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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護水志工從衛生福利部三年一次的選拔中脫穎而出，與其他25個單位併列「全

國績優志工團隊」，106年12月5日「國際志工日」於鹿港文創會館由蔡總統親自頒發，

獲此殊榮實歸功於八年多來辛勤付出之全臺1,500餘名志工夥伴！

水利署特地選定同一個場館舉辦

表揚大會，讓更多防汛護水志工夥伴

感受到當時的榮耀，並配合鹿港小鎮

特有的人文風情，以聞聲救苦的媽祖

精神添增愛鄉護土的底蘊。防汛護水

志工則恰如現代的千里眼與順風耳，

時時緊盯水情，通報救災，毫不鬆

怠。

責任同擔，榮耀共享，防汛護水向前行

107年志工績優表揚大會後記

　防汛護水志工績優表揚大會，是年度盛事，為去年傑出表現的志工夥伴們喝采，

也宣示著已到來的汛期，即將進入加強戒備的日子。

專題報導

  106年12月5日國際志工日，

由賴建信署長親自帶隊。

▲搶得頭香的第九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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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志工一向習於提早報到，

可以看看會場的環境、與老朋友們敘

敘舊；遠道而來的第九大隊搶到了頭

香，成為第一支報到的志工隊伍。每

支志工大隊在報到前總免不了要在

門口來張大合照，就像是走星光大道

般，進入會場後肯定要在背景板前再

補一張個人照。

背景板呼應今年的主題與精神，責任與榮耀都是團體共同的寶藏。即使防汛護水志

工們的起心動念不在爭取榮譽，然而獲得肯定之後也無須謙讓，一齊盡情享受這無上的

光榮。

一進入會場內，首先映入眼簾的

是備受矚目的英雄榜，可惜一般相機

難以捕捉現場的氛圍。將獲得表揚志

工夥伴的相片與事蹟以看板呈現，眾

人不只搜尋自己的身影，更為獲獎的

朋友們開心。除了英雄榜旁，還有什

麼場所更適合聊著執勤的點滴呢？不

只倍增榮譽感及興起見賢思齊之念，

更是交換心得、話家常的好所在。

在志工們陸續報到的同時，水利

署長官在賴建信署長的率領下也早早

地抵達會場，在休息室與前來共襄盛

舉的貴賓交談，有行政院災害防救辦

公室方德勝參議、彰化的大家長魏明

谷縣長、鹿港的地主黃振彥鎮長以及

曾任鹿港鎮長的立法委員王惠美等。

還有水利署各單位主管，地方水利主

管機關代表也受邀參與此一盛會。

▲肯定要在背景板前拍照留念。

▲今年的英雄榜在會場後方。

▲休息室內貴賓們也十分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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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與防汛護水志工們入座之

後，首先以熱鬧的表演開場，這可不

是一般的電音三太子，特別安排千里

眼與順風耳加入行列之中，形成鹿港

意象的完美鋪陳。一出場就帶給大家

驚喜，電音三太子先下台與防汛護水

志工們互動，發放紅包帶來好兆頭。

一陣絢麗的音樂與舞蹈之後，最後攤

出五幅充滿喜氣的捲軸，分別由千里

眼與順風耳手持的「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更是水利署與每位防汛護水志工衷心

的祈求。

緊接著介紹貴賓之後，水利署賴建信署長致詞時首先要防汛護水志工們再給自己一

個掌聲，肯定所有志工的付出。隨後立即揭示在獲獎之後的精進方向，也就是「防災區

域聯防」！彰化縣整合民間救災力量可為楷模，整合之後的力量更加強大。魏明谷縣長

展現地主風範，歡迎來自全臺灣各地的防汛護水志工，也不忘推廣鹿港的民俗風情與地

方小吃。王惠美立委與黃振彥鎮長同樣感謝防汛護水志工夥伴，協助水利署確保民眾生

命安全，當然也歡迎志工們晚上到老街走走。

今年的神秘嘉賓就是彰化在地的

志工，包括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民防

大隊、土石流防災專員、水環境巡守

隊，一起上台進行象徵區域聯防、守

護家園的儀式。在防汛護水志工總隊

長敲鑼後，所有來賓一同拉開彩帶，

象徵積水退去重現家園，浮現守護家

園字樣。救災不分官民，志工之間互

通聲息更是至關重要。

績優表揚大會的重頭戲當然就是頒獎，署長親自頒發傑出貢獻獎第四大隊朱祥豪、

第十大隊彭興分隊、以及各大隊個人精神標竿獎。主辦單位從善如流，本年度除了獎狀

與獎盃之外，獎品大都以實用的現金禮券代替。唯一的獎品熱忱服務獎，是客製化的臺

▲由千里眼、順風耳與電音三太子揭開序幕。

▲活動儀式表達防災區域聯防以守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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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檜木箸，每支筷子上皆刻著「防汛護水志工」六個字，十分具有辨識度與實用價值。

