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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季刊中，將防疫期間珍貴的志工畫面收錄編整，回顧志工夥伴在疫情中如何堅

守崗位。此外，也有一批志工參與國家防疫措施，第七大隊許珠美志工本身是藥師，日

以繼夜的協助發放口罩，守護旗山地區的健康。第三大隊的馮詠淮副大隊長與林金玉志

工身為里長，幫助個案居家隔離，也安定里民的緊張心情。

無論是執行例行任務，還是配合政府防疫，防汛護水志工都是臺灣最堅實的後盾之

一，一同來看這群默默付出的美麗身影！

新冠肺炎襲臺-防疫期間，我們這樣出任務！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臺甚大，舉凡需要跟人近距離接觸的活動都急喊卡！防汛護水

志工亦不例外，在這些繁忙抗疫日常中，志工夥伴依然盡力完成看顧家園任務，甚至第一

線參與防疫作戰，十個河川局也扮演志工的強力後援。

第一大隊│新進志工基礎訓練&特殊訓練

第一大隊這批新進志工主要由各分隊長和志工邀請地方熱心士紳共同參與，而新進

夥伴可不只畫面中這些人！疫情期間，第一河川局將所有新進志工分梯次受訓，確保在

室內也能夠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專題報導

2    

第二大隊│頭前溪防汛暨防疫宣導活動

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影

響我們的生活。沒碰到疫

情時，本都是志工夥伴聚

集一起在室內上課，因為

疫情關係，第二河川局改

變防汛宣導作法，除了從

室內搬到戶外，也由講師

授課改為發放宣傳摺頁及

紀念品。

第二河川局承辦人曾柏峰副工程司表示，為了避免群聚感染，這個活動分好幾個地

點進行，民眾出席狀況踴躍。河川局同仁利用志工和民眾排隊等待時，把握機會宣導防疫

及防汛觀念，針對年紀較大的志工長輩，格外叮嚀提醒他們，外出巡水時要注意安全。

此次防汛暨防疫宣導活動在白天舉行，年輕人大都因工作無法參加，特別交代拿到

摺頁的家中長輩回家也要記得對孩子及孫子宣導！

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共兩天的課程中，量體溫、戴口罩、酒精消毒不可少。李銘宜

大隊長表示，志工們不僅身體力行配合防疫措施，還會互相提醒夥伴注意身體健康，關

愛之心不只展現在守護家園，夥伴相處上也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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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大隊│防災防汛演練

由臺東縣政府主辦的水災防災防汛演習，這次在以溫泉著

名的知本舉辦。第八河川局許志興正工程司表示，此次演練結

合當地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進行，而防汛護水志工在當中負責通

報水情、疏導民眾以及協助撤離的任務。

「各單位演練距離都拉滿遠的，量體溫、戴口罩這些都

要，」江玉娥大隊長補充說明。此外，主辦單位也控制參加人

數，避免太多人導致群聚感染，

第四大隊過去大都在活動中心內舉辦汛前座談會，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關係，這次特地跟位於自強大橋旁邊的

