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聰智副總隊長赴屏東縣林邊鄉易淹水地區，拍照通報智慧型

水尺，並將現場狀況告知河川局應變中心做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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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在6月12日召開首次「中央及地方秋行軍蟲災害應變小組」跨部會會議，確

認秋行軍蟲防治的標準作業程序，並規劃通報獎金和提供案例確認後的補償制度。僅發

現幼蟲時屬於第一個世代，是集體清除的良機，如果等到成長為會飛的成蟲時防疫就更

加困難。台灣多以精緻農業為主，相較於其他國家，在防疫上較能施力，在這關鍵時

期，能做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田間管理，用密集巡田的方式來找蟲。

愛護家園面面俱到，志工夥伴全動員

為了防範疫情擴大，政府各部會全面動員，水利署轄區涵蓋全台，於6月13日成立

「秋行軍蟲災害工作小組」，動員所屬人員投入防疫工作，而遍及各地的志工夥伴更是

最佳幫手；在各河川局號召下，各大隊志工均不畏炎日，紛紛外出巡查，不管是河川局

轄屬的河川區域、水庫週邊、集水保護區，甚至平日巡查範圍內的農田地等，都可以見

到志工們四處翻找植物葉的身影，務求降低農民災損。

在這段時間內，透過水利署建立的通報聯繫平台，不時的都可以接收到志工們通報

的資訊及照片，而在志工們的努力之下，也通報了兩起確認為秋行軍蟲幼蟲的案例，分

別為第五河川局志工於6月14日在嘉義縣六腳鄉朴子溪雙涵堤防河川區域內、及第十河

川局彭興分隊志工於14日下午在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旁玉米田均有所發現，而農委會防

檢局經證實為秋行軍蟲幼蟲後隨即依照緊急防治標準作業程序處理。

蟲蟲危機，
秋行軍蟲防堵大作戰

各大隊志工守護家園不落人後

今年6月，有民眾於苗栗飛牛牧場的玉米田中發現未見過的毛蟲，經通報後確認為已經肆虐大陸18
個省份、會釀成嚴重農業損害的秋行軍蟲，其後陸續於宜蘭及嘉義發現蟲跡。政府當局嚴陣以待，立

即動員各部會進行防疫工作，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夥伴在這波除bug行動中不落人後，除積極協助巡查

外，更成功通報兩起確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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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報導內特別訪問到第十河川局志工業務承辦林晏佐工程員、第十大隊彭興分隊

吳清江分隊長及謝金樹大哥，談談這段時間投入防疫工作的過程跟心境！(訪談由吳分隊

長主答，謝金樹志工協助補充)

▲各大隊志工夥伴不畏炎日，四處巡查蟲跡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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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請問第十河川局當初接獲防疫指令跟請志工協力的過程？