頒獎的中場穿插精心剪輯的激勵影片，創新地以三螢幕的方式呈現，橫貫防汛護水

志工服務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帶領大家走入時光隧道，回想胼手胝足的開創時光，

串聯到受到肯定的得獎，最後再由總隊幹部、所有大隊長提出鼓勵與對未來的期許。

表揚大會在獲獎者的大合照中落幕，在自由拍照的時間裡面，志工們裡裡外外到處

捕捉將來記憶的元素。尤其是大會主舞台，各團隊魚貫上台與活動布景及道具合影，充

分展現志工隊守序、和善、熱情、真摯的一面。獲邀參與的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夥伴們，

▲賴建信署長與各大隊的精神標竿獎得主合影。 ▲以三螢幕呈現的激勵影片。

▲在獲獎者的大合照中畫下精彩的句點。

▲除了各大隊，自主防災社區的志工們也排隊上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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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把握難得的機會留影紀念。晚宴同樣設席在鹿港文創會館內，志工們只需走幾步路就

能抵達餐廳，展開一年一度志工齊聚的歡樂餐敘！

隔天的參訪行程以河川局為單位活動，路線一：首先參觀鹿港的臺灣玻璃館，有著

許多精緻的玻璃工藝品，以及臺灣僅有的玻璃媽祖廟。隨後前往參訪福寶乳牛村，黃耀

輝村長同時也是第四大隊的志工夥伴，在他的經營之下福寶村成為農村再造的典範。一

行人先品嘗香醇濃郁的現煮鮮乳，再享受沁涼美味的鮮奶冰棒，充分感受到黃村長的盛

情。

路線二為王功潮間帶生態體驗，參觀王功漁港與蚵藝文化館，導覽人員介紹濱海植

物生態與池底棲生物，參觀的志工夥伴享受了知性的洗禮。一年一度的防汛護水志工績

優表揚大會，各大隊帶著愉快的心情與滿滿的回憶返回各自的崗位，以充沛的精神面對

汛期的到來！

▲十分雅致的玻璃媽祖廟。 ▲第四大隊志工黃耀輝村長熱情地接待。

▲充滿知性的王功潮間帶生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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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正值防汛志工隊籌組之際，規劃課賴課長第一時間徵召已自第一河川局工

務課退休5年的鄭紫苑；除了對鄉土的情懷，更要借重他豐富的水利工程專業。

「一日河川人，終身河川人。」退休後即使只是每日至堤頂散步運動，仍會隨時關

心水利及水門設施之妥善率，不時提供建言給河川局。即便如此，正式擔任防汛護水志

工仍須跨過時間與空間的兩個門檻：從隨興安排轉為風雨無阻、從居家周遭延伸至服務

區域。簡而言之，原本閒適的退休生活，又重新肩負了責任。

鄭紫苑認為，志工就是河川局的眼睛，巡查時也算是執行公務。然而畢竟是非正式

編制的外圍組織，難以強制約束，因而志工組織十分倚賴成員的熱情在支持。加入第一

大隊宜蘭市分隊後，在熱情與深厚專業基礎下，歷次巡查任務均能順遂完成，分隊夥伴

一致推舉其擔任分隊長職務。不論晨昏、晴雨，Line群組上不時傳來他即時巡查上傳之

照片，通報照片數量居全大隊之冠。

提及106、107連續兩年榮獲精神標竿獎之時，鄭紫苑的神情十分靦腆，直說也跟長

心繫水利，始終如一  

志工故事
鄭紫苑
第一大隊分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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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提了，實在是不希望太張揚。但深入瞭解之後發現，旺盛的責任感是全體防汛護水志

