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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109)年有兩處試行區域聯防，分別為第三大隊和前竹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以

及第五大隊和新嘉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志工隊與社區首度合作，要克服的困難不少，

然而只要目標一致，問題就能解決。本期專題報導，將完整記錄下這些過程，留下歷史

見證，也讓未到場的夥伴們藉此參與其中。

區域聯防，力「捍」江河

　　防汛護水志工與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理念相仿，同樣是運用地方民眾的力量來守護家園

環境，差別在於志工巡護範圍以中央管河川海岸為主，社區則著重在於村里之間自助互

助，透過區域聯防結合兩股民間防災力量，彼此攜手合作，資訊互通、資源互補，在防災

路上共同努力，防汛能量更升級！

防汛護水志工X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區域聯防演練活動合影(109年9月13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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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隊X前竹里防災社區

3月底，首先走訪台中市烏日區前竹

里，提出與第三大隊合作區域連防的構

想。第一次拜訪林東潭里長，就感受到

他的親切與熱情，總是笑臉盈盈又彬彬

有禮的他，讓人感到無比溫暖。

林里長表示，97年卡玫基颱風之

後，號召里民成立自主防汛守護隊，101

年在水利署執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

動與輔導計畫」之下，成立前竹里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以下簡稱防災社區)。

在他的帶領之下，前竹里防災社

區獲獎無數，更是一個敞開雙手、走向

國際的防災社區，拉丁美洲與亞太地區

「永續防災社區研習班」學員就曾經到此參訪。

對於區域聯防的構想，林里長也表達贊同。6月4日，第三河川局、第三大隊與前竹

里社區召開第一場工作會議，確認了防災合作的方向，並建立「烏日區聯合防災平台」

LINE群組，開啟第三大隊與前竹里社區的資訊交換，讓雙邊的防災訊息即時流通，加速

應變行動。會議中，第三大隊蔡鴻仁大隊長也向林里長提出邀請，參加防汛護水志工分

區輔導會議，進一步了解志工的運作。

拜訪第三河川局及前竹里防災社區。
(109年3月30日攝)

區域聯防演練工作會議。(109年6月4日攝)

區域聯防演練工作會議。(109年6月4日攝)

防汛護水志工第三大隊分區輔導會議，邀請前竹里林
東潭里長參加。(109年7月19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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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後，雙方積極展開後續作為。6月中旬，臺中下了一場大雨，林里長首先在群

組中提醒前竹里旱溪水位上升中，請各防汛單位持續警戒！過了半小時左右，第三河川

局蔡佳璋正工程司亦在群組中回報烏日區降雨稍緩等資訊，初步達成資訊互相交流目

的。此外，林里長也於7月出席第三大隊第四場分區輔導會議，他表示，此次交流收穫

豐盛，未來前竹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若有防災演習，也會邀請相關組織一起去參觀，促

進實際互動與交流。

第五大隊X新嘉里防災社區

另一個試推區域聯防地點在台南市後壁區新嘉里。

駛往新嘉里的路上，先是一望無際的稻田，進入村莊後，映入眼簾的盡是蜿蜒小

路，以及路旁的矮房，而矮房前處處可見街坊鄰居坐在家門口乘涼閒聊。

第一次拜訪社區時，一走進活動中心，裡面坐滿了人，他們都是張細雲大隊長邀請

來聽區域聯防如何運作的防災社區夥伴及當地居民，對於家園居住安全的在意完全展現

在對於社區的凝聚力上，張大隊長如何指揮，他們總是盡力配合。

在新嘉里自辦的防汛演練中特地安排一些防汛護水志工任務，像是一起組裝防水擋

板，以及通報負責區域附近水情，培養雙方默契。

時間來到7月中，表訂正式防災演練為9點，8點未到，許多身穿黃衣的新嘉里防災

社區夥伴陸續抵達，就好像準備要嫁娶般熱鬧，而他們也熟練地各就各位、準備執行被

分配到的任務。

3

新嘉里水患自主防災演練，邀請防汛護水志工第五大隊參演。(109年7月15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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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有紫色身影穿梭其間，他們是第五大隊防汛護水志工。雖是防災社區跟防汛護

水志工是不同組織，但在同個地方生活的他們，很多都已是老鄰居、老朋友，一起防災

對他們來說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防災社區收容組呂春女組長就表示：「防災社區跟防汛志工雖是不同組織，但是一

