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先 啟後

水利署              署長

水利署過去六年多在楊次長的帶領下，克服了許多艱難的挑戰，也累積了許多寶

貴經驗，使防洪抗災能力持續向上提升。為了妥善因應日益詭譎的氣候變遷情勢，水

利署未來將透過「新紀元水利施政綱要計畫」，執行河川及區域排水治理、水資源的

開發管理、海岸防護及土砂災害防治等工程作為，而在非工程措施上，則將致力於跨

領域整合、防災科技應用與民眾參與等。其中，防汛護水志工是為結合民間力量，參

與水利公共事務的最佳典範，志工隊成立5年餘以來，服務件數及範疇皆不斷擴增，象

徵大家守護家園不遺餘力！今後也請各位持續發揮志願服務的精神，與水利署一同面

對未來每一場的風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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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強颱蘇迪勒來襲，適逢88父親節，不僅打亂了許多人的慶祝行程，部分

地區還得提防大雨帶來的災害。此次降雨主要發生在北部及東北部地區，其中，離大

臺北都會區僅30分鐘的烏來，在蘇迪勒颱風肆虐之後，斷水、斷電又斷路，儼然成為

一片孤島。然而縱使環境險峻，但在這滿目瘡痍的山頭上，仍然可以看到志工服務的

身影。

春櫻、夏溪、秋楓、冬泉

烏來一詞源自泰雅族母語，相傳百年前泰雅族勇士們狩獵至此，遠眺時發現有冒煙的熱水從

河谷間隙湧出，齊呼「ulay kilux」(ulay指溫泉，kilux意為熱騰騰)，因此得名。除溫泉外，因山

高谷深且山區雨量充沛，造就此處瀑布甚多，且具有極富變化的林相及多品種的櫻花，得天獨厚

的條件，讓這裡成為遠近馳名的觀光勝地。

烏來地區僅五個里，一間國小及國中，當地居民大多互相熟識，由於就業機會有限，使得青

壯人口紛紛外出求職，留在當地的居民則利用烏來的好山好水及原民風情發展地方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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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迪勒過後，「烏」雲漸開─訪談第十大隊文山及汐止分隊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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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麗的山巒卻在一場風災

後風雲變色，8月8日蘇迪勒颱風帶

來的強降雨持續沖刷山坡地，暴漲

的溪水夾帶滾滾泥流溢淹漫流，原

本波光瀲灩的小溪，瞬間變成張牙

舞爪的惡水，吞噬這平靜的山城，

帶來嚴重災情。

惡水漫烏來

蘇迪勒颱風被外媒喻為「地

表最強怪獸颱風」，不但造成通往

烏來的新烏路出現嚴重坍方，驚人

雨量也讓原本河道低淺寬大的南勢

溪，瞬間暴漲數十公尺，大水將連

接烏來老街與台車高地的攬勝大橋

淹沒，近半條老街泡在水裡；觀光

台車鐵道路基流失，部分路段軌道

下就只剩深淵。河岸兩旁的民宅、

店家、溫泉，也無一倖免。家住新

店，但老家位於烏來的第十大隊文

山分隊志工黃傑憶起此次災情說：

「我父親今年已經76歲，他說他從

沒見過烏來如此慘烈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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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災前的烏來，景色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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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災過後的烏來，滿目瘡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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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專訪