果菜批發中心借場地，「場地才夠大，空氣也能保持流

通，」第四大隊陳正文大隊長時時保持防疫警覺心。

按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大隊長跟分隊長在志

工報到入場之前，先把椅子排好並且消毒，志工排隊入座之前，須佩帶口罩，並且量額

溫、使用酒精消毒才開放入場。

陳正文大隊長提到，疫情期間若是出外巡視，遇到需要汽車共乘時，一定要將窗戶

打開，保持車內空氣流通，降低感染風險。

☆大隊長小叮嚀：騎車外出巡視一定要穿水利署發放的兩截式雨衣，因為一件式雨

衣若是不小心捲入機車馬達裡，容易發生意外，要特別小心！

第四大隊│汛前座談會



          專題報導

即使是疫情期間，第十河川局依然安排模擬演

練，就是希望各部會能為汛期做好萬全準備，但也為

此些微調整，縮小演練規模，防汛護水志工僅派兩位

代表參加。

這場模擬汛期演練是工務課負責辦理，防汛護水

志工配合出席。演練地點位於二重疏洪道，這個地點

同時也是彭興分隊的服務區域，由吳清江副大隊長跟

陳淑鶴志工代表出席參加演練。

「十河局這麼盡心盡力安排，我們也是盡量配

合，」吳清江副大隊長說。第十河川局林晏佐工程員

表示，雖是疫情期間，但是志工機動性高，配合度

高，才能順利完成演練。

第十河川局的用心不只於此，疫情期間，為了讓

志工如期完成教育訓練，先請講師錄製好上課影片，

並上傳網路平台，志工只需要在家裡點開YouTube就

可以觀看，看完後再填寫問卷。一方面降低群聚感染

的風險，一方面也可確保志工們都確實完成教育訓

練，真是一舉兩得的好方法！

第十大隊│模擬汛期演練&線上教育訓練

當天天氣很熱，口罩幾乎都戴不住，

但志工為了遵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令，

參與演習的同時還是認真配合防疫措施。

位於臺灣後山的臺東縣，到現在依然

是新冠肺炎疫情零確診的淨土，不過大夥

兒可沒有因為這樣就掉以輕心，參加防災

防汛演練時，基本防疫措施還是得做好，

身體健康之餘，才有力氣繼續守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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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也防疫－發放口罩護健康，