起合作很好，也覺得很有意思，出發點都是為了家園好。」

「互相搭配、連結，這樣子滿好的！」身為防災社區警戒組成員的李相泉大哥也樂

意分享著他觀察防汛護水志工參加新嘉里水患自主防災演練的心得。

兩個單位的互動可不只這樣，因為防汛護水志工第五大隊張細雲大隊長的邀請，防

災社區夥伴也常常參加第五河川局舉辦的課程，互相交流。

透過兩個單位的合作，在面對洪水猛獸時，能提早得知住家上下游水情狀況，不但

能爭取更多時間因應，也能提升當地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當地里民透過觀摩關心社區的大小事，並表示常見區內防汛志工巡視、維護河堤，

每當下雨時，就會出外去巡視水情，「有這些志工巡頭看尾，我們都會比較安心。」

區域聯防預演逐步磨合

先前預定由前竹里與第三大隊進行的防災演練，擴大為將烏溪流域的社區及志工分

隊納入，社區部分包含台中市烏日區前竹里、湖

日里、五光里、光明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以及仁

德里守望相助隊，防汛護水志工則是由第三分

隊、第十七分隊及第二十二分隊進行演練。

在這次演練中，防汛護水志工有3個任務，

第一就是巡視上游水情，並且回報區域聯防群組

平台，確保即時讓下游社區掌握上游水情狀況；

第二，巡視水閘門時，發現有上游的垃圾或是大

型樹枝被沖刷下來而卡住時，立即通報並請第

二十二分隊志工協助；最後，里長發現有住戶因

為淹水被困住而提出請求時，指揮官會請防汛護

水志工第三大隊第三分隊，同時也是山海屯救援

協會成員，出動橡皮艇進行撤離協助。
區域聯防工作會議。(109年8月12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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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工作會議都讓這份合作細節更趨於縝密，每一次預演也讓單位間的流程更

加順暢，有這麼多愛鄉愛土、為家園付時間與心力的夥伴，充分展現臺灣人互助合作的

精神。

區域聯防演練預
演，工作人員進
行側錄。(109年
8月29日攝)

9月正式演練圓滿落幕，共同攜手護家園

109年9月13日正式舉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暨防汛護水志工區域聯防演練。透過共同

成立社區應變中心，結合種子社區四個里的防災資源建立合作模式，並與水利署第三河

川局防汛護水志工第三大隊合作，連結志工巡查，整合上下游降雨資訊，提升災害掌握

之即時性，將自救、互救的單位從個別社區提升至群體社區，強化自主防災能量。

整合現有民間力量，民間防災將邁入新的篇章。水利署賴建信署長也蒞臨現場，期

待藉由此次實際演練，強化區域間的防汛能力，使社區及志工在面對水患時，能更有自

助互救能力，讓資訊的傳遞更方便、更即時。

區域聯防演練預演，二十二分隊志工協助水
門清理預錄。(109年9月7日攝)

區域聯防演練預演，參演志工合照。
(109年9月5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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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賴建信署長蒞臨，期待實際演練能強化區域間的防汛能力。(109年9月13日攝)

109年區域聯防記事簿

3/29│拜訪第五河川局及第五大隊

3/30│拜訪第三河川局、第三大隊及前竹里防災社區

6/04│區域聯防演練臺中場第一次工作會議

6/18│區域聯防演練臺南場第一次工作會議

7/15│新嘉里水患自主防災演練，邀請第五大隊參演

7/19│第三大隊分區輔導會議，邀請前竹里林東潭里長參加

8/12│區域聯防演練第一次工作會議

8/26│區域聯防演練第二次工作會議

8/29│區域聯防演練第一次預演

9/05│區域聯防演練第二次預演

9/12│區域聯防演練第三次預演

9/13│區域聯防演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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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每寸轄區，凝聚在地力量