工皆具備的，值得視為標竿之處在於廢寢忘食的學習精神。

防汛護水志工成立初期智慧型手機尚未普及，通報方式採用網站、電話、電子郵

件，隨著智慧型手機逐漸普及之後，以Line、APP通報的比率逐漸增加。這對年齡稍長

的志工們來說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鄭紫苑不願脫節，拿著手機拼命研究使用方法。

任職河川局時即率先學習AutoCAD，到擔任防汛護水志工導入智慧手機通報、拍照技

巧、影片製作、相片編輯等，鄭紫苑堪稱終身學習的最佳代言人。

「一天學一樣東西，學都學不完」是鄭紫苑分享的座右銘，而學習的訣竅就是在於

勤於動腦。棒壘球技術也毫不含糊的他，曾隨著慢速壘球國家代表隊訓練；一如河川局

長官給予的評價，教練同樣喜歡態度好、配合度高、隨時瞭解狀況的鄭紫苑。即使沒有

任何一項體能指標突出，卻總是能下最佳判斷、再加上重視團隊成就，成為隊上最佳的

「工具人」。

在防汛護水志工隊之中，鄭紫苑同樣樂於分享、懂得運用團隊的力量，常常到志工

夥伴家裡一對一教學，傳授智慧型手機操作技巧。「先建立自信心，才能學到東西，就

會有成就感，這樣人家才願意跟你共事。」就是鄭紫苑的領導心法，他認為只要掌握住

訣竅，工作就能有效率，並從中得到成就感帶來的快樂。還以打棒球來舉例：訓練很辛

苦，只要有贏球，就覺得有代價，不會感到疲累。

家人的牽掛，是鄭紫苑最大的壓力來源，畢竟親人在風雨交加時出門，任誰都會擔

心。常在穿好雨衣準備出門之際，老婆一聲「等等」，一起開車出門巡查。雖說是以愛

鄉土的心情執勤，然而要將這份心從鄰里進而擴大到七、八公里長的堤防，著實需要超

乎常人的熱情。鄭紫苑同時也略帶憂心，倚賴熱情支撐的團體，在增員與教育訓練上常

常會遭遇麻煩，容易出現斷層。畢竟防汛護水志工要同時有閒、有心，還必須通過專業

的訓練。

對於防汛護水志工組織的分工，鄭紫苑倒是有獨到的見解，人數較多的鄰里居民提

供水情、河川局退休的人員負責專業的判斷。「抽水站有動、堤防完好，就沒問題，不

用冒險爬上堤防巡視。」、「怎麼看水門、土壤是否飽水，都蘊含專業知識。」這種事

都是水利相關的退休人員最懂。當然，如果有村里長參與其中，能夠爭取經費來整理環

境，這就更能防範於未然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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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功夫，找老鄭」代表河川局長官與同僚對鄭紫苑的肯定與信賴，今日的鄭紫苑

也不負這份信賴，耐心耕耘團隊，成為第一大隊的中流砥柱，與上游的李銘宜大隊長相

互呼應，守護宜蘭河流域的水情。

①巡查水門、維護環境，已經融入生活

之中。

①①

②②

③

②第一河川局規劃課到各分隊陪伴巡查

與互動。

③「學功夫，找老鄭」。

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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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的一個正午，剛結束臺南巿永康區崑山里防災社區拜訪行程，在第六河川局孫

工程員的陪同下，來到鄰近的一間小餐館，等待江明華大隊長的到來。原訂利用午后時

光，點上幾杯飲品，像許久不見的好友相聚那般，三人閒話長談，正巧江明華臨時有重

要客戶來訪，索性安排餐間小敘。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十分鐘，還是讓人感受到了他的親

善、圓融、卓具責任感…，而也是這些特質，成就了他的眾人愛戴。

談起加入志工隊的初衷，那是一片對家園安全的赤忱使然，江明華與妻朱品樺本是

社區巡守隊的成員，利用工作之餘守望相助、關懷鄰里，是他們最初回饋社會的方式；

民國99年偶然在報紙上見到河川局招募防汛志工的消息，心想又是為家鄉付出的機會，

便偕同妻子一起加入。

起初只是被河川局委任為分隊長，帶領夥伴巡守鹽水溪下游區段，兩年後幹部選舉

正式啟動，在原任大隊長陳劍平升任副總隊長後，江明華便被推舉為新任大隊長，帶領

隊務運作至今已逾6年時光。

防汛結同心，志工一家親

志工故事
江明華
第六大隊大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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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選我，也許是經過1、2年的相處，大家彼此都很和睦，我