林：自6月13日行政院下達各機關單位共同防疫後，便接獲局長任務指示動員找蟲；由

於局內也不熟悉秋行軍蟲的長相或習性，所以下載了農委會公佈的各式DM，透過

Line的幹部群組及各分隊群組轉發，請志工夥伴們共同幫忙，並請志工們在黃金期

內(6月13日至21日)每天回報查察情形。

吳：收到局內訊息的當天雖然下著大雨，仍是外出找蟲卻無所獲；隔天(14日)再次找蟲

時是由我、謝金樹和陳寬仁三人一組，就發現了！

Ｑ：志工大哥們曾經有過務農經驗嗎？下田查察時如何分工？能夠清楚分辨秋行軍蟲的

特徵嗎？

吳：裡面只有陳寬仁有在自家種植過小菜園，說不上有什麼務農經驗，但前一晚都有先

作些功課，曉得要在玉米梗跟葉之間翻找，結果就真的找到徵狀很像的毛蟲！

Ｑ：請和我們聊聊14日那天找到秋行軍蟲的過程。

吳：轄區內八德街有幾處玉米田，是我們三個巡查的主要區域。在玉米葉上發現蟲後便

立刻用手機拍照並通報十河局，由葉課長提供防檢局進行確認，我也同時透過「農

作物天然災害即時回報App」進行通報。

Ｑ：防疫單位接獲通報後，如何進行後續處理？

吳：防疫人員來現場進行確認與鑑定，而到了19號當天，接到電話通知下午將由新北市

政府農業局人員到現場進行作物銷毀，我隨即聯繫隊內夥伴一同參加。而農業局與

區公所人員到場、並與地主確認後，便進行現場測量及圍警戒線，接著怪手便開始

挖洞(約20平方公尺、4公尺深)及進入田中剷除作物，玉米剷除後放入坑洞中逐層

壓實，撒入烏肥後將坑洞回填整平，然後架起警戒線，三個月內不得種植農作物。

Ｑ：這次協助找蟲，成功通報後的心情如何？

吳：接獲任務後，我曾經跟分隊夥伴說，全國大大小小的志工加起來破百萬，如果大家

都像我們這樣協助運用機關來用心巡查，很有可能就可以避免數十億的農業災損，

這也是我們守護家園的初心。大家都非常認同，倒是我們在找蟲時常被街坊鄰居笑

說防汛志工管很寬(笑)。找到蟲當然也會有一種成就感，覺得付出有了收穫，而這

筆通報獎金已經納入隊內的公基金，成為實質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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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升高，防疫進入長期抗戰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發生了，就面對，做好充足的準備，是未來持續抗戰

的不二法門，感謝各地志工在這次蟲蟲大作戰中付出的心力，炎陽下的每滴汗水，都將

落在土地中成為公民素質提高的養分！(資料參考：上下游新聞市集)

▲▲志工接獲任務後隨即前往田間找蟲

▲防檢人員進行挖除及掩埋作業

▲▲發現蟲跡待防檢人員確認與鑑定

▲吳分隊長帶領採訪人員重回現地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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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照片「祖孫情」

107年經濟部水利署辦理了「防汛護水-真正有影」防汛護水志工值

勤照片暨短片競賽，照片組首獎就是以「祖孫情」為名，一同淨灘撿拾菸

蒂的照片。淨灘活動當天，外婆為他示範用夾子撿拾菸蒂，他跟著做得有

模有樣，讓旁人拍了下來。那件背心對小小的身軀而言，著實太大了，都

長及腳踝，但在太陽下，一大一小的身影，很是動人。

 林美麗有兩個年齡差了15歲的外孫，從小跟著外婆忙於公益事務。

20來歲的外孫還在專科唸書，寒暑假回家就會陪著巡視水情，也會主動參

5

用照片記錄精彩人生

年度主題【影像背後的故事】

第八大隊 林美麗
志工
故事 來到防汛護水志工第大八大隊林美麗位於台東市的家，客廳的牆面和桌面滿

滿都是照片，而另一面牆上則掛滿了獎狀，勾勒出林美麗精采生活的輪廓。

熱心公益的美麗姊，所加入的志工團體卻唯有防汛護水志工，她說：「防汛

護水志工讓我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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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影像背後的故事】

加公益活動，是個不可多得、熱心助人的少年郎。還不到5足

歲的小外孫，只要從花蓮回到台東外婆家，在跟著探視安養院

與獨居老人時，總會主動說出撫慰人心的話語，撫慰心靈。

寒假尾聲遭遇一場死裡逃生的車禍，住院3個半月歷經多

次手術，迄今仍未痊癒。以擔任防汛護水志工為榮的林美麗，

在出院未久仍執意參加6月舉辦的表揚大會。只因，穿上雨

衣、雨鞋去執行防汛護水志工的任務，可以真正帶給人幫助，

帶來扎實的榮譽感。

熱心助人的家風用身教傳承

從不諱言自己是失婚婦女的林美麗，非常感念娘家父

母、兄嫂，在她的結束婚姻時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尤其是母

親，積極又能幹，小時家中食指浩繁，兄弟姊妹有7個，母親

努力賺錢以分擔家計。雖然母親為生計十分忙碌，但卻是古道

熱腸的人，行善從不落人後。並且特別重視家人間的關係，因

此整個家庭凝聚力很強，即使孩子們長大各立門戶，也經常一

大家子團聚，承歡膝下。迄今父母都已過世十餘年，兄弟姊妹

們還是時常團聚。

▼祖孫情：示範如何維護環境

▲▲▲單親卻溫暖不打折

▲▲大外孫陪著巡視水情

▲小外孫陪著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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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麗即使為生活疲於奔命，仍細心觀察生活周遭須要幫助的人，一開始是發現行