▓教育宣導

潘聰治副總隊長對防汛護水的志工服務，投入甚深，他把對家鄉的關愛全都挹注於

志工服務中。在夫人林富美女也加入志工隊後，這，就成了他的日常，他的退休生涯。

十年來把防汛護水志工做為志業經營的副總隊長潘聰治，從營造公司退休後的生

活，並沒有變輕鬆。孩子們原本以為爸爸退休後待在家裡的時間會變多，也不必為了確

保安全在颱風天裡留守工地不回家，可以享受逍遙自在的退休生涯。然而，因為他全心

全意地投入志工服務，反而更顯忙碌。

天氣變化全然掌控了心情

潘副總隊長說：「當了志工之後心情完全隨著天氣變化而有很大起伏。只要一聽說

有颱風，自動進入戒備狀態，首先會到轄區走一遍，看看堤防、防洪設施是否有異狀，

先做好準備，用現在的說法就是超前部署。我負責的轄區，從六龜到車城，來回一趟有

200公里，巡察一遍就要花上一天的時間，但是不先走上一趟就是不安心。」

今年5月，潘副總隊長和夫人安排了假期，準備來趟自行駕車愜意隨興的旅行。哪

第七大隊潘聰治副總隊長

7

志工故事 特級榮譽志工



          志工故事

潘副總隊長把對家鄉的關愛全都挹注
入於志工服務中。(109年6月23日攝) 

知才行車至台東大武鄉，就接到水利署簡訊通知，告知黃

蜂颱風成形，請志工們密切注意。他立刻掉頭回家，進行

各項防颱整備。雖然黃蜂颱風並未在臺灣地區釀災，但是

任何天氣的變化，都牽動著潘副總隊長的神經。

夫唱婦隨的志工生涯

加入志工服務隊的第一年，潘副總隊長的夫人林富美

女士覺得很不解，究竟是什麼樣的服務工作，讓他如此投

入？有趣的是，第二年林富美也加入了防汛護水志工隊，

從此夫唱婦隨，讓3個兒子大呼不可思議！

林富美志工說：「原本我不贊成先生加入志工隊，

因為工時長，責任大。」但是自從她自己也加入之後，夫

妻倆一同巡守，有狀況兩人有商有量，相互支援。潘副總

隊長一向主張基於安全考量，志工應該兩兩一組，巡守時

結伴同行也不致於覺得無聊。他說，由於水利署在堤防整

治上極為用心，除了具備防洪的功能之外，因為綠美化做

得很好，所以平時的巡守就權當散步、散心。林富美志工

笑道：「沒料到，當了志工，夫妻倆相處時間反而變多

了！」

防汛護水志工深耕地方有成

說到家鄉屏東這幾條河川的堤防整治，潘副總隊長

臉上流露出一絲略帶驕傲的笑容，他說潮州的東港溪，堤

防就兼具防洪和遊憩功能；隘寮溪、高屏溪的堤防修建完

成後，已經成為愛好自行車人士的秘境車道，沿途風光旖

旎，也被相中成為馬拉松比賽的賽道。防洪設施加上綠美

化，就能產生很大的效益。

擔任志工10年，他很欣慰看到了防汛護水志工深耕的

成果。由於志工們在地方上熱心為民眾服務，幫忙解決他

們的問題，使得民眾也很有感。潘副總隊長回想起104年蘇

8

風災過後樹木倒塌，潘副總隊長協助
清理。(105年6月23日攝)

潘副總隊長拜訪轄區每位村里長，傳
達防汛的重要性及志工任務，希望結
合在地人力量。(109年9月23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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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勒颱風來襲期間，有位養殖業者因停

電造成打氣馬達不能運轉，擔心所養殖

的魚會因而死光，那就損失慘重。然而

透過志工的幫忙，保住了業者財產的安

全，讓業者感激萬分。諸如此類的事很

多，透過志工，民眾知道水利署是真的

愛護他們、幫助他們，為大家服務的公

部門。無意間，志工成為水利署與民眾

間的橋梁，透過志工，水利署、河川局

的作為漸漸被看見、被肯定，潘副總隊

長說：「我們也覺得很開心！」

9

志工正能量語錄

自己的家鄉

自己救！

走遍轄區每一寸土地

身為屏東在地人，他很自豪地說，轄區內每一寸土地他都用雙腳走過，所以非常

熟悉，熟悉到任何人在當地拍照，他看一眼就可以說出背景是哪裡。也正因為熟悉，對

他執行志工任務有很大的幫助。水利署第七河川局李宗恩局長非常認同潘副總隊長的做

法，因此不但自己親自在轄區走過，也要求局裡主管在轄區走過一遍，才會知道哪些地

方應該特別被關注、特別加強，落實防汛安全。

「自己的家鄉自己救。」這是潘副總隊長常說的一句話，他在當了大隊長之後拜訪

轄區內每一位村里長，傳達防汛的重要性及志工任務，將在地的人結合起來，才能成為

防救災的力量。

只要一聽說有颱風，潘副總隊長便自動進入戒備狀態，四處巡查。(105年9月28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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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防汛護水志工長長久久

