信念，臺東雖沒有中央

山脈的屏蔽，但志工夥伴們的防災行動，已

為當地築起了一道更貼近人心的防護牆，在

每滴辛勤的汗水、每個真誠的笑容下，他們

正在用他們的方式守護這片家園，愛惜這片

土地！

▓ 鸞山橋頭路面淹水，最深處已淹過整個引擎蓋，江分隊長及隊員們一同協助鹿野分駐所進行封路封橋及撤離居民。

8

          經驗分享



① 紅石溪左岸破損情形，第八河川局緊急調來消坡塊及砂包進行搶險。

② 富崗海堤破損3處，經河川局派員前往確認，屬公路總局事業性海堤，第三養護處臺東工務段已在第一時間進行搶險。

 紅葉往清水方向靠近堤防處路基掏空，當時江分隊長就是發現此處災情狀況，趕緊聯繫該區域的隊員確認安危。

 受到鳳凰颱風持續降雨影響，利吉堤道旁發生落石現象，影響交通安全。

※以上災情資訊皆透過line群組通報。

▓ 感謝第八大隊志工夥伴們用心付出，看顧臺灣這片美麗的後花園。(後排左起)曾金仁志工、十一分隊江玉娥分隊

長、陳麗月志工、李素蓮志工，與(前排左)四分隊蔡鴻義分隊長、何國基志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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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波光裡的艷

影，在我的心頭蕩漾…在康河的柔波裡，我甘心做一條水草；那榆蔭下的一潭，不是清

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間，沉澱著彩虹似的夢…」--1928‧再別康橋-徐志摩

今年七月初，由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所補助興建之旱溪排水景觀橋正式啟用，橋梁仿

英國康河劍橋所設計，搭配河邊景緻，彷彿將國外美景移地呈現。除了景觀橋，旱溪排

水積善橋至國光橋段更納入滯洪保護、水岸休閒及生態淨化等多功能目標進行設計開

發，提供了民眾一處具防洪安全、環境美化、生態教育及休憩的多元空間。

與水爭地，旱溪排水氾濫成災

旱溪排水屬烏溪水系，為大里溪支流，排水集水區貫穿臺中市大里區、南區及烏日區，

集水面積約為67.76平方公里，排水幹線實測長度9.6公里。「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

(6K+100~6K+938)段」環境營造工程全長838公尺，橫跨臺中市南區及大里區，屬於典型之都

市區域排水。近年受人口遽增及土地高度開發之影響，該段河川地時遭民眾墾植佔用或遊民非法

佔有，雜物任意堆放及垃圾棄置等更是屢見不鮮，除了造成下游段水質汙染外，更嚴重影響河道

排水功能，如遇豪雨，局部渠段便成洪氾災，如97年卡玫基颱風及98年八八水災時即發生嚴重

災情。

工程特寫
川說康橋─旱溪排水積善橋至國光橋段環境營造工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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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綠帶合鳴，共奏康河交響曲

為了兼顧安全排洪及生態保育，三河局以排水斷面整治原則，研擬滯洪保護區、水岸休閒區

及生態淨化區，提供藍帶(水路)與綠帶(綠地)共生之休憩平台。整治工程重點包括：

●旱溪排水整治保護標準以能宣洩重現期距10年洪峰流量且至少25年不溢堤為原則(出水高

至少60公分)。

●此段屬都市型排水，採易於親水的緩坡生態工法斷面，底床儘可能維持現況自然深槽。

●為營造排水路岸邊之綠帶休閒景觀，在非都市計畫區排水路兩岸至少各預留5公尺之帶狀

空間；都市計畫區則視河道用地或河川區範圍扣除排水路淨寬之剩餘空間，予以規劃。

●依需要河寬至少30公尺予以施設水路；兩側以各設置5公尺之維護道路為原則，如都市計

畫區於河道用地或預留河川區兩側已規劃計畫道路或有既設道路可資利用者，不另設維

護道路。

●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包括排水路、兩岸維護道路及其間之帶狀綠地，此外，亦包括利

用緊鄰排水路之公有地施設為生態景觀溼地等用地。

▓ 各項工程及設施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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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洪保護區

●橡皮壩：臺中市區首見兼具防洪與造景的橡皮壩設施，平時可蓄水營造水域環境，在洪水

期間則自動倒伏宣洩洪水，防止攔水堰上游水位過高。

●魚梯設計：魚梯兼具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功能，幫助洄游性魚類能在人工的水利環境中生