挺進烏來，物資傳愛

烏來地區由於受災嚴重，對外交通及通訊中斷，以致災情資訊難以傳出。文山分隊周士鈴分

隊長受第十河川局所託，在隔天(9日)騎乘機車欲前往查看，一邊記錄現地情形，一邊還得提防

山坡落石，無奈路斷難行，只能得知外圍災情狀況。正當眾人為著未知的消息發愁時，第十河川

局承辦人余玉雲工程員的手機裡，收到了黃傑傳來的一張張山區災情照片。

因為心繫失聯的家人，黃傑在風雨稍歇後，便迅速召集當地泰雅族義勇隊，準備了些民生必

需品，徒步上山查看災情並分送物資，光是到達海拔最低的忠治里，就要花上3個多小時，放眼

所見家鄉殘破的景像，讓眾人的腳步更加疲憊而沉重。

黃傑下山後，便將災後第一手資料持續回傳給周分隊長及第十河川局。災區的慘況令人不安

與不捨，於是周分隊長便找上大隊內具有救難專業的汐止分隊黃唐舜分隊長再次一同驅車前往勘

災。「真的非常感謝黃分隊長，我一跟他說烏來的狀況，他便立刻答應要和我一起過去，還說可

以派車隊支援。」周分隊長感謝地說。

再次前進現場後，看見政府及民間救難單位已紛紛進駐災區協助居民重整家園，然道路中斷

非短時間內可以搶通，食物及急難救助品運送受阻，使得災區物資仍十分缺乏。兩位分隊長立即

動員人力籌措物資，除了隊員的捐贈外，亦得到第十河川局同仁及長官們的大力協助，僅僅一天

的時間內就募集了滿滿一整車的物資，翌日馬不停蹄地上山一處一處分送。「這次風災我們能幫

的忙不多，只能分送一些生活必需品，還記得到忠治里時，里長說忠治里的物資夠吃就好，讓我

們送去更需要的地方，共體時艱、互相體恤的精神，真的很讓人感動！」余工程員說。

談到眾人的物質支援，黃傑也表示：「真得很感謝周分隊長及十河局的後勤支援，夥伴們

出錢、出力，又出車，在第一時間把所需的物資送進災區，讓部落的族人朋友們生活可以暫時穩

定。這次颱風雖然摧毀了我們的家園，但也讓我們體會到互助協力的溫情，更凝聚了大家的心，

並感受到志工夥伴們滿滿的愛。」

這次的事件，因為通訊中斷導致訊息傳遞上的不便，有多年救難經驗的黃分隊長說：「當有

災難發生，手機又沒有收訊時，可以撥打跨國急難救助號碼『112(註)』，這個號碼在情況危機

的時候可以保命，大家一定要好好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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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大隊志工夥伴愛心不落人後，自發性募集物資前往災區分送。當日一同前往者為周士鈴分隊長、黃唐舜分隊長、傅月雲志工、

趙昌虎志工及余玉雲工程員。

▓ 泰雅族義勇隊徒步挺進災區，為族人送上民生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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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協力，求安居、求永續

此次颱風對烏來溫泉區的重創，讓許多人想起了91年辛樂克颱風時同樣遭風災嚴重毀損的

南投廬山溫泉區，烏來的未來何去何從，讓當地很多居民掛心。「颱風過後，雖然家園各地已

慢慢重建復甦，但仍然有一種景物依舊人事已非的感覺；不過人是有韌性的，會隨著時間慢慢

成長學習，我相信經過這次劫難，烏來地區的居民一定能更加茁壯。」黃傑同時也提到，一直

以來，烏來都是以觀光產業為主要的收入來源，溫泉業的興盛雖然帶來了經濟效益，但過度的

開發也使得環境更加脆弱，如何取得平衡，又如何讓當地居民願意走出去，嚐試其他的就業機

會，是大家應共同思考的問題。

蘇迪勒颱風走後一個多月，烏來地區又因強颱杜鵑的侵襲而受創，「孤島烏來」再次登上

媒體版面，緊接著又是一連串的修復與重建。10月中旬，小編回到烏來山區，此時道路已大致

都能通行，許多坍方處也完成補強工程，雖然仍有地區持續整建、部分河段黃水依舊，但大致

上已逐漸恢復往日情景，準備迎接前來賞秋楓、泡溫泉的人潮。這次報導的志工事蹟雖非防汛

護水志工主要本業，但災害的到來難以預料，付出的範疇更無須設限，志工夥伴們秉持著守護

心、服務情，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讓家園更加周全和美好！期望這幾次的衝擊能夠讓這片土地的

居民們，在安全防護及土地利用上有更完善的規劃及考量，並用更長遠的角度，確保這美麗的

山城得以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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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第十大隊志工夥伴們用心付出，看顧北臺灣的美麗山川。(左起：第十大隊文山分隊隊員黃傑、第十河川局余玉雲工程員、第十

大隊汐止分隊黃唐舜分隊長，與右一第十大隊文山分隊周士鈴分隊長)

註：「112」專線是由全球通訊行動系統(GSM)預設為跨國最高等級的急難救助號碼，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廣為使用的行動通訊系

統。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遇緊急危難而手機所屬的電信通路無法提供服務時，以手機撥打「112」，GSM系統就會自動搜尋同

屬該標準的其他電信業者基地台並支援連線，優先處理並連接當地救援服務系統，可避免發生延遲救助。

    (本篇照片由周士鈴分隊長及黃傑志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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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5期季刊中，曾經向大家介紹多項防災新科技，其中提到的「Qwater」─是由