想…可能…我也不知道(笑)。」江明華回答得含蓄，但這些年來，不論績效提升或情感

凝聚，舉凡身為領導者該做的，他都做得極好，最初的當選，可能只是因為好印象，但

後續的作為，則可說是不負眾望了。

江明華有自己的事業，是某間特殊管路接頭公司的總經理，事業版圖跨及兩岸，每

月均需安排差旅前往大陸，即便公務繁忙，仍是盡責執行志工勤務，迄今每年績優表揚

皆獲頒全勤獎，問他公忙之餘要如何兼顧志工服務？他說不外乎是清晨、假日，犠牲點

休息時間，以盡巡守之責。

除了以身作則，他更不忘帶動士氣，提升團隊服務能量。颱風豪雨期間的殷殷叮

囑不在話下，甚至民國104年，臺南爆發嚴重登革熱疫情，他亦號召志工於疫情熱區巡

查、舉報積水廢棄物；民國105年臺南0206地震期間，亦提醒志工啟動自主巡查，以協

助河川局迅速掌握水利建造物震後情況。他希望將志工服務能量發揮極致，並藉由責任

的賦予，激起眾人對環境安全的敏感度及責無旁貸的心思。在他的帶領之下，第六大隊

的通報累計件數連年穩坐第一，堪稱績優大隊。

所謂志同道合，眾人因為理念相同而走在防災這條路上，彼此的熟識與情感，則是

強力的黏著劑，拉攏大家團結合作、攜手齊行。江明華相當重視分隊的聯誼互動，他鼓

勵各分隊長不定期辦理聚會，除了熱絡關懷，關於隊務運作、任務執行，如有任何疑問

或想法亦可藉機提出，透過面對面交流，解決問題、凝聚共識，遇到分隊長無法處理

的，再由他出面溝通協調，大家要能同心，團隊才能走得長久。

「自我加入這個團隊以

來，就把大家當兄弟姐妹一

樣。」為了能夠即時互動，江

明華加入第六大隊所有分隊

的Line群組，隨時關心各隊的

大小事；全體隊員也都在他

的Line好友名單中，連生日都

一一登錄在手機行事曆裡，每

位夥伴生日當天，都能收到他

的暖心祝福，他認為，一個小

▲分隊聯誼是情感聯繫的極佳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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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舉動，就能拉近彼此的距離，枝微末節都如此重視，他對團隊經營的用心，可見一

斑！

 當然，辛苦的志工業務承辦人員，他也沒忘，去年幾次和署內及各局長官、志工幹

部開會時，就提議應對相關業務人員予以敘獎鼓勵，他認為河川局的良善管理及關懷，

是提升志工大隊服務績效，並增進團隊向心力的重要因素，正好去年志工服務隊榮獲全

國績優志工團隊獎，此項重大實績也讓他的提議順理成章得到了落實，藉由簽報敘獎，

讓業務人員的努力獲得實質的肯定。

訪談結束，江明華又是匆匆忙忙欲趕回處理公務，事實上，他在訪談前一天才風塵

僕僕結束大陸行程回臺…，再忙，也不減他對自身責任義務的投入。今年志工實施及管

理要點新增了「績優大隊」獎項選拔規定，這是經由他的催生所產出，在他的精實帶領

之下，第六大隊想必得獎有望，不只為自身贏得榮耀，也為地方創造共好。

▲在重要會議上提供建言，有助於組織的精進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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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故事

所有現任及曾經駐足夥伴們的辛勤堆砌，成就了今日防汛護水志工隊的成績，是否

有時會想關心一下老朋友的近況？本期特別走訪第三大隊「暫時」離隊的簡登富、陳晏

玲伉儷，話說當年，也讓我們更認識他們的生命歷程。41歲就已做好退休準備的兩夫

妻，讓我們嗅出兩個特點：不眠不休的奮鬥精神、對於財富累積的慾望不高。

地勢低窪的南投市中興路229巷位於小橋溪旁，樟平溪、南龍排水、貓羅溪三水匯流

之地；事實上，在人為開發之前，樟平溪的左右兩側皆為河川隨時會改道的行水區。就

在樟平溪的對岸有兩間上了新聞版面的加油站，因不堪一再淹水而歇業。

「我們擔任志工也沒多辛苦，不過就是走出家門口看看。」說得是一派輕鬆，在沒

看過現場之前，還真會誤以為執勤就像飯後散步似的。由於多年來飽受水患的威脅，巷

子內多位鄰居加入防汛護水志工第三大隊第18分隊，共同守護著家園。在責任區域的劃

分中，兩夫妻必須在風雨中巡視小溪橋到貓羅溪的堤防，甚至有時再上溯至南龍排水匯

入口。他們從不計較出勤時數紀錄，只在乎是否能確實防患未然，防止災情擴大；其無

私且熱愛鄉土的情懷，使其在隊上有著極佳的人緣。

別來無恙

志工故事
簡登富、陳晏玲
第三大隊

別來
無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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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歲退休是很多人年少時的夢想，而簡登富、陳晏玲伉儷真的做到了！而且是在更