潘副總隊長擔任志工後才與公部

門多有接觸，因而了解在許多方面，

政府人力都有所不足，需要民間力量

協助，志工適時可以發揮這樣的功

效。但是志工服務隊需要固定經費、

人員輔導、教育訓練等等軟硬體支援

才能長長久久，他由衷希望防汛護水

志工服務隊在熱情之外能有這樣的支

援，一直走下去！

參加教育訓練，提升自我能力。(108年10月4日攝)

政府需要民間力量協助，志工可以成為橋梁。(108年7月21日)

潘副總隊長認為志工機制適能彌補政府人力之不足。(10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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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專業X年輕熱血，完美志工父子檔

▓教育宣導

防汛護水志工父子檔，攜手走過十年，互動像兄弟，沒有代溝。串起兩代間的語

言，是水情、是水環境保育，更是生活中緊緊相依的二仁溪…。

一般人擔任志工的時機點，大部分是在退休後，有時間與心力貢獻社會時加入。第

六大隊林義大隊長卻反其道而行，民國99年，他為了當防汛護水志工，不但把公司服務

的客戶給得罪了，甚至斷了公司主要業務來源，另尋其他案源。選擇在颳風下雨時出門

服務的志工，還影響了自己工作，被鄰居笑稱「瘋子」也不是沒有道理。

當了志工，維護水環境擺第一

林義大隊長原本就從事水利防洪設備如抽水站、抽水機、閘門等修理維護，水利

署是他長期以來的合作單位。在林大隊長加入所屬志工隊後，他前思後想，再繼續承接

水利署的工程可能落人口實，因此斷然決定不再承接，另覓其他政府單位及廠商合作機

會。

志工故事

第六大隊林義大隊長、林裕智志工

特級榮譽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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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隊長對於志工任務的用心不僅於此，所守護二仁溪的沿岸曾是處理廢五金回

收與提煉的工廠聚集地，經政府多年整頓後改善許多，在林大隊長加入志工隊時，還有

幾間是他的客戶，當有塑料燃燒空氣污染或是水環境污染時，他大約可猜出是哪一間排

放。「既然當了志工，就要處理！」林大隊長穿上防汛護水志工背心，像是某種護持力

量，他鼓起勇氣去找客戶，告訴他們，如果不改進，就要去檢舉…。不知如何幫忙處理

廢棄物的，在林大隊長的協助下，經合法程序處理完廢棄物；也有的搬遷至該去的工業

區，還給二仁溪乾淨的環境。

二仁溪悲歌，期待重溫、傳遞與溪為鄰的美好

在林大隊長的兒時回憶中，二仁溪是清可見底的，溪中有肥美的漁獲，想吃去撈就

有。「小時候我家住白砂崙，在二仁溪出海口，鹹淡水交會處，水產豐富，我們常常去

捕魚、抓蝦蟹。」他的兒時生活曾與河川緊緊相連，直到二仁溪清澈不再。

說起對二仁溪的兒時印象，跟林大隊長同一年加入防汛護水志工隊的兒子林裕智，

有截然不同的回憶。在他記憶中，二仁溪是人們口中的臺灣黑龍江，河川遭受污染，空

氣中時不時飄散著刺鼻的臭味。林大隊長也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再去二仁溪，直到加

入志工隊，決心面對住家附近所處水環境的問題，想找回那條乾淨的二仁溪，讓子孫也

能看見、體驗它的美好。

父子倆對於水域環境的維護也格外留心，舉凡廢棄物偷倒、偷排等污染情事，一有

發現他們都會通報處理。如今，經過政府積極整治，志工們與民眾環保意識提升下，二

仁溪終於洗去鉛華，清爽而沒有負擔地流入大海(臺灣海峽)的懷抱。

志工日常就是生活一部分

林裕智志工加入防汛護水志工對時還是個大學生。對於生活多采多姿的大學生來

說，要挪出時間參與志工會不會有點勉強？林裕智志工笑說：「其實不會啦！家就住附

二仁溪承載著林義大隊長與林裕智父子兩代
珍貴的回憶。(109年8月)