動不便的獨居老人光顧攤位，熱心開車載回家。進而發現了許多偏遠、獨居的老人需要

幫助，不時送餐、噓寒問暖及提供各種協助。林美麗的一雙兒女，從小看著母親撐起家

庭，也因此早熟懂事。家風已經傳承到了外孫身上，看到熱心助人的美好特質萌芽。

除了擔任防汛護水志工，林美麗同時參加了一葉蘭同心會、台東金門同鄉會、獅子

會、婦女會、行善家族等等團體。家裡的一面牆貼滿了家人生活點滴的照片，另一面牆

掛滿各式各樣的獎狀、感謝狀。盡心盡力於每一個團體，不只出錢、更要出力才行。

有一次颱風，林美麗擔心一位獨居老人的安危，於是便開車去看他。果然豪雨沖

刷著屋邊的土地，水勢彷彿隨時都可能灌進屋來，風勢太大以至於雨水都打進屋簷下。

老人家驚恐萬分，不敢進屋，在屋簷下全身濕透，不停的顫抖。美麗姊幫忙擦乾他的身

子，適巧里長也來了，才共同把老人家帶離危險之地。過程雖然有些驚險，但人平安就

是美麗姊最大的安慰。

積善之家福澤深厚

牆上的照片真是玲瑯滿目，有不同階段的全家福，各個值得紀念的時刻，一兒一

女成長的紀錄…。林美麗說，最初只是想將孩子成長的點滴留下來，更是自己美好的回

憶，漸漸攝影的範疇越來越大，變成興趣。

3年前從經營的豬肉攤退休，雖是獨居但生活絲毫不得閒。在外，有許多志同道合

的朋友，一起從事公益活動；回到家，或者欣賞一幀幀照片，讓思緒跟著美好的回憶流

轉；或者閱讀名人傳記，從別人的事蹟砥礪自己；又或者拿起毛筆練字，不荒廢自己數

十年的書法功力。

年初從花蓮返回台東的對撞車禍，一車四人都受傷，其中以林美麗傷勢最重，根本

是鬼門關前繞了一圈回來。但是換個角度看，能夠脫險真是福澤深厚。想起在訪談中她

一再提到︰「擔任志工，真的可以行善。」再看看那張「祖孫情」的得獎照片，以及她

最在意的家風傳承，就用「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為這次訪談的總結吧！

滿滿的照片、滿滿的
回憶

自成一格的書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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荖濃溪上游的瑰寶

年度主題【防汛抗旱，無遠弗屆】

第七大隊 沈珊伊
志工
故事寶來地區以溫泉及荖濃溪泛舟聞名，在莫拉克風災期間遭受重創；沈珊伊風

災過後投入地方水患防救服務工作，是荖濃溪上游防汛護水最堅實的依靠。

身為偏遠地區的志工，沈珊伊並不覺得壓力大、負擔重，她認為自己只是多

學習些防災、減災知識，最好用不上，但必要時就可以幫助鄉里。

最上游的防汛護水志工

寶來的泛舟結合溫泉，是南橫風景線的核心，為地方帶來了繁榮。然

而民國98年的莫拉克風災，短期造成性命財產的嚴重損失，更長期衝擊產

業生態；連續豪雨挾帶的大量土石泥沙改變了河床的樣貌，暗石旋渦致使

危險性大增而不再適合泛舟。少了一車一車的泛舟客，且南橫公路的地質

仍然不穩，目前就只剩假日能有些零星的泡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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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河川局的同仁公出到桃源區、

六龜區一帶時，時常在陳寶桂女士與女

兒沈珊伊經營的餐館享用午餐。102年女

兒沈珊伊代替分身乏術的兄長成為土石

流防災專員，當第七河川局招募時，沈

珊伊更是毫不猶豫地加入，成為荖濃溪

最上游的防汛護水志工。

每當有豪大雨的訊息，沈珊伊總是

不待運用機關提出要求，便啟動專屬的

水情觀測SOP。先在定點架設好雨量

筒，繼而前往寶來溪橋、寶來一橋、寶

來二橋巡察，觀望橋下的水位標示、看

水流情形並拍照，並將巡察情形通報給

荖濃溪分隊分隊長，最後依水保局要求

回報累積雨量。

▲莫拉克風災後，對岸山坡的植披仍未復原

▲觀測寶來一橋及寶來溪匯入荖濃溪

▲同一個點能觀測寶來溪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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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龜出身的區長楊孝治，十分推崇沈家對地方的
貢獻