旗山地區的健康諮詢師

▓教育宣導

嫁作旗山媳婦後，許珠美志工和丈夫一起創業開藥局，深耕旗山41年，替居民的身

體健康把關，八八風災後，更加入防汛護水志工，守護當地生命財產安全。

搭著高雄市快捷公車到旗山小鎮，沿著旗南一路走，這次受訪的許珠美志工就在路

旁的一家藥局裡。因為藥師身分，許珠美志工參與了政府防疫行動，使命感支持著她一

路前進。

每天睡不到5小時，只為讓民眾能安心領口罩

一踏進藥局，許珠美志工用開朗笑容迎接我們，一邊請先生招呼，一邊應付客人詢

問，在在顯示「以客為尊」。

談起新冠肺炎防疫期間的心理壓力，許珠美志工立刻皺起眉頭，「壓力真的很大

啊！」身心都處於緊繃狀態，擔心口罩不夠之外，天還未亮，睜開眼睛，就看見藥局門

口大排長龍。

志工故事 第七大隊

許珠美志工

許珠美志工開設藥局深耕旗山41年，是在地的健康諮詢師。

5



          志工故事

①許珠美志工和先生湯憲良彼此扶持，成為對方最堅強的後盾。

防疫期間，每天分裝2000片口罩，耗時兩個鐘頭完成。一般人不會注意到的是，領

處方籤的人也變多了。礙於疫情，大家盡可能避免去醫院，需要長期用藥的患者自然到

藥局領藥，無形中增加藥師工作量。

「每天都凌晨兩、三點才睡，隔壁早餐店老闆都起床準備要工作了，我們才剛要洗

澡、休息，隔天還是一樣八點開門。」許珠美志工的丈夫在一旁補充。許珠美志工也分

享，即使辛苦，每次疲乏之時，打開電視新聞，看見全世界政要人物肯定臺灣的防疫工

作做得很好，精神頓時都來了，比咖啡還好用！

實施口罩實名制政策的過程中，為了不讓民眾排隊等太久，採取發放號碼牌機制，

民眾卻抱怨為了領口罩跑兩趟；有些人領了今天的號碼牌，隔天才來領口罩；領不到口

罩發脾氣的客人也遇到過…。許珠美志工除了先安撫大家的情緒之外，也請民眾可轉至

衛生所領取口罩，有時甚至貼心地將藥師配給到的口罩分一片給客人，「可以理解他們

領不到口罩的恐慌」。

各樣亂象、心煩的事沒有少碰見，許珠美志工坦言，真的很累，也想過要放棄，但

是念頭一轉，臺灣遇到這種大災難，就是要互相幫忙，又能夠繼續堅持下去。

助人的心念，不僅在工作實踐上，她更選擇投身防汛護水志工，以行動守護家園。

八八風災重創高雄，為守護家園投身志工

民國98年，莫拉克颱風侵臺，那場大雨重創高雄六龜和那瑪夏地區，位於下游的旗

山地區也無法倖免。

「河岸潰堤，橋也斷掉，水都流進香蕉田，豬舍裡的豬被水沖走，醫院裡的機器報

銷，連旗山轉運站都被土堆掩埋…」回憶起十年前的情況，許珠美志工記憶猶新。

②疫情期間，藥局外面領藥的民眾大排長龍。

③疫情期間，平均一天睡不到五小時，只為了讓民眾能安心領到口罩。

① 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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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旗山社會服務志工隊隊長的她，早晨六點多接到電話，請志工幫忙籌備午餐，

再抽空上山查看災情時，山上已經面目全非。

意識到平常就要做好防汛整備的重要性，民國99年，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成立，在

現任第七大隊林福仁大隊長邀約下，她懷抱著回饋社會的心加入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

利用工作空檔巡視，頂著正午太陽也不喊累

有些志工利用早晨或是黃昏巡視，但考量工作特性，加上旗山地區居民都很早起就

來藥局，許珠美志工都利用客人較少的中午時段，頂著大太陽，騎摩托車出去巡視。

豪雨颱風發布時，她心裡會很緊張，總是要約夥伴李美蘭志工一起出外巡視一番才

會安心。「自從志工隊成立後，沒有再遇到毀滅性水災，」她欣慰地說。

除了參加防汛護水志工之外，她同時也是環保志工，「社會對我還不錯，有一碗飯

給我們吃，回饋一下，不會花多少時間。」

「我的太太一生沒有為過自己，都是為別人。做志工服務社會，在家裡帶小孩，接

著奉養公婆，現在又要顧孫子…」許珠美志工的先生眼中的她就是如此燃燒自己，照亮

他人。

夫妻倆理念一樣，彼此都抱著回饋社會的心加入不同的服務單位，這是臺灣的福

氣，也是旗山地區美好的祝福。

採訪的一個半小時內，至少來了十幾位客人，有的要買眼藥、有的要詢問口罩、有

的要買明星花露水…，許珠美志工深耕旗山41年，居民碰到一些身體毛病時，都已經習

慣向她諮詢，儼然化身為旗山地區的健康諮詢師。無論是民眾的健康，還是旗山地區的

安全，都有她的一份溫暖投入。

④許珠美志工運用工作的空檔熱心巡守旗山區。 ⑤李美蘭志工是許珠美志工最好的夥伴，總是相
約出去巡視。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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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召力十足的林金玉志工，很早就參與志工組織，從環保志工到防汛護水志工都有她

的身影。身為里長的她，在新冠肺炎疫情更扮演重要角色，化身為里民的心靈諮商師。

          專題報導

防汛也防疫－幫助個案居家隔離，

照顧里民身心安定

▓教育宣導
志工故事 第三大隊

林金玉志工

沿著地址尋找採訪地點，還沒看清門牌號碼，一位短髮時髦女士看見我們，隨即開

口招呼，正是我們要拜訪的林金玉志工。「來！來！來！這只有我們台中才有的水果，

你們吃吃看！」熱情的款待為此次採訪拉開序幕。

疫情期間，徬徨中的安定力量

時至六月底，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趨緩，但林金玉志工心裡仍保持戰戰兢兢的狀態，

她除了是防汛護水志工之外，還有另一個身分─台中市豐原區豐榮里里長。

林金玉志工分享，「如果疫情沒發生，我都沒有意識到原來里長這麼重要。」疫情

嚴峻期間，里長必須與里幹事、派出所、衛生所保持緊密聯繫，確保每一個從國外回來

的人都能確實做好居家隔離，實施自主管理。她會幫居家隔離者把防疫物品準備好，也

會到家裡看看是否按照規定進行。

林金玉志工與先生柯英宗副大隊長相伴走過四十年，一起熱心公益事，奉獻自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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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人心惶惶，我自己也很害怕，但一接到里民電話，又擔任起心靈諮商的角