林義的水利專業，讓防汛護水志工
隊戰力如虎添翼。(109年9月)

父子倆對水域環境的維護十
分用心。(1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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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就當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八八風災那年，湖內淹水嚴重，全區14個里，有13個

里泡在水中，那時就想著要為家鄉做些什麼。」

對林義父子倆來說，防汛護水志工隊都是他們人生的志工初體驗。對水利素有專業

的林大隊長，加入防汛護水志工隊，對該大隊戰力自然是如虎添翼。巡視時的視角除了

一般水情通報、樹倒、垃圾偷倒等之外，對於水利設施的狀態觀察是專業等級，抽水站

水閘門是否設計得當，由坡度及內外水高度判斷是否會造成淹水…，轄區有他守護著，

總是讓人備感安心。

志工正能量語錄

把志工工作當

作是生活的一

部分，感覺充

實而美好。

志工正能量語錄

既然決心當志工，

就義無反顧地投入！

參加教育訓練，提升防汛護水志工專業與能力。(左:103年9月6日，右:10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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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志工，凝聚起鄉里的向心力

轉眼間，林義父子倆加入志工隊已10年。原本戲稱林義「瘋子」的鄰居們，也成為

志工們的眼線，哪邊淹水、哪裡樹倒，都來通報他，儼然成為當地的災情聯絡站。林大

隊長也因為志工隊而交到許多朋友，每每巡視過後，都會打電話來聊巡視狀況，也聊聊

生活日常。至於他因加入防汛護水志工而捨棄的業務，也找到新的合作對象，業務蒸蒸

日上，「可能是一種福報吧！」他謙遜說道。

林裕智志工從沒想過，跟二仁溪的依存關係可以這麼充實而美好。無論是上下班

的路途中，向晚陪著父母一起去堤防散步、走到出海口看落日，假日去溪畔運動跑步，

全都離不開二仁溪。除了排定的巡視時間外，基本上其他時間也四處觀察著，「這些年

已經不再淹水了，溪水也變乾淨了，志工跟居民都很有向心力，一有損壞或不法都會通

報，去年我們大隊全國通報數第一，可見大家對家園的安全跟環境維護都很用心。」走

過十年，父子倆毫不猶豫，說著還會繼續邁向下一個十年。

林義大隊長受頒六大隊大隊長聘書。

(108年1月27日)

參訪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水利設施。(101年12月8日)

二仁溪出海口美麗的落日景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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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氣！放大承擔的勇氣

外表沉穩靦腆的吳清江，骨子裡可是熱血澎湃，服務不落人後。無論是日常巡防，

或是汛期間、甚至是防汛護水之外的特殊任務，他都悉心執行、盡力守護。能為民眾守

護家園，對社會、社區有小小的貢獻，成為他不斷往前邁去的勇氣。

吳清江副大隊長原是社區巡守隊成員，民國99年水利署防汛護水志工隊成立，開始

招募新血，當時由於工作時間較難配合，故而作罷。這段期間，防汛護水分隊與社區巡

守隊員有時一起巡守社區環境與安全，吳副大隊長感受到志工們的服務熱忱，以及相互

扶持的團隊氛圍，便於民國100年加入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共同守護家園周遭的水環

境。

熱血澎湃，服務不落人後

外表沉穩靦腆的吳清江，骨子裡可是熱血澎湃，服務不落人後。105年他接任第十

大隊彭興分隊分隊長以後，除了帶領志工夥伴定期巡視大漢溪流域相關水利設施及維護

水環境外，更進一步提升服務能量，主張將巡防區延伸至鄰近的三峽合、橫溪，以及下

游的塔寮坑溪，形成一個完整的防汛網路。

第十大隊吳清江副大隊長 

▓教育宣導
志工故事 傑出貢獻獎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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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正能量語錄