水利署與工研院共同合作研發的一項災時緊急淨水技術。今年8月蘇迪勒颱風來襲，烏

來及新店地區受創嚴重，水源缺乏，QWater淨水設備便在供應當地民生用水上，實際

發揮了作用。

日以繼夜產淨水

蘇迪勒颱風過後，新北市烏來、新店等地區一片狼藉，交通中斷，水、電及民生物資嚴重缺

乏，為提供災區基本維生所需，並儘速重整家園，許多單位紛紛進駐，各依所長提供必要協助，

水利署也在當中扮演關鍵角色之一。

來到新店災區，Qwater機具就設置在龜山橋下游左岸100公尺處（龜山國小舊籃球場邊），

地點附近盡是堆高的淤泥、倒塌的路樹、翻覆的車輛，而在這混亂的環境中，水利署、工研院及

慈濟的夥伴們，要合力產出一桶桶的潔淨水供災民使用。

特別企劃
混沌之中送清流─QWater進駐烏來災區供水紀實

▓ 新店區龜山里災情。(照片來源：工研院陳建宏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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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water機具在一片泥濘中完成架設。

(照片來源：水利防災中心黃佳堯助理

工程司)

▓ 夜深人靜，唯獨Qwater的馬達聲與水聲持續著，水利署和工研院的同仁們熬夜趕工，

希望儘速為災區產出更多的淨水。(照片來源：水利防災中心黃佳堯助理工程司)

水利防災中心蘇俊明簡任正工程司說，水利署及工研院的同仁於10日便進入災區，在初步

勘查環境，決定產水作業地點後，便請慈濟調度一台Qwater機具到現場，並於下午4時完成組

裝，起初是引鄰近消防用水作為原水，但至晚間7時左右，因消防水用罄以致無法再產水，現場

附近的南勢溪溪水超高混濁，導致過濾費時且造成機器超量負擔。為使產水作業更具效率，便商

請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緊急調派水車自新店直潭就近取送原水。晚間10時原水抵達後，

產水作業繼續進行，經過連夜的努力，在11日凌晨2時30分完成100桶的潔淨水(每桶10公升)。

雖是緊急產出，但水質完全不打折扣。「我們產出來的水質，整體來說比自來水還要好！」

蘇簡工說，經由Qwater產出的淨水需通過4項水質檢測才能提供給民眾使用，包含導電度、

總溶解固體量、酸鹼度及濁度等，而這批淨水在各項測試上都有相當好的水準，例如濁度為

0.39NTU(愈低愈好，一般自來水為4NTU)、總溶解固體量為2.0 ppm (愈低愈好，一般自來水上

限為500 ppm)，已達到能夠直接飲用的等級。

▓ 工研院陳建宏研究員說明，每一個箱體內，都有不同的濾水內容物，經過層層過濾，產

出安全優質的水供民眾使用。

層層技術顯神通

11日的產水作業於

上午11時展開，臺北水

源特定區管理局的水車

再次自直潭取水馳援，

慈濟提供的空桶也於同

時送達。烈日當中眾人

揮汗工作，這天的目標

是2 0 0桶(2 , 0 0 0公升)

的淨水。機器運作的同

時，工研院資深研究員

陳建宏順勢介紹Qwater

的特性及淨水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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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變型金剛般的Qwater機具設施，將支架外推、下放，便可就定位，不需仰賴吊車進行機具的移動。(照片來源：水利防災中心黃佳

堯助理工程司)

▓ 南勢溪溪水黃濁，清澈的山澗水成了最佳的原水來源，工作人員設法抬高水窪水位以順利取水。 

9

由於是災區緊急使用設備，因此機動性高是Qwater的特色之一，機具底下有個油壓式支

架，當要從貨車上卸下時，只需將支架往左右延展，超過車斗，再將4根支柱往下放，撐住地面

並將機具稍微向上抬升，貨車即可駛離，再將機具放下就定位(此技術為慈濟所研發)。

至於如何將濁水變潔淨水，則是仰賴層層過濾技術。第一道是軟質泡棉擔體，能夠高效率

地濾除原水中的雜質，且具備輕、不易堵塞及好清洗的特性；第二道則是活性碳，用以吸附有機

物；最後一道是UF超過濾，平均孔徑僅有0.08微米，就連1微米的細菌都無法通過。濾過的水再

經過兩道RO逆滲透及紫外線殺菌後，即為最後產出。整體製程從水槽灌滿原水到產出潔淨水約

花費1個小時，可產水約625公升。

由於聯外交通不便，若仍需自外地取水，在時間及金錢上所耗費的成本都將更高，所幸在當

地居民的指引下，工作團隊在附近另覓得了一處山澗，水質清澈適合作為原水用途。水車將運來

的原水排空後，便緊接著前往上述地點取水，由於山澗水窪低淺，一開始取水並不順利，所幸後

來找來木板，做了個小小攔水壩，這才得以順利取水。有了就近便利的水源，產水的效率將更能

提升。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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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桶產出的潔淨水供災區居民前往取用。(照