年輕的41歲就自認為賺夠了。從經營鐵工廠、冰品外送、楊桃原汁，兩夫妻無不以精準

的商業眼光搶得市場先機。「每天的營業額可以賺到一台摩托車，做到都胃出血了。」

簡登富依然輕描淡寫地說著：「既然錢賺夠了，那就專心修行吧！」篤信佛教安祥禪的

兩夫妻，做到了急流勇退。

退休生活的初期，簡登富以機械維修專長，加入南投縣政府的防汛搶救隊，負責於

演習時操作與維修抽水機。由於與第三河川局時有往來，因此在99年成為第一批防汛志

工。簡登富認為做人不要貪，而且金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夠用就好。「沒有付出就

想獲得，是為劫。」更相信無論扮演任何角色都應專心與用心，把負責的事情做好，也

是一種修行。陳晏玲非常強調團結的力量，深信有心付出都是好事；組織出團隊、把餅

做大，更是需要靠智慧。

▲ 歇業的加油站一帶，為

解決淹水問題，公路總

局南投工務段正進行墊

高工程。

▼從貓羅溪

堤防望向

小溪橋。

▲小溪橋下的智慧水尺，說

明了這裡是水患的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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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承擔就不輕言許諾，則是兩夫妻共同的處事態度。因此一旦有了防汛護水志工

的身分，壓力就不會是來自長官或幹部，而是發自內心，將角色扮演好的責任感。無論

是例行性或颱風豪雨加強巡視，達到出勤要求之外，總是要求自己做得更多。而防汛護

水的成果，是分隊、大隊、以及所有防汛護水志工，累積而成的團隊成果。

為了幫忙雙薪家庭的女兒，104年開始兩夫妻的作息就像在外地上班，平日在臺中

大里照顧外孫女，假日才回到南投市。正是因此而無法兼顧防汛護水志工的任務，不得

不離開這個崗位。採訪當天適逢外孫女第一天上幼兒園，簡登富、陳晏玲伉儷正盤算著

放手，將教養的主要責任還給父母，差不多是回到老家居住的時候了。或許在不久的將

來，我們將有機會重新看到他們在風雨中巡視的身影！

12    

▲小溪橋下的智慧水尺，說

明了這裡是水患的熱區。

▲信仰、玩具、志工背心，點出了夫妻倆近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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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參與107年度防救災演習記錄及心得

每年颱風豪雨季節來臨前，各縣巿政府均辦理防救災演習或防汛演練，藉以強化各

相關單位災時協調與聯繫機制，部分河川局亦透過自辦演練模擬臨災時的應變作為。水

利署每年鼓勵志工前往參演或觀摩，希望藉以提升志工防災素養及團隊知名度，就讓我

們來看看志工夥伴們本年度參與的情形及心得吧！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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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廣場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河川局 參與場次 志工角色 參與形式(人數)

第一河川局
0501一河局自辦演練 水災情查報

實際參演(5人)

現地觀摩(42人)

0517宜蘭縣災害防救演習暨防汛演練 --- 現地觀摩(23人)

第二河川局
0612二河局自辦後龍溪客屬大橋河川

疏濬廉政透明宣導暨觀摩會
--- 現地觀摩(15人)

第三河川局 0308南投縣災害防救演習暨防汛演練 --- 現地觀摩(3人)

第四河川局

0328彰化縣災害防救演習暨防汛演練 水災情查報 實際參演(4人)

0426四河局自辦演練 水災情查報及疏散撤離
實際參演(5人)

現地觀摩(12人)

第五河川局 0417嘉義巿災害防救演習 --- 現地觀摩(5人)

第六河川局
0313臺南巿防汛及六河局自辦演練 水災情查報 實際參演(6人)