我覺得做防汛護水
志工很有意義，能
為我們的社會、社
區有小小的貢獻。
在巡防時，我的心
情是快樂的！

擴大巡防的範圍還不夠，

吳副大隊長發現堤防上長了一

些樹木、雜草，便號召志工

一起去清除；相關警告及宣導

告示牌髒了，又領著夥伴去清

理。所幸彭興分隊的夥伴跟他

是意氣相投，非但沒有抱怨，

還做得很開心。「真的要非常

感謝隊上的志工夥伴，大家都

很支持我。」在動員的過程中，吳副大隊長會顧慮到隊上夥伴的體力是否能負擔，而最

掛心的，不外乎是同伴執行任務的安全。在一次又一次的動員下，志工們的服務熱忱高

漲，同伴之間的情誼也加深了，最重要的是，守護了家園安全。

及時救援，受困河道民眾幸脫險

108年6月11日中央氣象局針對大台北地區發佈豪雨特報，第十河川局也對應成立災

害緊急應變小組三級開設，並請志工夥伴協助提供相關水情。吳副大隊長接獲通知後立

即前往三峽區橫溪沿線巡視水情，由於路面跟河道落差有十幾公尺，他便仔細探頭四處

觀察是否有異狀，意外發現有民眾受困於溪水暴漲的河道中無法自行脫困，「我大聲呼

喊了對方，那人很虛弱地抬頭看了我一眼，隨即又垂下了頭。」情況危急下，吳副大隊

長立即通報警消單位前往救援，同時也通知第十河川局。等待以及救援期間，吳副大隊

長持續守望現場受困民眾，並引導消防單位抵達現場、幫忙警察維護交通，終於使民眾

成功脫困。

吳副大隊長領著隊員至智慧水尺做現場教學。
(108年7月7日攝)

吳副大隊長帶領志工清理告示牌。
(109年8月9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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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是防汛志工，我可能不會去巡視水情；如果沒探頭仔細去看，就可能看

不到那位受困民眾。」他認為，救人或許是因緣際會，但他更堅信防汛護水志工所肩負

的使命是神聖的，雖不是大鳴大放的豐功偉業，但對於民眾的身家性命財產安全，是能

透過積極作為而實際有所貢獻的。

細心查檢秋行軍蟲蹤跡，免於作物危害

108年年中，秋行軍蟲入侵台灣，為避免相關作物陷入浩劫，行政院協請各部會巡

察秋行軍蟲，吳副大隊長旋即率同謝金樹君等志工夥伴巡視樹林區各玉米田。由於對秋

行軍蟲並不熟悉，他在前往巡視前上網做足了功課，包括該蟲的特徵、習性、啃葉子的

樣態等清楚掌握，由於秋行軍蟲習慣藏身於作物葉子與莖幹的交會處，因此搜尋時需要

一葉葉翻開看，十分耗工費時，尤其時值炙熱的6月天，更是煎熬。

經過仔細查看，果然發現疑似秋行軍蟲出沒蹤跡，經農委會防檢局派員至現場確認

無誤後，即交由相關單位執行銷毀作業。他事無論大小，不計本份或外務，積極防災的

態度，除成功保護臺灣農業免受危害外，該事蹟經媒體主動披露，對於水利署及防汛護

水志工隊的形象都有所提升，讓外界更了解這群默默守護民眾的無名英雄。

家人與利他精神是動力來源

吳清江的熱情與作為深獲河川局及第十大隊志工夥伴肯定，故於108年底，經共同

推選為第十大隊副大隊長。目前隊上志工平均年齡約60初，背景除了退休人員及家庭主

婦等之外，其實一邊工作一邊擔任志工的也不少，比例大約各半，包括吳清江自己本身

吳清江副大隊長
榮獲108年度傑
出貢獻獎，接受
水利署賴建信署
長表揚(109年9
月23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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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仍在工作中。相較於許多退休後擔任志工的夥伴，今年52歲的吳副大隊長顯得年輕

些，不過在時間上，也就沒那麼自由、充裕，必須安排時間參與：「接任幹部後有許多

事得參與，會盡量排出時間配合。」

家人永遠是吳副大隊長最柔軟的一塊，也是最有力的後盾。尤其防汛護水志工與其

他志工任務上有所不同，他們除了平時巡查轄區外，在大雨過後，以及颱風前後也會出

勤巡查，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家人是否支持，關乎防汛志工是否能持續。

「家人擔心是一定會的！就像是在下大雨的時候，我們要請志工出去巡查，也會擔

心。」雖然吳副大隊長會跟隊員強調：「安全第一！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再進入第一線