片來源：工研院陳建宏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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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協力度難關

這次的天災，再次讓人見識到了大自然力量的可怕，也充份感受國人在急難時的互助精神。

災區現場聚集公私各單位前來協助，不只提供物質上的支援，也帶來心靈上的慰藉。而產水任務

也是集眾人之力達成，水利署與工研院的技術操作、慈濟提供機具與裝水的空桶、臺北水源特定

區管理局支援取送原水，一桶桶的淨水，是眾人團隊協力下的結晶。天災雖然難以避免，但眾人

源源不絕的愛心善心，以及持續精進的防救災技術，都能協助將衝擊降到最低，讓受創的大地與

人心都能快些從災害中修復痊癒。

註1：「Qwater」設備淨水技術請參見第15期
季刊介紹。    

註2：本次支援工作自104年08月10日至16日
止共產出1,122桶（約11,220公升）潔

淨水。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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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自99年起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透過縣市政府持續輔導，減低災中傷亡

已有顯著成效。為了讓民眾及相關單位能有機會了解社區運作的歷程及成效，也讓社

區的成功經驗有分享與交流的平台，今(104)年9月1日起在全臺共舉辦4場次全民防災工

作坊，希望透過多元化的互動討論，為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注入新觀念、新氣象。

相揪來走走

今年工作坊共辦理4場，分別安排至4個績優且具特色的防災社區辦理，邀請各界人士實際

走訪，觀摩社區特色與防災作為。場次主題依社區特性規劃，分別為自主防災與環境教育、在地

企業與社區防災、自主防災與安全農村以及社區聯合防災，進行方式除了防災核心理念再深化以

及防災知能的介紹外，還帶入社區特色導覽及分組議題討論等，透過親身走訪及互動交流，體認

自主防災對社區的重要，並激盪出適性適所的在地防災創新作為。

專題報導
全民防災動起來─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全民工作坊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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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自主防災與環境教育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於99年即成為水利署推動的水患自主防災示範社區，由於村長對社區

發展與環境的重視，除了落實自主防災的組織運作外，在環境教育、社區生態復育空間營造、推

動低碳綠化社區生活等面向，同樣持續耕耘並獲得良好成績：99年榮獲「屏東縣學校及公教人

員參與社區營造工作獎勵」績優社區營造團隊、101、102年榮獲行政院環保署頒發「節能減碳

行動標章」，102年度榮獲行政院環保署主辦「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社區組優等獎。

本場次邀請大仁技術學院環境管理研究所許美芳副教授，進行生活水科學專題演講，並指

導大家製作簡易濾水器；由蔡玉心村長進行永樂社區的環境與特色導覽。永樂村的居民特別手做

披薩和鮮美的海鮮粥當作下午茶邀請大家，同時就自主防災的永續經營等相關議題進行分組討論

交流，共同思考打造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的願景，這場工作坊就在身心靈皆得飽足的情況下踏上歸

途。專題報導
全民防災動起來─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全民工作坊

主題二：在地企業與社區防災

極端性氣候所造成的複合型災害，對民眾身家及產業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及損害，加強

企業防災不但可降低經濟損失，而在企業資源的挹注支援下，也將使得地方防災能量更為強大。

因此第二場次擇定於獲選103年度水患自主防災優等社區的桃園市平鎮區北貴里辦理，該里位於

▓ 在蔡玉心村長的介紹下，認識永樂村環境教育推動成果。

▓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全民工作坊主題規劃

▓ 運用生活中的簡單素材製作簡易濾水器。

日期 主題 社區

9/1(二) 自主防災與環境教育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

9/19(六) 在地企業與社區防災 桃園市平鎮區北貴里

9/21(一) 自主防災與安全農村 彰化縣大城鄉潭墘村

10/4(日) 社區聯合防災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社區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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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自主防災與安全農村

第三場次來到103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特優社區─彰化縣大城鄉潭墘村。潭墘村是以種植稻