色。」一想到回國的人也許更加徬徨，林金玉志工選擇用多一點同理心去理解他們，成

為他們的安定力量。

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孩子隔離期間發燒，手足無措，打電話給里長求救，「也許只是

太緊張，體溫失調，放輕鬆，等兩天後試試看，」她耐心回覆。除了安撫情緒之外，也

會提供後續指引，許多人因為她清楚的引導，緊張擔憂才逐漸消除。

提及疫情期間，曾有人問，可不可以把居家隔離者給趕出去？林金玉志工居中擔任

協調者，請大家多點同理心之外，也用實際行動取得信賴。到處奔走調動物資，請志工

協助發放次氯酸水，讓里民擦樓梯、擦桌椅，盡可能將傳染可能性降到最低，「這樣做

也能夠達到安定人心的效果。」

她自己也是如此，疫情發生後，門把和桌子一天擦好幾次，「已經變成一種習

慣。」連豐榮里的小診所現在也都沒什麼人去看病，因為大家都很認真消毒，衛生習慣

變得比以前更好，不太容易生病了。

擔任里長二十年，林金玉志工變得比以前勇敢，豐榮里的大小事都需經她一手，警

察通報自殺的、獨居老人有狀況的…，「一通電話來，我就出去，因為里民就像我自己

的家人。」林金玉志工守護豐榮里的心表露無遺。

加入防汛護水志工，十年來巡水不間斷

談起參與志工契機，就是民國89年九二一大地震後，體認到災害無常，對於災難

▲疫情期間，林金玉志工(左一)到
處奔走，籌措防疫物資，並分送
給第一線工作人員。

▲林金玉志工(右二)身為豐原區里
長協會總幹事，以當地媽祖廟為
據點，進行防疫物資發放，提供
有限資源給最需要的人。

▲夫妻倆常常同進同出，成為彼此
最強而有力的後盾。圖為跟防
汛護水夥伴一起去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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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故事

事物更加敏感，認知到個人力量太薄弱，林金玉志工分享：「要做事一定要有人才有辦

法！」認為夥伴才是最重要的，因而從環保志工開始組成自己的志工隊。

民國99年，她得知第三河川局招募防汛護水志工，認同這個組織防患未然的價值

後，她便號召環保志工一起加入。

「要去巡水了！」鄰居看見林金玉志工穿橘色背心就知道她要巡視河堤，從街坊鄰

居的談話中也可以感受到，因為防汛護水志工的巡視，居民更能夠踏實的生活。

身兼多種志工身分的林金玉志工說，防汛護水志工跟其他志工最不同的地方在於有

受過專業訓練，相較於一般民眾，對於河流水情、防汛等相關知識，更有概念。

「颱風、豪雨前巡視橋梁、地下道，看一看之後，對於下雨會不會造成淹水，大都

能判斷！」林金玉志工的先生柯英宗志工，同時也是第三大隊副大隊長在一旁補充說明。

熱心公益夫妻，相伴走過四十春秋

趁著林金玉志工接電話時，打趣得問了柯英宗副大隊長，會不會覺得太太很雞婆？

「不會啦，她的個性閒不下來！」對於太太的了解全寫在笑容滿盈的臉上。

「社會上需要我們的地方就去，因為我們比別人多了一份職責。」把持這個信念，

林金玉志工一邊忙著豐榮里的大小事，也透過防汛護水任務持續守護土地。

一旁的柯英宗副大隊長亦是如此，工作之餘，在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裡也擔任幹

部，是妻子最強力的後盾。

夫妻倆結縭邁入四十年，下一個四十年，彼此承諾要繼續成為對方的支柱，繼續用

行動守護地方，哪裡有需要，哪裡就看見兩位的身影。

林金玉志工跟第三大隊21分隊夥伴前往淨灘活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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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也防疫－與里民共體時艱，