存的設施。利用較平緩低矮的階梯狀水道，幫助魚兒上溯洄游至上游地區產卵繁殖。

●滯洪公園：將部分既有箱涵打開，增加滯洪空間，並利用滯洪池調節洪流流速、分擔區域

排水洪峰量，減緩水患的發生。

橡皮壩

魚梯

箱涵

滯洪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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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橋：從大里區爽文路跨越旱溪連接中興大學，橋長48公尺，提供大里區及南區居民

連貫的休閒動線，增加河岸特色及地方亮點。

●塊石護岸：可於其岩石縫隙間填土並加以植生，待植物被覆良好時，對於整體河岸生態之

復育也有幫助，左右護岸工程共長達1,630公尺。

●堤頂植栽及緩坡草皮：營造大草皮的綠意開闊空間。

●兩岸入口緩坡：利用緩坡地形設置帶狀入口階梯，營造親水的門戶意象。

水岸休閒區

▓ 景觀橋日夜都有不同迷人的風采

塊石
護岸

緩坡草皮
及入口
階梯

▓ 中興大學與臺中輕艇協會不定期舉辦獨木舟體驗營；美麗的景致讓不少民眾前往休憩、拍照留影，

J a c k e y H u a網友更加利用空拍攝影機，用不同角度記錄著旱溪排水之美 (h t t p s : / /w w w . y o u t u b e .

com/watch?v=huVF iPhx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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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曝氣塘及薄層流：氧化曝氣塘內提供一定污水停留時間，滿足好氧微生物所需要的

氧量，並連接人工溼地，接觸曝氣氧化工法加上人工溼地的設計，可以增進水質淨化的

效果。

●生態淨化池：以棧道串連淨化池作為觀察用，提供溼地淨化水質及水生植物戶外教育空

間。

●人工溼地：以高灘地設置人工溼地範圍所能處理之最大流量(約4,000CMD)為目標，其

餘部分仍將其排入旱溪排水中，並配合周邊景觀規劃，作為戶外教育解說及示範之場

址。

●綠色隧道(右岸防汛道路)：右岸堤頂防汛道路做為自行車道，全長約818.8公尺，臨水岸

側種植開花喬木，營造生態綠廊。

生態淨化區

▓ 氧化曝氣塘打氣設施 ▓ 人工溼地

永續經營，川流不息

康河養護志工隊

由中興大學與臺中市大里區永隆里辦公室及居民共同號召成立，防汛護水志工夥伴亦參與

其中(第三大隊第九分隊林士元和賴琦凔)，養護隊由永隆里里長林士元帶領，以永隆里居民為

主力，定期進行環境清潔、花木修剪等養護工作，目前已有55名志工；中興大學則發揮景觀設

計、病蟲害防治、生態保育等專長，共同肩負起康河沿岸的養護工作，攜手打造景致宜人的康河

步道，提供南區與大里區居民更舒適的休憩環境。

環境教育作伙來

康河養護志工隊於工程完成後，積極與三河局辦理康橋計畫環境教育體驗活動，以河岸健行

的方式，現地解說旱溪流域歷史、水文概況、河川生態及永續經營概念等，參與對象從莘莘學子

至社福團體，期望將環境永續概念轉化成行動，邀請各界共同愛護與珍惜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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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臺灣半世紀以來經濟快速發展，不僅僅在大臺中發生與水爭地狀況，臺北、嘉義、臺南、

高雄等高度發展之都市，皆利用部分洪氾區、行水區闢地開墾，即便加築堤防以防洪水侵襲，然

而工程手段有其極限，一旦降雨條件超過保護標準時，仍會面臨淹水威脅，「還地於河、與水共

生」已成為近年水利署及地方水利單位水患治理之目標(請參考第十四期「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簡

介」)。

「下游段整治將延續康河治理意念，煥然一新的旱溪排水，請民眾拭目以待！」范世億局長

表示，第三河川局今年初著手新建及整修「旱溪排水下游積善橋至中投公路橋段」護岸工程，並

設置涼亭、花藝廣場、環湖步道、生態池等親水設施，預計103年底完工，屆時歡迎志工夥伴們

共襄盛舉，一同維護「愛水、親水、護水」之永續生活環境。

▓ 康河養護志工隊成軍典禮(2014.2.25) ▓ 近百位中興大學及興大附農園藝系學生動員於

康堤栽種花草(2014.10.16)