米、落花生、西瓜為主的農業社會，但由於主要作物經濟價值不高，以致年輕人口多半出外工

作，造成人口老化嚴重。101年民間農業團體在大城鄉推動契作小麥，潭墘村成為試種小麥的先

發部隊，經過這幾年的努力耕耘，潭墘村成為小麥的新生地。為了讓這片富麗景緻能夠存續，自

主防災是村民共同認定的重要功課。

本場次工作坊帶著大家細細品味農村景緻及環境營造的成果，與會人員之一的潭墘國小校長

謝添裕特別舉出與潭墘村結合辦理自主防災演練，提升學生防災意識的成效；而水土保持局南投

分局則分享潭墘村參與「農村再生」計畫後的改變。

工業區內，自今(104)年開始，里長除推動自主防災組織之外，同時拜訪里內在地企業一同參與

防救災行動，凝聚自主防災共識，發展在地企業與社區的夥伴關係。

本場次工作坊特別邀請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誼昇企業有限公司、友達光電股

份有限公司、南山人壽等企業，分享在社會中所盡的企業責任，並一同討論如何凝聚在地企業及

NGO等不同組織，在社區自主防災中互助。

▓ 企業分享社會關懷與照顧的運作情形。

▓ 與會人員熱烈討論自主防災與農村特色的結合。

▓ 經由互動討論後，發表各桌的共識結論。

▓ 在社區代表的講解下，認識到潭墘村這些年來在生活與環境

改善上所做的努力。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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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社區聯合防災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里由社區發展協會當領頭羊，自101年成立防災社區後，積極落實任務編

組，平時進行教育訓練及宣導，颱風豪雨期間各組確實執行任務，榮獲101年度水患自主防災優

等社區，以及103年度特優社區等殊榮。

本場次工作坊參酌「世界咖啡館」的概念，與會者分桌而坐，除了成大團隊外，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的專家也參與擔任桌長引導討論，討論結束後，除各桌分享結論外，與會人員再換桌

討論其他議題，共二回合。討論議題包括：社區自主防災持續維運面臨的困境與對策、新成立自

主防災社區的推動重點、防災社區夥伴關係的建立、防災社區的聯防互助機制、防災社區的下一

階段等五個面向，防災社區的新生、茁壯與存續，都在熱烈的討論下有了共識。

14

結語

防災是一項「全民行動」，單靠少數部門或團體無法竟其功，本次工作坊跳脫傳統單一部

會的著力，廣邀相關單位及民眾一同參與，就是希望自主防災的觀念及思維能更廣泛地被認知與

認同。而在社區的經營上，下一階段也將擴大參與對象，加強教育訓練、建立社區人才資料庫，

並結合鄰近社區與學校，一同成為在地守護者，讓自主防災力量由點擴及至面，守護家園面面俱

到！

▓ 於翠綠湛藍的宜蘭河畔進行分組討論。對話、反思、凝聚共識，是「世界咖啡館」式討論的運作目標。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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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防汛護水志工團隊是利己利人、造福鄉里的事，平日定期巡檢水利設施確保其功能正

常；颱洪期間冒著風雨巡防，並即時向專責單位通報災情，將災損降到最低；颱洪過後，協助清

除路上的障礙物，確保用路人安全。能以一己之力助人，讓在地居民與家人有個安全無虞的生活

環境，內心有滿滿的成就感。

參與防汛護水志工多年來，印象最深刻的汛情，是2013年潭美颱風過境，當我開車巡防經

南橫公路苗栗三義到卓蘭段時，剛好目睹大安溪暴漲的溪水沖倒了路旁的電線桿，倒下的電線桿

不偏不倚地砸在一輛轎車上，洪水瞬間像是張大口的猛獸，將電線桿捲進大安溪裡，而轎車則是

呈現四腳朝天的狀態。這一幕真是怵目驚心，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無窮力量，所幸當時並無人員

傷亡，我隨即將畫面拍攝下來，通報第三河川局，轉知相關單位處理。

颱風豪雨期間的巡查通報，及平時的水環境巡視，使水患防救網絡更為健全，而藉著參與志

工活動，成為全民防災的力量之一，也讓我們了解水利署及河川局在防洪減災上的用心。

防汛護水志工影片APP

志工服務，無限樂活/第三大隊  馮詠淮

2015
水利署防汛護水志工季刊

志工廣場
志工 愛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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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第三河川局防汛護水志工的一員，為地方服務，心裡感到非常踏實、快樂。未來我仍會