無懼守護家鄉

志工故事 第三大隊

馮詠淮副大隊長

談起40多年的志工生涯，馮副大隊長也

覺得自己充滿傻勁。

   防汛護水志工第三大隊馮詠淮副大隊長，無論是擔任里長還是志工，總是跑在最前

面，今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他也用行動來照顧里民。

大安溪畔，臺中市后里區公館里，一個700戶人家的社區。兩線道的路旁，是已結

穗正開始轉黃的稻子，來往行人和車輛很少，地上連一片落葉都沒有，整個環境出奇的

乾淨又寧靜。然而，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這塊土地的靜謐也被迫受影響。

第三大隊馮詠淮副大隊長擔任公館里里長，除了是防汛護水元老級的志工、20年

的公館里里長、也是20多年的環保志工、40多年的民防志工，同時身兼后里科學園區環

保監督小組委員。此外自己經營了一家農機行，多重身分使得他每天行程滿檔。疫情期

間，更是協助政府防疫工作，沒有停下來過。

11



          志工故事

防疫期間，共體時艱

前幾個月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較嚴重期間，

許多里長被防疫事務攪得焦頭爛額，但在公館

里，馮副大隊長說，反而比較不忙，因為所有

的活動都停辦了，一切以防疫為主。

整個公館里約有7至8位從大陸地區返臺必

須居家隔離的里民，當時工作重心就是多加關切這些居家隔離的里民，確認他們是否遵

守隔離規範，有什麼需求就提供支援。

疫情發生之初，資訊不足，當時就有幾位從大陸，甚是武漢返臺的里民，並未被隔

離，大家也毫無防備，後來知道新冠肺炎的可怕，大家很緊張，幸而也都平安無事。

相對於居家隔離，住在檢疫旅館的隔離者要耗費更大心力協助，不僅抱怨多，也比

較不守規矩，情緒上更需要安撫。馮副大隊長說，大家應該共體時艱，忍耐十幾天也就

過了。在防疫這件事情上，他擔任里長就是配合政府措施，盡力做好，妥善照顧受疫情

影響生計的弱勢里民。

平日維護環境，災時即時通報 

即便遭遇疫情，馮副大隊長仍然是大隊長得力助手，公館里如許的整潔，是他每週

號召志工夥伴大家一起來除草、修剪樹木、清掃道路等等，造就了這麼好的環境。

長期擔任志工，在這幾項性質不同的志願服務中，他覺得擔任十年的防汛護水志工

▲公館里的乾淨、寧靜，令人印象深刻。

▲馮副大隊長手機裡記著滿檔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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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最重大、最重要，因為這份服務工作關係到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馮詠淮副大隊長說，此地曾經歷八七水災(民國48年)和葛樂禮颱風(民國52年)造成

的嚴重水患，大安溪堤防潰堤，當地一片汪洋，水退去之後土地流失，留下遍地的石頭。

當地居民費好大的勁，引進濁度極高的溪水，沖掉石頭，留下水中的泥土，才又恢

復為稻田。除了財產的損失，也有人命傷亡，這樣可怕的兒時記憶，促使他在防汛護水

志工隊一成立，毫不猶豫地加入了。

價值無形，防汛護水志工力量無限

馮副大隊長說，防汛護水志工價值是無形的，平時可能不覺得，一旦有事就會發揮

無限力量。志工們好比是遍布在整個溪流流域的監視器，稍有異常，就會通報，許多狀

況也能防範於未然，爭取應變時間。

志工有值勤班表，不過志工們往往不論是否當班，總是習慣性到責任區繞繞。他說

只要加入志工的行列，責任感油然而生。尤其碰到颱風天，更是夜不成眠，從雨聲大小

來判斷該不該出去走一趟。

擔任志工期間，很欣慰沒有發生重大災害。遇到颱風、水患，為了搶修，往往不等

區公所有所動作就先號召志工清理復舊，他也將自營農機行中的機具，如鏟土機、挖土

機、堆高機等提供運用，以盡早復原。他說，颱風受災地區絕非只有公館里，區公所也忙

著各處復原工作，志工們能做就先做了，所以公館里的道路往往是后里區最早復原的。

▲大安溪是馮副大隊長的責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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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故事