▓ 水 利 署 第 三 河 川 局 舉 辦 河 川 教 育 宣 導 活 動

(2014.6.26)
▓ 防汛護水志工第三大隊辦理進階訓練_參訪康橋

計畫工程成果(201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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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起點積善橋施工前 ▓ 工程起點積善橋施工後

▓ 工程終點國光橋施工前 ▓ 工程終點國光橋施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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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活動花絮

第三河川局   

●第3、4場次分區輔導/103-9～10月

第三大隊今年共辦理4場次分區輔導，今年9、10月分別完成第3(第1、21分隊參與)、4(第

15、16分隊參與)場次，與會志工藉此反應執勤狀況並分享經驗，同時促進志工與運用單位間的

溝通聯繫。

志工廣場

▓ 第3次分區輔導開會情形 ▓ 第4次分區輔導選在志工彭冠文經營的民宿進行

●103年度防汛護水志工進階教育訓練/103-10-04

為充實防汛護水志工專業知識，第三大隊辦理志工進階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包括全民督工

之認知、河川管理維護與違法行為通報處理、防災氣象知識介紹等。會後安排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參訪，增進志工對環境生態的認識及保育觀念。

▓ 志工們認真的聽講 ▓ 在特生中心導覽人員解說下，認識園區植物生態

志工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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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河川局   

●幹部及績效評比遴選小組會議/103-09-12

本次會議由王慶豐副局長擔任召集人，並邀請各課室聯繫窗口及志工幹部參加，會中針對

局內原擬訂的「防汛護水志工幹部遴選及績效評比作業規定(含退場機制)」進行討論，未來將採

漸進、符合公平原則與有尊嚴的方式辦理志工退場事宜，逐步達成志願服務人員精優化的目標。

▓ 會中針對志工退場機制進行討論 ▓ 與會人員合影

●防汛護水志工與嘉義荖藤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服務管理經驗交流/103-09-26

為提升志工自主防災知能，第四河川局安排局內志工至獲評為特優等級的嘉義市荖藤里水

患自主防災社區進行經驗交流座談會，汲取社區成功經驗，並分享防救災心得。會後安排至嘉義

仁義潭水庫及檜意森活村參訪，學習水利專業知識同時交流情感。

▓ 藉由專題簡報認識社區成立及運作歷程 ▓ 荖藤里週邊環境及排水系統整治成果導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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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河川局

●流域志工聯誼活動/103-8～9月

第六大隊志工服務區域包括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阿公店溪、典寶溪等流域及海岸區

域，第六河川局透過流域志工聯誼活動的辦理，讓各區志工夥伴分享心得、互動交流，同時增進

團隊向心力。

▓ 透過會議分享彼此執勤心得 ▓ 於餐會場合輕鬆閒話家常

第八河川局

●103年第1次幹部會議/103-10-08

第八河川局將於年底辦理多項志工活動，包括與第六大隊進行經驗交流、志工進階教育訓

練、境外參訪及歲末聚餐等，於是藉由幹部會議的辦理討論期程及內容，同時頒發聘書予103年

度新任幹部。

▓ 幹部們共同討論年底志工活動內容 ▓ 陳重隆局長頒發頒書予新任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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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河川局

●參與103年度森林火災陸空聯合防救演練/103-09-30
為加強森林火災防救應變，林務局花蓮林管處在光復大興防汛堤防旁辦理「103年度森林火

災陸空聯合防救演練」，本次演練結合內政部空勤總隊、國家森林救火隊、警政消防及國軍等防

救單位共同進行，第九大隊志工則在其中協助疏散避難及災民收容、安置等任務。

第十河川局

●志工協助拍攝防汛宣導短片/103-09-04
第十河川局今年拍攝一支防汛宣導短片，片中介紹局內各項防災措施，並將防汛護水志工

納入拍攝內容，特別邀請三福分隊入鏡，介紹轄區水情特性並說明巡查作業進行方式。

▓ 本次演練集合眾多單位一同進行 ▓ 參與演練的志工夥伴們一同合影

▓ 志工們於三福里里長辦公室進行室內採訪 ▓ 於塔寮坑溪說明巡查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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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園地