在志工團隊中發揮個人力量、傳承團隊經營，持續地推動愛水、護水工作，守護大安溪、守護美

麗的家園。

▓ 2013年潭美颱風期間，大安溪溪水暴漲沖倒電線桿，砸中車輛造成車輛翻覆災情。

▓ 今年蘇迪勒颱風過後協助通報及清除道路障礙物情形。

水工所探奇、鹽水溪巡禮/第六大隊 吳明峰

六月底，防汛護水志工第六大隊舉辦志工教育訓練課程。上午安

排於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進行相關活動，邀請中華電信講師，講解防

汛護水志工水情通報平台操作流程，俾利志工夥伴們熟悉系統操作，

即時通報各項水情變化。廉政法治觀念宣導，則期許增進大夥法治觀

念，六河局邀請了口才便給，法學素養豐富的陳樹村律師授課，陳律

師為法官退休，將其法官生涯所碰到的案例，以深入淺出的技巧，

搭配幽默的講解，令眾人更容易吸收理解，並感獲益良多，一小時

課程，講者與聽者皆深感意猶未盡，希望日後訓練課程，均可安排陳

律師授課，以提昇眾人法律常識。而成大水工所參觀導覽更是難得的

機會，楊副所長與六河局多名員工，皆有師生關係，全力促成訓練活

          志工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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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親自導覽高雄港增建工程及風力發電測試模擬場所，讓眾人一窺常人難以進入的專業堂

奧，雖在工所裡揮汗如雨，仍覺不虛此行。

下午進行鹽水溪流域現場勘查活動，眾人搭乘淺灘專用的船隻，認識台江內海值得傳承的

珍貴寶藏與知識。本船由六河局海岸分隊隊長「梁霸」導覽，風趣詼諧中讓大家認識台江菁華之

所在，藉由漁夫實際工作所使用的漁具體驗和操作，讓炎炎夏日中不斷襲來陣陣輕鬆涼意，眾人

咸認同六河局安排的訓練課程真是棒！

志工聯誼紀實/第六大隊 蘇玥湄

八月立秋後的雨勢連綿不斷，所幸並未澆熄志工們參與曾文溪與鹽水溪流域聯合舉辦聯誼活

動的興致，計畫雖因老天爺不作美而稍做更動，由原本規劃的控窯活動改為梅嶺在地野菜的品嚐

會餐，仍為大夥帶來鄉居野趣與分隊聯誼的樂趣。

聯誼地點位於臺南市楠西區梅嶺，是曾文溪流域志工自家擁有的「洪園」農場。一行人分乘

十數輛車，在當地志工帶領下，由旅客服務中心出發，魚貫蜿蜒地沿著產業道路緩緩上行，約莫

10分鐘光景即抵達目的地。洪園為一山坡地闢成的平台，後方緊鄰建物處植有幾棵老梅樹與龍

眼樹，樹幹上佈滿青苔，可見當地濕度之高。

雨後的空氣在山上顯得格外乾淨與涼冽，帶點綠草的芬芳氣味徐徐襲來，滿溢的芬多精亦撲

向口鼻，讓眾人在不知不覺中吸飽滿胸的清新。向平台遠方山巒望去，深淺雲層上下交疊，漸次

分明，有如一幅潑墨山水畫，在大自然的畫布上揮灑，頗具詩意。

在志工們享用山菜的同時，一位專精沖泡咖啡的志工，親自將咖啡豆絞碎，經由蒸餾過程，

泡出既新鮮又濃醇的咖啡，倒入當日贈與在場志工的優雅咖啡杯中供眾人享用；另有忙著端菜的

在地志工亦忘食地為大家服務，讓眾人皆感受到濃濃的在地情誼。

2015
水利署防汛護水志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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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防汛護水志工幹部暨管理人員教育訓練/2015-08-31、09-02

水利署自101年起，為凝聚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共識及向心力，並建立良好服務績效，每年定

常針對志工幹部及各河川局承辦人員，辦理教育訓練活動，期望提升其領導、協調及統合能力。

今年活動分南區及東區場次辦理，課程跳脫傳統講師授課、學員聽課的型態，特別以工作坊

的方式讓大家分組學習，配合志工任務及成長需求，安排團隊合作、溝通表達、領導技巧、經驗

分享等幹部職能相關內容，另加強宣導使用通報及服勤管理防災工具，同時因應今年辦理的志工

攝影比賽，邀請坊間攝影達人教授攝影技巧，鼓勵大家參賽，也幫助志工在執勤時拍下更具辨識

度的災情照片。議程最末的綜合討論時間，由水利防災中心謝明昌主任擔任主持人，聆聽志工心

聲、開啟互動對話，讓主管、運用及服務三方更了解彼此的期望與需求。

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成立至今，已有五年時間，人數也已超過一仟伍佰位，要讓眾人的力