主動出擊，樂於成為民眾和政府的橋樑

即使政府防災工程逐年加強，寶來二號橋也設有即時水位監控設備；防汛護水志工

最大的價值在於防範未然，以及彌補監控設備有限的涵蓋範圍。例如當監視鏡頭被過大

的雨勢遮蓋時，河川局承辦會直接撥電話給沈珊伊，希望在無安全顧慮的情況下前去巡

視水情，聲聲叮嚀千萬要注意、別逞強。河川局對掌握水情的謹慎、對防汛護水志工的

愛護，著實令人覺得窩心。

回想第一次於豪雨期間巡察水情時，警察制止她繼續往溪邊走，為志工的身分解釋

了老半天。同樣地，在颱風豪雨期間看到任何人在河邊逗留或撿拾漂流木，沈珊伊也一

定會阻攔，絕不放鬆。因為擔任志工，加上哥哥是里長，有些時候沈珊伊會扮演民眾和

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樑。當地居民對政府措施有意見、不瞭解的時候，往往透過他們兄妹

來反應，保持良好溝通管道，倒也成了沈珊伊的服務項目。

提到擔任防汛護水志工這些年的建議，與母親同樣好學的沈珊伊最大的缺憾是較少

參與教育訓練；地理區隔造成的交通不便並非主要因素，而是訓練多辦理在假日，對於

經營餐廳的沈珊伊來說是極大的門檻。她說︰「我很喜歡上課的感覺，而且可以跟志同

道合的朋友們聚一聚，很開心！」未來倘若能在平日也有教育訓練課程，肯定能見到沈

珊伊爽朗的笑容。

承先啟後，好學、熱心、開朗孕育小生命

 父親沈業榮先生民國77年從林務局退休，在地方上素有熱心公益的好名聲，包含

鄉土文史、產業發展、環境維護等都是意見領袖。母親陳寶桂女士甫卸下擔任16年的

寶來義消分隊顧問團長，也曾擔任農會

會員代表，備受鄰里的尊重。兄長沈振

揚於高雄縣市合併後擔任里長至今，在

妹妹接棒前就是擔任土石流防災專員。

沈珊伊說：「媽媽本身自幼失學，好學

的她認為知識很重要，聽說當志工要上

課學習，益發鼓勵我參加，多增長些知

識。」不斷學習與熱心助人，深埋在這

一家人的血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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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尾聲才知道結婚三年的沈珊

伊已經懷孕約6個月，即將迎來小寶

寶。作息一如往常且行動依然敏捷，

絲毫不見孕婦的樣態，所以連鄰居都

不知道。忍不住提醒她，值勤小心

點，別再往溪邊爬上爬下的；動作慢

一點…。沈珊伊一臉燦笑的說：「沒

關係的，我會小心！」或者，這也是

一種胎教，在媽媽肚子裡的小寶寶，

已經體認志願服務的美好本質了。

離去之時，開始下起霏霏小雨，

雨傘下的沈珊伊揮著手，她用勇敢、

堅強、積極、開朗孕育了小生命，唯

有以最大誠心祝福她和小寶寶，以及

全家！

11

▲牌匾記錄著這一家人為地方的付出

寶來溪匯入荖濃溪旁的寶來一橋



          志工故事

心繫防汛，情牽久久

年度主題【心繫防汛，情牽久久】

第十大隊 莊樹泉大隊長
志工
故事是什麼樣的信念讓人堅守一份志願服務工作，甚至還能擔任吃力不討好的幹

部長達10年之譜？直到和防汛護水志工第十大隊莊樹泉大隊長聊過之後，這

才理解，原來一顆服務救人的心早在30多年前就已萌芽。無論哪一類型的志

願服務，都是用柔軟的心，鋼鐵般的意志，堅持下去。

從八掌溪事件到八八風災

夏日的午後，來到了基隆市七堵區，採訪成立至今不曾離開防汛護水

志工這個大家庭的第十大隊莊樹泉大隊長。第十大隊轄下的七堵分隊有個

簡單的辦公室，座落於基隆地方新聞台-吉隆電視台-附近的公車總站旁，

門前大樹下有組石桌石椅，恰是本次訪談的絕佳地點。

隨著莊樹泉的記憶回到20年前，民國89年發生於臺南的八掌溪事件

後，內政部參考美國、日本之「社區緊急應變隊」及「社區防災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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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各縣市運用民力成立緊急救援