工程速寫 臺灣攔河堰之最─集集攔河堰

建置緣由

濁水溪水量豐枯懸殊，早期豐水期每逢暴雨，取水及引水設施便常遭沖毀，且濁水溪河水含

砂量高，常導致渠道淤積，以致水利會取水不穩定，影響輸水，枯水期則時有搶水、配水糾紛。

農民在引水困難、灌溉水量不足情況下，常以抽取地下水方式補足，加以沿海地區養殖漁業興

盛，用水亦多以地下水為主，長期未經管制的結果，終造成沿海一帶地層下陷等危害。

為改善水資源分配問題，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自1960年代開始有「共同引水」的

構想與規劃，計畫建造堅固的共同取水口，再利用聯絡渠道輸水分配使用。至1980年代，臺灣

省政府接續辦理，並完成「集集共同引水計畫可行性規劃報告」，惟當時正值農業經濟低迷，投

資此計畫之經濟效益一直有爭議，以致遲遲無法核定實施。直至1990年代，台塑決定於雲林麥

寮興建六輕廠，政府並核准開發「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考量廠區所需水源及雲林地區地層

下陷問題，於是集集共同引水計畫乃正式付諸實行。

集集攔河堰工程至2002年正式完工營運，為國人自行規劃、設計、施工者中規模最大的攔

河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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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集攔河堰外觀

集集攔河堰位於濁水溪之集集鎮林尾隘口，堰體全長352.5公尺，堰頂設有排洪閘門18

座、排砂閘門4座(南北端各2座)、以及魚道1座。集集攔河堰為水庫主管機關所公告之在槽水庫

(註)，用以抬高水位以達到穩定供水的目的。

攔河堰北岸進水口計畫取水量為每秒70立方公尺，供應彰化灌區約4萬公頃農田灌溉用水及

南投名間八卦山高地旱作灌溉用水等。南岸進水口計畫取水量則為每秒90立方公尺，除供應南

投及雲林地區近6萬公頃農田灌溉用水外，並供應雲林離島工業區之工業用水(每日33萬噸)及林

內淨水場所需之民生用水(每日11萬噸)。南北兩岸進水口最大取水量達每秒160立方公尺，堪稱

國內規模之最。

設施與功能

▓ 集集攔河堰設施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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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此提升中部區域繁榮發展、工期長達10年的跨世紀水資源開發計畫留下完整紀錄，經

濟部水利署在集集攔河堰管理中心大樓內闢設展示館，名為「臺灣水資源館」，內有「集集共同

引水工程主題館」、「濁水溪主題館」及「臺灣水資源主題館」等，除介紹集集共同引水工程之

建置情形、工程規模及營運方式外，另呈現濁水溪流域開發歷史及其所孕育的生態與人文，進而

推及臺灣水資源開發與經營狀況，結合靜態及動態的展示方式，使集集攔河堰成為一處兼具水資

源調蓄、觀光休憩及環境教育功能之場所。 

環境教育

▓ 臺灣水資源館展示情形

註：水庫若以興建的位置與河川水系的關係來定義，可分為在槽水庫及離槽水庫兩類。在河川主流興建大

壩，阻絕河流本槽建成水庫者，稱為在槽水庫，例如翡翠、石門及曾文水庫；離槽水庫即是水壩不建設在河

川的主槽，而選擇於離主槽不遠的小支流上，例如烏山頭、日月潭、蘭潭水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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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各行各業外勤人員於颱風惡劣氣候下之執勤安全，並降低危害風險，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於101年發布了「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供事業單位參酌。水利署防汛護水志工雖為志

願服務，但需於颱風豪雨期間外出執勤，以下便列述颱風豪雨期間出勤安全指引，供各河川局及

志工夥伴參考。

1.河川局應每年針對新進志工實施颱風豪雨期間執勤安全相關課程，使志工熟知注意事項及緊急

應變措施。

2.河川局通知志工於颱風豪雨期間出勤時，應掌握各巡查區域可能或已發生之危險情境(如坍方

落石、道路受損…等)，並提醒志工多加留意。

3.志工出勤時，應以人身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如發現巡查現場存有風險，使生命遭受威脅，應

以生命安全為重，不要冒險前往，將現場狀況告知河川局即可。

4.河川局對於志工之裝備、安全措施、意外保險及緊急應變措施，應妥為規劃，並依任務需求，

提供適當之防護器具、急救物品及其他必要之後勤支援。

5.若河川局或志工評估巡查範圍有顯著或可預見之高度風險時，應停止執勤。如評估後仍決定持

續巡查作業，應採取安全防護措施，例如限縮巡查區域或以汽車、計程車為交通工具，及提供

適當個人防護具等。

知識充電站

志工颱風豪雨期間出勤安全指引

(參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

海邊的潛在危險─瘋狗浪與海嘯注意事項

什麼是瘋狗浪？

去年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今年有黃蜂颱風狂掃日本，兩個超級強颱雖然都未侵襲臺灣，卻