0328高雄巿防汛及六河局自辦演練 水災情查報 實際參演(5人)

第七河川局 0426屏東縣災害防救演習 防災宣導及水災情查報 實際參演(7人)

第八河川局

0322金門縣災害防救演習暨防汛演練 --- 現地觀摩(3人)

0425臺東縣防汛演練 水災情查報 實際參演(13人)

0529臺東縣災害防救演習 水災情查報 實際參演(10人)

第九河川局

0425富里鄉防汛演練 --- 現地觀摩(2人)

0425鳳林鎮防汛演練 --- 現地觀摩(2人)

0426光復鄉防汛演練 --- 現地觀摩(10人)

0427九河局自辦演練 水災情查報 實際參演(9人)

第十河川局 0315臺北巿災害防救演習暨防汛演練 水災情查報 實際參演(6人)

合計 實際參演70人、現地觀摩117人，合計共18場、187人次

各大隊志工參與演練(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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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廣場

第十大隊  黃唐舜

(參加臺北巿災害防救演習暨防汛演練心得)

臺北巿河川整治及堤防防護標準等，應堪稱完善，

因此較需要留意水患威脅的，應屬內水的部分，需

小心防範低窪地區排水不及的問題。參加縣巿政府

舉辦的災害防救演習，雖可提升志工的防災知能及

曝光率，然而參與的人數規模有限，水災情查報也

僅佔一小部分，建議未來可由河川局自辦演練，更

加突顯地方水患防救資源及人力，志工參演亦可有

更大的發揮空間，對於任務精熟及組織宣傳都可發

揮更好的效果。

志工參與心得及剪影志工參與心得及剪影

第四大隊  陳儀興、吳承云、陳俊坤

(參加四河局自辦演練心得)

本次防汛演練在民力參與的部分，是結

合防汛護水志工及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西

港社區)防救災演練共同辦理，志工主要

負責水災情查報工作，而社區成員則協

助人員疏散撤離。

彰化縣大城鄉西港社區過去曾為水患嚴

重地區，為降低災害威脅，水利署於99

年在此成立第一批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社區成員亦多加入防汛護水志工，在多

年的運作之下，志工及社區成員的防災知能大幅提升，地方民眾也更具防災意識，再加以

河川局持續補強水利設施防護標準，西港地區近年已不再深受水患之擾，相信將來在工程

與非工程措施的嚴密防患下，定能促使家園安全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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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大隊  潘聰治、鄭慶源、郭碧玉

(參加屏東縣災害防救演習心得)

本次防救災演習，志工角色與去年大致相同，包含防災宣導及水災情查報，其中水災情查

報已是志工5大任務中，大家最為精熟的部分，但其他任務如全民督工，由於需要相當的

專業訓練及經驗背景方能做出正確判斷，以致志工在這方面尚無法有實質發揮。

除了加強訓練，欲強化志工的服務效能，適當的裝備也是重要環節之一，建議水利署應多

加審視志工需求及裝備的耐用度。

志工任務有其危險性且不輕鬆，需具備相當的熱忱方能勝任愉快，第七大隊的志工除了大

家有志一同，也感謝河川局對志工的重視及照顧，防汛護水志工對社區、社會安全有相當

大的幫助，希望能永續經營，持續發揮保護家園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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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廣場

①④水災情查報─提升河川局應變作業

效率。(①：四河局、④：九河局)

①

②防災觀念宣導─提升民眾對災害的警

覺性。(七河局)

③防汛護水志工是水利署遍布各地的防

災眼線！(六河局)

①

②

③

②

③

④④

107年防汛護水志工組織運作及領導知能精進訓練/107-08-14、21

今年的志工幹部暨管理人員教育訓練有別於以往的知能學習，著重在領導管理的問

題解決，以及組織精進的作法交流，室內課程安排志工領導的心理調適及衝突處理，期

望能協助參訓人員化阻力為助力，營造和諧的團隊氣氛，以提升整體運作效能。下午則

前往鄰近的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進行參訪及座談，志工服務隊於去年榮獲衛福部全國績優

志工團隊獎項，服務成效及組織運作皆獲高度肯定，為求百尺竿頭、更上層樓，因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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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特別規劃參訪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希望藉由互動交流，共同思考未來雙方聯合防災的