量凝聚，讓服務隊永續前進，幹部們的精實帶領不可或缺，感謝眾人的熱忱付出，「Take the 

Challenge(接受挑戰)」～期許眾人精進領導及專業知能，在防災這條路上持續相挺，帶領隊員

共同面對每一場風雨帶來的挑戰！

活 動 報 導

由於幹部任期將屆，江明華大隊長也利用此次隊員踴躍出席的機會，表彰分隊長們任職的辛

勞與付出，並由大家一致鼓掌通過，請幾位分隊長再度續任幹部職位，使此次聯誼活動也一併完

成了另一項重要工作。

▓ 志工分組進行活動。

          志工廣場



▓ 與會人員大合照(左：南區場，右：東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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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執勤經驗分享。

▓ 綜合座談時間，水利署與志工夥伴進行意見交流。

「我的視界，無私奉獻」～防汛護水志工攝影比賽成果記錄

為傳達志工愛鄉情懷及服務視界，同時展現水利風情之美，水利署今年特別舉辦「我的視

界，無私奉獻」～防汛護水志工攝影比賽，鼓勵志工夥伴及所屬機關人員運用鏡頭記錄志工服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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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合作就是力量/黃鐵騫(第三大隊第五分隊)

第二名   奉獻/吳春福(第四大隊第八分隊)

20

一般組_志工服務類得獎作品

務畫面、災害整備與防救情形及水利設施與河海風貌。歷經5個多月的收件，共收得了186件作

品，並於10月13日辦理完成評選作業，其中有28件優秀作品脫穎而出，未來將廣泛地運用於各

式志工文宣，讓志工及水利夥伴們對水環境的關心與疼惜之情，能夠被更多人看見，一同盡一己

之力，為家園奉獻！

          志工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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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涉水而過/

林富美

(第七大隊海堤分隊)

佳  作  (左)

汗水下的美麗公園/

林福仁

(第七大隊旗山溪分隊)

佳  作  (左)

清晨時志工環境維護/

郭碧玉

(第七大隊旗山溪分隊)

佳  作  (右)

蘇迪勒颱風現況/

管鍾孝

(第九大隊壽豐溪上游分隊)

佳  作  (右)

無私奉獻/

吳瑞容

(第二大隊第三分隊)

佳  作
傾聽/

黃若珠

(第八大隊第七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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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組_防汛抗旱類得獎作品

          志工廣場

第一名
開啟農業三生/

邱群峰

(第八大隊第七分隊)

第二名 

暴雨過後的高屏堰/

江欣霖

(南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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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共同合作/

黃佳堯

(水利防災中心)

佳  作  (左)

103年防災演習/

黃若珠

(第八大隊第七分隊)

佳  作  (右)

搶險護水，全力以赴/

葉柏亨

(南區水資源局)

佳  作   (左)

危機處理/

張雅芳

(水源經營組)

佳  作  (右)

颱風過後重建家園/

林福仁

(第七大隊旗山溪分隊)

佳  作
尊重大自然/

周士鈴

(第十大隊文山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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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組_水利風情類得獎作品

          志工廣場

第一名   童趣/張雅芳(水源經營組)

第二名   川流不息/田振宏(第二大隊第三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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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休閒/陳億全(第三河川局)

佳  作  豆子埔溪風情/吳瑞容(第二大隊第三分隊)

佳  作  御守石門/康偉國(北區水資源局)

佳  作  堤岸美景/劉廣龍(第九大隊花蓮溪下游分隊)

佳  作  珍惜/吳春福(第四大隊第八分隊)佳  作  互利共生/黃若珠(第八大隊第七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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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廣場

第一名  晚霞迎新月/李宜蘭

第二名  洪汛救災/李靜宜

邀請組得獎作品



▓ 第六大隊志工透過餐

會及戶外旅遊與夥伴

們同樂、交流~

▓ 第四大隊志工參加趣味競賽，九宮格、傳呼拉圈，玩得不亦樂乎!!

27

志工聯誼活動花絮(第四及第六河川局)

志工聯誼、異地觀摩及旅遊活動，是促進志工間情感交流、增加凝聚力的方式，今年汛期

中，第四河川局特別利用聯繫座談會的機會，同時辦理健行活動及趣味競賽；而第六河川局亦辦

理志工幹部及跨分隊聯誼聚餐，在忙於汛期巡查任務的空檔，也讓大夥有機會能夠分享近日執勤

心得，並透過情感的聯繫，對團隊及任務內容更加地認同。

第三名  就要出發/程莉雲

佳  作  高灘地綠美化/吳國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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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園地