都在東北角造成遊客或釣客被「瘋狗浪」捲入海中的意外，究竟什麼是瘋狗浪呢？

瘋狗浪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隨時出現，像處於發狂狀態的瘋狗，隨時會咬人，這種瘋狗

浪通常是「波高」很高的波浪，不斷地侵襲海岸，激起很大的浪花。

另一種是由「波長」很長的波浪所造成，發生時通常海象平靜、風浪不大，長浪在大海不

易察覺，往往到了岸邊時，在地形效應下，才突然出現一道大浪，衝擊海岸，將岸上的人捲入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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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狗浪侵襲的時間

容易發生瘋狗浪的時節，為冬季東北季風吹拂及颱風時期。因季風及颱風可在海面造成大風

浪，衝擊海岸，也可助長長浪的形成。

瘋狗浪易發生的危險地點

1.常見的海釣地點，如：

●直立海岸的礁石

●直立壁上近海面的平台

●海堤邊面海的消波塊

●燈塔附近的防波堤

2.非核定的海水浴場範圍，如：

●海底礁石甚多的海灘

海嘯是如何發生的？

當海底有足以造成海水面垂直變化的因素存在時，即可能造成海嘯的發生，例如海底地震、

山崩、火山爆發或隕石撞擊等，通常最常見的因素為海底地震。

當海底發生深度較淺的大地震時，因為地震造成海底地形發生變動，同時造成此區域的海水

向上抬升，這便是海嘯的生成，之後海嘯就會以圓形水波的方式向四周傳播。

▓ 日本311大地震引發海嘯情形(資料來源：h t tp://news.x inhuane t.com)

針對海嘯的平日防護措施

海嘯來襲時，會在短時間內造成人員傷亡與建築物損壞，為降低海嘯危害，平日就要未雨綢

繆，做好下列防護措施：

1.在海邊修築防波堤、建設防水閘門、種植防潮林，以阻斷海水或減低海水進入村落時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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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港灣和城市街道的交接處建構較高的防波堤，並利用可滑動的閘門來封鎖道路，避免海水進

入。

3.易造成污染的物品應集中放置於水泥圍牆建築中，並在圍牆各處設置小的進水口及出水口，當

海水進入內部時，可以緩和內外的水壓差，避免因水壓過大而使圍牆崩毀。

4.可在距離海岸較遠的高處設置避難所，闢建逃生道路，以利民眾前往避難，且逃生道路應儘可

能遠離海嘯可能溯溪而上的河川。

5.規劃市區中較為堅固的高樓做為海嘯發生時的避難場所。

6.應在人潮密集處設置看板，說明逃生路徑及避難方法。

7.在沿岸地區設置廣播系統，藉以發佈海嘯預警消息，並指示民眾疏散方向及避難方式。

8.沿岸地區的居民應定期實施避難演習訓練，使防災知識得以普及，並將防災知識納入義務教育

之教材。

9.教育一般大眾有關海嘯的基本常識，如在海邊感覺地震

或發現海水有暴退現象，皆應迅速向內陸高處移動。

海嘯來襲時的緊急應變措施

1.海嘯發生時，應依循演習訓練的步驟及路線迅速疏散至

安全場所。

2.在沿海地區發生較大地震時，要有海嘯可能來襲的憂患

意識，應儘速往較高處避難，並注意海嘯資訊。

3.被海嘯追趕而無法脫逃時，最好設法抓住任何固定物

(鋼筋等)，緩和海嘯通過之衝擊，若來不及逃到高處，

則往建築物最上層或屋頂移動。如果海嘯波已至，應儘

速尋找並爬上大型漂流物。

4.海嘯波常是多次侵襲的，可能持續數小時，未獲知解除

警報前，不可鬆懈戒備，勿心存僥倖為了搶救財物而喪

失生命。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26

          資訊園地



映晨蘭陽溪/賴映辰

蘭陽溪朝陽/陳銘川

龜嶼晨暮伴輕舟/謝政修

宜蘭河濱鐵騎親子樂/塗文賢

第一河川局  珍愛宜蘭水攝影比賽得獎作品欣賞《蘭陽溪組》

水利風情畫

27

宜蘭河之風光旖旎/趙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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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