隊；而莊樹泉即擔任七堵救援隊隊

長，運用機關為基隆市消防局。

時序來到民國99年，在八八風

災後，為防災、減災，經濟部水利署

積極籌組防汛志工隊。當時是工程

員，現任第十河川局資產課課長李耀

輝，承接首批志工招募的任務，親自

四處拜訪村里長尋求協助；聽到來意

之後，里長腦中浮現的第一個臉孔就

是莊樹泉。

七堵分隊成軍

當莊大隊長了解成立防汛志工

的目的之後，當下爽快答應加入志工

隊，並把七堵救援隊的25名弟兄一起

帶過來，成為了防汛志工的基石。成

為防汛志工之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將七堵分隊擴充至35人，招募隊員的妻子和友人成

為捷徑。最終總算不辱使命，在期限之內達標，第十大隊七堵分隊正式成軍！

相較於第十大隊的其他分隊，七堵分隊轄區特色是範圍較廣且四周環山，諸如四腳

亭、深澳坑、友蚋、瑪陵、大武崙等地，轄區內有為數眾多的水門。礙於早期工程設計

上的限制，水門的開關操作仰賴人力，防汛期間少關或少開了一個，都可能造成河水倒

灌的淹水的情況發生。由於轄區幅員廣大、部分道路狹小，志工值勤多以機動性最高的

摩托車為交通工具，莊樹泉特別重視執勤的安全問題。

從一開始即規定絕不可單獨1台機車出門巡視，即使為2人共同執勤，避免隊員摔車

或掉下山溝卻無人協助通報。因此規定執勤巡邏至少為4人、2台機車結伴同行，人數更

多時再分配路線，每條路線分別由小組長帶領夥伴前去巡視水情。造就了隊員間相約巡

視水情的優良傳統，不細分責任區，最多時甚至有10多人共同巡視轄區的每個水門及防

汛熱點的壯觀畫面。

▲▲七堵分隊的根據地

▲具體而微的戰情中心

13



          志工故事

談到其他分隊的值勤特色，莊樹泉從大隊長的角度肯定所有分隊的服務成果。另外

向我們介紹汐止分隊及板橋分隊最為特別，巡視路徑必須沿著高灘地與堤防，許多段道

路已規劃為自行車道或人行步道。因而分隊成員必須申請高灘地識別證，值勤時才能進

入管制路線巡視水情等相關勤務工作。

眾望所歸的大隊長

莊樹泉回憶道，在防汛志工成軍之初，第十大隊各分隊長相繼選出後，眾人推派自

己擔任大隊長一職。志工們不計較職銜名利，只是一心為社會付出，因此志工幹部迄今

幾乎都沒有換過。各分隊在汛期一同值勤與平時感情連繫，然而當大隊於交流活動、汛

前會議、表揚大會等場合相聚時，總會利用時間規劃一起出遊，相互交流彼此的點點滴

滴及營運管理上的想法。志工大隊成員已經不只是工作上的夥伴，更是一起患難與分享

喜悅的家人。

莊樹泉謙遜地說，擔任大隊長期間雖然沒什麼最難忘的事情，有的只是對於自己

身為大隊長的那份責任感。大隊長不過就是的志工團體中的一員，身為志工，沒有什麼

要求，純粹是發自內心想服務社會。莊樹

泉講述著在第十大隊大隊長生涯中的小故

事，一路以來看著大隊不斷成長茁壯、團

結一心，感謝每位隊員的無私付出。就旁

人聽起來，其實是每件事情都難以忘懷。

時光流逝，防汛護水志工晃眼10年歲

月已然過去，莊樹泉開始認真思索傳承的

問題。近來，自幼看著爺爺認真為社會貢

獻而倍受影響的長孫，也主動提出了明年

投身志工服務的想法。期待接受防汛護水

志工的專業培訓，成為一位不輸給自己爺

爺偉大的防汛護水志工，未來替爺爺繼續

走下未來更多個10年歲月。

▲▲淡水河流域就交給第十大隊

▲守護河川 2 0 載

14    



2019
水利署防汛護水志工季刊

配合現地，以特殊工法完成的引水設施

志工愛分享
武界壩頭社水庫參訪心得

第六大隊  吳明峰