從事服務身先士卒，別人不做的他一肩挑

馮副大隊長凡事身先士卒，例如后里科學園區

環保監督小組委員，每年需檢視污水管1至2次。污

水管深達60公尺，相當於地下20層樓，馮副大隊長

形容那個深度是下去了就幾乎爬不回來。而且污水

管裡空氣稀薄又污穢，即使戴了口罩，難聞的氣味

還是令人作噁，但是多年來他都是唯一下去檢視的

那個人。或許真是受到污水管裡極糟空氣所害，導

致他罹患肺疾，於去年中秋節動手術治療。

眼前的馮副大隊長已然痊癒，氣色極好，而且

仍積極地從事各項服務，或許是「天公疼憨人」，

總能遇難呈祥；更或許馮副大隊長天生就有服務大

眾的DNA，所以一直從事公益活動無怨無悔。

大安溪此時僅於河床中有一道流水平靜和緩的

流著，很難想像遭逢暴雨時遼闊的河面水勢奔騰的

樣子。對馮詠淮副大隊長而言，風雨也罷、疫情也

罷，他就是無畏無懼、不離不棄的守護著公館里這

塊土地。

▲贈送物資照顧生計受疫情影響的弱勢里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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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廣場
汛期正式開始，各大隊值勤囉！

隨著五月來臨，汛期宣告正式開始，全臺各地志工夥伴積極進行例行巡查河川、淨灘、海堤除

草等；在豪雨颱風來臨時，更是出外巡視，以實際行動守護家園！

豪雨颱風中的守護身影

隨著黃蜂颱風愈加靠近，水利署全面警戒，各河川局開設應變小組，通報志工夥伴出動值勤。

第七大隊志工巡視屏東縣枋山海堤，回報海堤水情正常。

第七大隊志工巡視

高 雄 市 旗 尾 堤 防

NO.0+450 處，發現樹

木遭狂風吹斷，阻礙

道路通行安全，立刻

拿出工具協助清除。

第一大隊志工自主加強構造物防護巡查，並且清理維護環境，以防垃圾因大雨

沖刷阻塞排水系統。

▲

梅雨季節來臨，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全臺防汛護水志工齊動員。

▲

第八大隊志工在大雨來襲之前，抓緊時間修剪樹木，用行動打造一百分的家園環境！



          志工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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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面帶來豪雨，不容小覷，全臺各地志工夥伴們接力出動巡視轄區狀況。

▲

第七大隊志工巡視高雄市旗山區，濟公段通往旗尾堤防的產業道路，回報積水約 60 公分。

第三大隊志工發現臺中市龍井區

有小狗受困排水溝，協助救出。

第三大隊志

工相約出動

巡視臺中市

草湖溪，回

報溪水水情

正常。

第七大隊志工巡視屏東縣高屏溪，回報高屏溪大樹堤防

NO.0+200至NO.0+900處，後坡多處沖刷嚴重，通報河川局處理。

連日豪雨造成橋下掏空危機，志工立即通報避免災情傳出。

▲

第十大隊志工巡視時，發現橫溪橋下方沖刷掏空情況，立刻通

報第十河川局情況。河川局得知後第一時間協調相關單位進場

搶險，所幸無造成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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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巡護與淨灘