可能及作法。

「Level Up！」是本次訓練的主題，在兩大主軸議程的悉心安排規劃下，相信在組

織運作及領導知能上，都確實達到提升等級的效果！

 張老師基金會-林聯章老師透過課程講
述和小組討論傳授領導的撇步及問題
解決方法。

 學員們集思廣義，針對領導管理常見
問題發表解決方法。

 社區參訪分別受到宜蘭梅洲社區及臺南崑山里
的熱情接待。

 志工夥伴們對於志工與社區聯合防災多
表示認同並且樂觀其成。



          志工廣場

107年志工表揚大會假彰化鹿港文創會館舉行，它具有另一深層意義─是106年防汛

護水志工獲得總統頒發「績優志工團隊」之同一地點。全國志工團隊逾2萬餘隊，能得

到該殊榮著實不易，是以，主辦單位特擇同一場所，讓全體志工共同感受「責任同擔 榮

耀共享」應景口號，與得來不易的榮耀。

表揚大會行程安排了彰化地區著名景點─八卦山，在導覽介紹中，吸收當地的文

化知識，在徐徐微風中，足履環山之空中步道，登高望遠，心情悠然閒適。而隔日芳苑

地區的海牛驛站，滿足了大夥搭乘牛車巡遊潮間帶的好奇心，不過也心疼老牛的沉重負

荷，於陣陣海風吹拂下，品嚐現煮的海味，是一次相當特別的體驗。但如能盡量朝安排

附近水利設施，與志工業務密切相關，似更有意義，應為以後活動可考量的規劃方向。

本次志工活動亦為六河局鮑工程司俊宏先生在任內籌畫的最後一次表揚大會，因其

即將高升至新成立的海洋委員會。六河局的志工們皆趁此機會表達對他的感謝之意。六

河局志工大隊於99年成立，從無到有、到茁壯，皆是在鮑工程司的擘劃努力下逐漸成

形。從志工招募、教育訓練、志工聯誼、表揚大會及年終座談會，處處皆有他辛勤付出

的影子。

第六大隊江大隊長明華，兼任鹽水溪下游分隊長，在志工配合水利署執勤之範疇與

志工權益爭取中，與鮑工程司時有接觸，特別能感受其盡心費力為志工業務的貢獻。故

江大隊長總在各項活動中提到鮑工程司屢屢為志工們之執勤所需、在合於規定及可修改

法規上多所著墨、不遺餘力。亦藉此園地祝福鮑工程司平步青雲，再創公務事業高峰。

責任同擔，榮耀共享  

第六大隊志工蘇玥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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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園地

志工執勤影像募集

「防汛護水，真正有影～防汛護水志工執勤照片暨短片競賽」期待透過影像，讓社

會大眾瞭解志工夥伴的辛勞，並將防汛護水精神及地方自主防災意識廣為傳遞。

活動特別廣設多元的交件方式，鼓勵志工夥伴踴躍以影像記錄執勤狀況，只要您肯

拍，我們會竭力協助完成報名！

收件截止日期9月30日，在最後衝刺的階段，再次提醒志工夥伴們檢視手機裡面的

照片，用Line傳最方便，只要六個步驟，就能上傳高畫質的相片！

加入群組

從「加入好友」→「行動條碼」進入，掃描

條碼後加入志工專屬服務群組。

點擊「照片」圖案

左邊為 i P h o n e 手

機，右邊為Android

系統手機；同樣找到

「照片」圖案，點下

去後即出現圖片上傳

視窗。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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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為ORIGINAL照
片上傳視窗

iPhone必須觸碰照片上傳

區後迅速向上滑，Android

直接點擊圖案為九個點的

「應用程式」區即可；此

步驟iPhone可能需要多嘗

試幾次，直到出現下一個

視窗。

再次點擊「照片」圖案

再次出現「照片」圖案，並

且於下方有大寫的英文字

ORIGINAL，也就再次點擊

「照片」圖案。

選取想上傳的照片

點擊後「照片」圖案與英

文字ORIGINAL都變成綠

色的，此時就能滑螢幕選

取您的得意之作，可批次

選取多張照片。

03

04

05



2018
水利署防汛護水志工季刊

點擊「傳送」

選取完成之後，點擊

「傳送」文字即可送出

照片，記得隨後留言提

供投稿人姓名，競賽承

辦員即可下載收件。

投稿完成！

既然這麼方便，那就快些投稿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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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訊息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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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wra.org.tw 信箱，或郵寄至

25170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7-5
號19樓「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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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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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水情APP ●水情通報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