第六河川局配合今年志工表揚大會，安排了南投縣仁愛鄉武界地區的異地參訪。進

入該地區的捷徑是埔里的鄉道，但因道路狹窄禁止大型遊覽車通行，是以志工們分乘多

部九人座休旅車前往。

前兩天強烈鋒面才剛剛掠過台灣，造成多處淹水，所幸並未產生重大災害。鄉道因

連日豪雨，所經過之路徑與隧道湧泉不斷，天然瀑布隨處可見。約莫50分鐘後，抵達武

界部落，大夥下車步行參觀，布農族紅白相間的菱型標誌隨處可見，兩位小女孩在家門

前地板上潑水，當成滑水道玩耍，自得其樂。走過武界吊橋，橋下濁水滾滾翻騰，可以

想像前幾日雨量有多大，而自周圍環繞翠綠山巒匯聚的雨水，直瀉河川，相當壯觀。

隨後前往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它係引濁水溪本流經引水隧道匯合流入日

月潭。此項水利工程的特色是建造輸水鋼管拱橋，以跨越濁水溪及克服河床高差，避免

武界壩放水影響設施安全，故採用兼具安全，美觀及融入現地景觀的特殊工法施工。大

15



          志工廣場

12    

夥皆為該工程所能達成的效益所折服，紛紛在引水拱橋處留影，並讚嘆工程人員鬼斧神

工的技術。

餐後往武界壩方向前進，在思源吊橋之前的一段步道，高大樹木遮蔭，阻擋了正午

熾熱的陽光，行來涼爽宜人。但一過吊橋，迎面而來的是陡峭的水泥坡道，整條邊坡皆

設置不銹鋼扶手，以扶助上行，可見此坡之險峻。隨著坡道一路直上兩百多公尺，眾人

發現一處陰涼處，可享受自下方河川逆襲而上舒爽的清風，讓人捨不得離去。在觀賞了

武界壩的雄偉後，依依不捨地下山，結束這趟有意義的武界水利設施旅程。

▲鹽水溪下游夥伴

參訪後合影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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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愛心護家園，水時來動員

108年防汛護水志工績優表揚大會後記

志工服務隊於99年成立，迄今已邁入第九個年度，歷年來不斷精進組織能量與服務績效，並於106
年獲得全國績優志工團體之殊榮，獲蔡英文總統頒獎表揚，對於無給職之民間組織來說實屬不易。

本年度於臺中黎明辦公區禮堂辦理「108年防汛護水志工績優表揚」活動，藉以感謝服務隊績優成

員之辛勞，並表彰志工們在時間的洪流中展現生命的寬度，期未來持續在防汛救災志業投入，繼續

擔當水利署不可或缺之民間夥伴。 

 98年莫拉克颱風發生迄今已屆滿十年，它對家園的摧殘，是國人難以抹滅的共同

記憶，也可說是當年志工夥伴投身水利防災志業的動機。這些年來，破紀錄的颱風豪雨

仍時而發生，所幸有各大隊志工的熱心襄助，不論平時災時，不分晴雨晝夜，克盡本份

擔負防災眼線，減少了水患災害發生的機會，也傳達了自主防災的重要。

經濟部水利署於6月17日下午在臺中黎明辦公區禮堂舉行「108年防汛護水志工績

優表揚大會」。經濟部曾文生次長致詞時特別感謝志工在每次颱風豪雨來臨時，都能做

好「災前整備、災中應變、災後復原」的各項工作，針對內外水區域進行巡視及災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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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有效協助災害防救單位進行後續處置，也對志工在其他