梅雨季過後，遇到無風無雨的日常，志工夥伴們繼續守護堤防、參與淨灘。

▲

第七大隊志工相約巡視旗山溪左岸煙囪段 N0.0+200

處及旗尾瓠仔湖，回報堤防及水位都正常。

第二大隊把握好天氣，在新竹市頭前溪舊港島舉辦水岸水環境淨灘活動。環境整潔

靠你我，不論年紀大小，眾人聚集齊淨灘，為家園揮灑汗水，讓環境重回乾淨模樣。

第九大隊相約前往石梯坪淨

灘，雖是艷陽高照、汗如雨下，

但看到清出來的一袋袋垃圾，

讓海洋又可以重新呼吸，志工

也甘之如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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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期間，第一大隊

展開例行性工作！加

強巡查河堤、排水口

垃圾清除、環境清理

工作，一同維護美麗

家園。

第八大隊志工夥伴趁著太陽還沒完

全升起之前，趕快抓緊時間出發巡

護河堤，不管是跳進雜草堆裡撿拾

垃圾，還是彎腰撿起路邊的垃圾，

都是愛護家園的方式。



2020
水利署防汛護水志工季刊

19

加強訓練不可少

汛期期間，防汛演練不中斷！累積專業知能，提升防災能量。

▲

第四大隊志工夥伴參加第四河川局舉辦河川及海岸

非工程措施防汛演練，不斷累積專業能量，志工專

業持續提升中。

第五河川局特地安排教育訓

練課程，課程內容包含區域

水情特性、防汛護水志工任

務課程、災害特性管理及警

戒、災情蒐集回報與疏散避

難，志工夥伴都收穫滿滿。

第一大隊礁溪鄉分隊分隊長擔任指揮調度

角色，啟動分組區域巡查、立即回報，並

進行現場拍攝、位置圖彙整、判斷淹水範

圍及拉起警戒線等一系列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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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廣場
志工愛分享

來去南庄走走｜第六大隊吳明峰分隊長

南庄，客家山城，以國際慢遊城市著稱，是許多人在假日時光嚮往的休閒地點，想藉以掙脫都

市充滿快節奏的壓力鍋環境，並感受山間慢活的步調。

初夏六月，在朗朗晴空的早晨七點出門，一路車流順暢，開上中山高速公路，車輛

稀稀疏疏，新冠疫情的影響仍在持續中，貨櫃運輸車輛與大型遊覽車，沿途少見，對整

體經濟損傷之嚴重性超乎想像。

景色優雅的124縣道，山路蜿蜒，兩旁綠意盎然，或大樹、或綠竹，行駛在路上放

眼望去，一片片清新爽目的鄉野與綠樹景象交錯，手握方向盤，開著車在猶如綠色隧道

的路上馳行，陽光不時從樹葉間灑落下來，我們感受它灑在臉上的美好，紓壓的情境令

人心曠神怡。

抵達南庄已近中午，正午的夏日南庄，火熱氣候迎接我們，暑氣持續膨脹著，這是

一個熾烈陽光直射而下，宛如要灼穿肌膚般的大晴天。行經一道斜坡，沿著坡道緩步走

上南庄國小，學校牆面上鑲嵌著一系列有歷史味道的文章與詩句，保存了部分的歷史痕

跡，在感受歷史份量的同時，並不覺得沉重，過往歷史恍若磐石，給了人安定的力量。

利用假日到國際慢遊城市

─南庄走走，偷得半日

閒。

▲南庄百年郵局為苗栗縣十

大歷史建築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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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前往康濟吊橋，橋下的中港溪緩緩流經南庄山城，站在橋上抬頭欣賞環繞的翠

綠群山，與腳下悠悠緩流清澈的溪水，水中還不時出現魚群魚肚翻白的活潑身影，偶而

幾隻小飛鳥輕掠水面。站在橋上，接近黃昏時刻的各項景致變化與山風吹拂，讓人感到

陣陣清爽。許多遊客禁不住溪水的召喚，順著邊坡草徑而下，脫掉鞋子，一步一步走入

沁涼的中港溪。看他們坐在碩大的溪石上，腳ㄚ子划著划著，親近著大自然的恩賜，此

刻，相信他們都已暫時忘卻都市的喧囂，沉浸在山光水色的懷抱裡，偷得浮生半日閒。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人不得閒，往往無所得。閒情生活的