資訊園地
工程速寫 全臺唯一鋸齒狀溢洪堰─鯉魚潭水庫

鯉魚潭水庫區域涵蓋苗栗縣三義鄉、大湖鄉、卓蘭鎮等地區，該區域主要地面水源為大安

溪，由於大安溪源短坡陡，豐枯水量不均，且枯水期間，經常發生嚴重缺水及用水紛爭；再加以

70年間，臺中及苗栗地區自工商業進步，人口逐年增加後，自來水、工業用水及農業用水等需

水量急劇增加，為滿足上述地區用水需求，於是有了興建鯉魚潭水庫的計畫。整體工程自74年

開工，91年完工。

鯉魚潭水庫位於景山溪下游，是一座離槽水庫(水壩興建於非集水河川上，以引水隧道或引

水渠道等方法，將河水引入主槽蓄水)，同時具有觀光、灌溉、防洪、發電等四大功能，集水面

積53.45平方公尺，總蓄水量為126百萬立方公尺。

鯉魚潭水庫興建工程分為兩期：

第一期工程為水庫工程，由前臺灣省水利局負責設計施工，主要工程有大壩、溢洪道、取

出水工及後池堰等，74年7月開工，81年11月完工後，當時僅能供應公共用水每日22萬公噸，另

供應景山溪下游灌溉用水。

第二期工程為越域引水工程，由台灣電力公司負責設計施工，主要工程包括士林攔河堰、

越域引水隧道工程及卓蘭電廠等，於81年8月動工，91年9月完工。

其中，第二期工程將大安溪水源自士林攔河堰引水經導水隧道，利用落差發電，年發電量

266百萬度，發電後的尾水大幅增加鯉魚潭水庫的蓄水量，目前每日可供水70萬公噸，另與大甲

溪流域石岡壩聯合運用，成為苗栗縣及大臺中地區穩定的用水來源。

建置緣由

工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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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魚潭水庫設施空拍圖

▓ 鯉魚潭水庫外觀，其中最特別的是鋸齒狀溢洪堰。鯉魚潭水庫壩址受群山環峙，景山溪流寬不足，若溢洪堰以直線形

設計，則流水量將受寬度限制而無法滿足水庫排洪需求；如採鋸齒狀設計，寬度雖仍窄小，但整體排洪斷面增加，則

足夠應付巨大溢流量，特別適用於受到地形限制的無閘門控制溢洪道。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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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園地

氣象局表示，過去預測24小時雨量達50毫米以上即發布大雨特報，這些大雨特報中，有相

當多個案無明顯災害發生；另一方面，在短時間內非常強烈的降雨(即所謂的「短延時強降雨」)

往往造成災情，過去豪(大)雨特報卻沒有包含這類天氣型態。因此，氣象局參考各防救災單位的

雨量警戒值及行動值，訂定新的雨量分級，使豪(大)雨特報與災防警戒事項有更密切的關聯。

● 0800-079-579免付費水情通報專線

新版雨量分級制度於9月1日開始實施！

善用通訊設施進行防災通報

※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知識充電站 新版雨量分級  防災更有感

雨量分級與警戒注意事項

分級 降雨量 警戒事項

超大豪雨 500毫米/24小時以上

山區：大規模山洪暴發、落石、坍方、土石流、崩塌

平地：易有大範圍積水

雨區：強陣風、雷擊、甚至冰雹

大豪雨 350毫米/24小時以上

山區：山洪暴發、落石、坍方、土石流、崩塌

平地：積淹水面積擴大、河川中下游防河水溢淹

雨區：強陣風、雷擊、甚至冰雹

豪雨
200毫米/24小時以上

或100毫米/3小時以上

山區：山洪暴發、落石、坍方、土石流

平地：易發生積淹水

雨區：強陣風、雷擊、甚至冰雹

大雨
80毫米/24小時以上

或40毫米/1小時以上

山區：可能發生山洪暴發、落石、坍方

平地：排水差或低窪地區易發生積淹水

雨區：強陣風、雷擊



▓ 上Android及IOS系統下載LINE APP，並註冊帳號。

志工可透過L I N E 於河川局建

立的大隊群組內，或向志工業務承辦人

進行狀況通報。

▓ 透過電話號碼加入好友或

群組後，即可開始聊天。

▓ 在對話框旁按「+」可插入照片

和影片。

▓ 在對話框可輸入文字，再按右側箭頭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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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訊息及規範

●防災資訊服務網 

http://fhy.wra.gov.tw/

想獲得更多的防災資訊嗎？請多多利用以下服務

1.本防汛護水志工季刊，一年共發行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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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愛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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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依104年檢討策進會與會意見，為響應環

保、節省資源，日後季刊寄送將以同一

地址一份為原則。

●行動水情APP ●水情通報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