服務範疇中所付出的心力，例如災中救難、交通指揮、淨溪

淨灘及家園環境維護等，表達感佩之意。志工大家長水利署

賴建信署長則表示，打造韌性城市、增加城市抗災能力是水

利署目前治水重點，而志工夥伴在防災體系中是最柔軟、最

有韌性的一塊，彌補了工程和公務人力之不足。

防汛護水志工隊成立9年，共有10個大隊、將近1,600

人，在106年曾獲得全國績優志工團隊獎項。每年則由經濟

部水利署辦理志工績優表揚大會，來慰勉及感謝志工的辛

勞。今年活動主題為「愛心護家園，水時來動員」，賴署長

說這正是防汛護水志工的日常，也是最可貴之處。他希望志 

工夥伴們未來協助水利署持續擴增防救災眼線，提升基層水

患防救能量。大會中特別安排「共顧家園」儀式，邀請各機

關代表共同參與，也同時象徵了政府與民間的合作無間，期

望在未來漫長的防災路上，大家都能夠持續站在自己的位置

付出己力。

▲經濟部曾次長及水利署

賴署長擔任致詞貴賓，

共同感謝志工夥伴守護

家園的辛勞

▼防汛護水，有你有我，

各角色的付出才能成就

防救災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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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大會中頒發「傑出貢獻獎」、「精神標竿

獎」、「熱忱服務獎」、「榮譽獎」、「幹部服務獎」

及「全勤獎」等多項獎項，其中象徵最高榮譽的「傑出

貢獻獎」由第四大隊、雲林縣二崙鄉義庄村村長李春生

獲得。李春生村長行事低調，擔任志工出錢出力，只要

事關維護地方及河川安全與環境，他都積極地主動處

理，將志願服務的精神發揮淋漓盡致。

107年度防汛護水績優志工人數及名單(部分獎項受限篇幅僅陳列獲獎人數)

獎項 獲獎人/分隊

傑出貢獻獎 第四大隊李春生

精神標竿獎

(個人)

第一大隊莊壽春、第二大隊陳宏齡、第三大隊黃澄源

第四大隊吳香花、第五大隊蔡維志、第六大隊許榮欽

第七大隊郭碧玉、第八大隊劉人升、第九大隊邱金仲

第十大隊吳清江

精神標竿獎

(分隊)

第一大隊柯林分隊、第二大隊第三分隊、第三大隊第五分隊

第四大隊第六分隊、第五大隊第一分隊、第六大隊曾文溪中游分隊

第七大隊荖濃溪分隊、第八大隊第二分隊、第九大隊光復溪分隊

第十分隊七堵分隊

幹部服務獎 各大隊2-3人，總計24人。

熱忱服務獎 各大隊共計87名志工獲獎。

榮譽獎
1.本年度共計83名志工獲得二級榮譽獎。

2.本年度共計52名志工獲得一級榮譽獎。

全勤獎 各大隊共計374名志工獲獎。

會場外的榮譽榜，展示
績優志工服勤事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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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廣場

本年度表揚大會中還有另一個亮點是志工夥伴的服勤影像展，在會場展出107年服

勤照片及短片競賽之獲獎作品，同時也請蒞臨現場的志工將107年志工短片競賽的得獎

作品剪輯，並邀請大會主持人擔任一日志工，體驗志工的日常，在這些影像裡，都可以

更加了解志工服勤的辛勞以及對鄉里的貢獻。

▲大會特別製作志工體驗影片及107年競賽得獎作品剪輯安排播放

▲志工夥伴開心張貼服勤照片，並與紀念背板拍照

  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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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任務曾在101年進行調整擴充，其後隨著專業知能的熟稔以及服務情懷的發

揚，更多自發性的應變作為，例如災中救難、災後復原等，都可以看到志工夥伴的服勤

身影，可謂全方位投入河防安全守護。未來各河川局將針對內水防汛熱點增加資訊來

源，包括擴大配置防汛護水志工，將志工的行動力與防護力，擴及到河海以外的範圍，

任務的擴充，除了是責任的賦予，更是能力的肯定！因為各位的服務奉獻，讓家園更加

安全、水岸更加美麗，今日的榮耀時刻，讓我們為彼此喝彩，更期許團隊能夠永續茁

壯，共同促進與水共生共榮的實現！

感謝志工

夥伴在時

間洪流中

展現生命

寬度，防

汛護水，

路長〜情

更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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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園地

3.「防汛護水
英雄聯盟」
粉絲專頁

2.「防汛護水志工園地」網站

1.提供季刊PDF檔

4.線上瀏覽電子書

季刊  化
節能減碳救地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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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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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