趣味，是發展生活價值的重要過程。利用假期，前往寧靜山城，擺脫日常生活的緊湊步

調，未嘗不是轉化心境的重要生活片段。

南庄的天光雲影令人

著迷，久久移不開腳

步。

▲

南庄老街的康濟吊橋，漫

步橋上可觀南庄老街山城

風貌與溪流景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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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園地

臺灣迎接高齡化社會，政府近年投入大量資源建構長照體系，在民眾面臨照護問題

時，能夠有足夠支援。編輯團隊整理長照資訊之管道與基本資訊，提供志工夥伴參考。

根據衛生福利部資訊，只要家中長輩有失能、失智、衰弱等症狀，都可以撥打1966

長照服務專線，直接線上諮詢，就能由政府協助安排所需服務！

Q1 誰可以申請長照？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55

歲以上失能原住民、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失

能身心障礙者、日常生

活需他人協助的獨居老

人與衰弱老人，皆可申

請。

照顧長輩不擔心， 長照資訊這裡找

健康
專欄

Q2 長照服務有哪些？

長照服務可分為四大

類，包含照顧專業、醫

院交通接送、輔具提供

與居家無障礙環境、照

顧者喘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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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申請長照服務方式？

撥打 1966 長照服務專線，親自洽詢照管中心

若您家人即將出院且有長照需求，可直接洽詢護理站相關資訊

Q4 服務碰到問題怎麼辦？

若有任何長照申請、照顧疑問，都可以直接撥打 1966 長照專線，由專業人員協助。

更多長照參考資訊，

請掃 QR Code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長照專區

《圖片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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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好助手，擋水板小兵立大功

汛期間，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防災社區新購入的防水擋板，在鋒面帶來的豪雨中發

揮功用！圖片中可以清楚看見擋水板的右側水深約五公分左右，但是左側地面卻一點積

水都沒有，小小擋水板卻有大功效！

粉絲團重點新聞粉絲團重點新聞

擋水板四大特點：

1. 強效防水

2. 確實有效

3. 簡易操作

4. 收納方便

想看實際如何操作，

請掃 QR Code 看更多。

提供社福機構水警訊息，防災網絡更健全

5月底的幾場豪雨都平安落幕。

豪雨之前全臺總動員，各單位不斷為

汛期提早準備，水利署特別針對全臺

2518家社福機構，導入淹水警戒語音

電話通報機制，當一級淹水警戒發布

時，自動撥打語音電話，提醒社福機

構注意水情，必要時應向當地消防單

位請求支援，進行撤離。因為有各單

位認真投入，才能不斷精進機制並且

擁有美好成果。

Th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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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小學堂
帶你認識防汛護水大小事

慶 祝 防 汛

護水志工邁入第

1 0年，並讓社

會大眾認識防汛

護水志工，編輯

團隊設計十堂志

工小學堂懶人包

課程，針對志工

由來、任務、常

見水利專業名詞

等，以活潑的圖

文呈現，8月20

日起於防汛護水

英雄聯盟粉絲專

頁開講，邀請志

工夥伴們上線觀

賞，一起轉發給

更多親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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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年紀念專區，開張啦！

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成立十週年，系列活動不僅在防汛護水英雄聯盟粉絲專頁上可

以看見，防汛護水志工園地網站也同步上線！

掃描下方QR CODE進入網站，一起回顧過往十年，參與志工隊十歲生日快樂的喜

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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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汛護水志工園地」網站瀏覽

(另可下載PDF檔)

季刊  化
多元平台看季刊，節能減碳救地球

e
2.「防汛護水志工園地」網站

瀏覽(另可下載PDF檔)

3.線上瀏覽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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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han@triwra.org.tw 信箱，或郵寄至

25170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7-6號
19樓「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黃憶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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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robot Dia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