去查看狀況。」但在大自然面前，人類是渺小的，有許多突發狀況難以預測，因此除了

小心之外，還是小心再三。「在我出門前，太太跟小孩都會叮嚀一句：『要小心點！注

意安全！』尤其接了幹部之後，服務時間佔了比較多，真的很感謝家人給我的支持。」

吳清江說。

吳清江擔任志工已有9年，持續保有熱情以及挹注源源不絕的動力很重要。透過水

利署的教育訓練，讓他了解到水資源與水利設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還能藉由這些

知識，為民眾守護家園，防患於未然，在第一時間幫助民眾將災害減到最低。「我覺得

做防汛護水志工很有意義，就更樂意做。能為我們的社會、社區有小小的貢獻，在巡防

時，我的心情是快樂的。」志工既是志業，聲名財利原本就不足以成為養分，只有無私

奉獻的喜悅，才能成為不斷往前邁去的勇氣。

1

2

3 4

①吳副大隊長巡查橫溪堤岸，發現民眾受困河道。
(108年6月11日攝)

②吳副大隊長率同志工夥伴巡視玉米田，尋找秋行
軍蟲蹤跡。(108年6月14日攝)

③秋行軍蟲藏身於葉鞘中，需仔細翻葉尋找。
  (108年6月14日攝)

④吳副大隊長上網了解秋行軍蟲啃食葉片樣態，方
便尋找。(108年6月14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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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廣場
志工好有愛！淨灘、救護不落人後

第一大隊上新聞！馬祖跨海淨灘「向海致敬」

保護環境，「向海致敬」。水利署一河局陳健豐局長於7月10日帶領50名第一大隊

防汛護水志工到馬祖仁愛沙灘淨灘，與縣府環資局同仁共同清出約0.5公噸海漂垃圾，

以實際行動守護海洋環境。這也是響應中央「向海致敬」計畫，除了海岸環境保護，政

府也希望人民近海、親海，培養海洋國家思維。

(109年7月10日攝)

109 重大防災成果｜第三大隊豪雨巡視，救出受困毛小孩

109年5月21日鋒面

帶來豪雨，志工夥伴們趕

緊出動巡視轄區狀況。第

三大隊志工在臺中市龍井

區發現有小狗受困排水

溝，幾經折騰，終於平安

救出毛小孩。

(109年5月21日攝)



          志工廣場

20

109 重大防災成果｜豪雨後巡高屏溪，第七大隊通報堤防沖刷

109年5月21日豪雨過後，第七大隊志工巡視屏東縣高屏溪，發現高屏溪大樹堤防

NO.0+200至NO.0+900處，後坡多處沖刷嚴重，立即通報河川局處理。

(109年5月21日攝)

109 重大防災成果｜連日豪雨橋下掏空，第十大隊及時避免危機

109年5月28日，經連日豪雨，第十大隊志工巡視時發現橫溪橋下方沖刷掏空，立刻

通報第十河川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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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5月28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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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專欄

秋冬多吃白色、苦味食物，養肺又養心！

中醫強調的養生之道，特別

重視順應自然的養生方法。《黃帝

內經》中提到「陰陽四時者，萬物

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

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

道」。也就是人與自然是統一的整

體，順應自然界四季氣候的變化規

律來養生，就不會生病，如果違反

自然規律，就會招致災害。

秋燥為何傷肺？ 

台灣的秋天其實較少有「秋高氣爽」的時候，常見的氣候反而是偏熱與乾燥。秋

天的燥熱之氣容易傷肺，以中醫五臟養生觀念來看，「秋季養肺」，是養生保健康的王

道。

中醫所說的「肺」是主呼吸、皮毛；也就是除了生理學的肺的功能之外，還包含

體外的防禦力、體內免疫力、水分代謝、呼吸道等等功能，也就是皮膚、毛髮、鼻腔、

咽喉、氣管等都是中醫所說的「肺」；所以在秋天這個季節有時覺得呼吸不順、口咽乾

燥、咳嗽無痰，都是「秋燥傷肺」的病症。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提到：「燥勝則乾」，加上秋天之氣與人體的肺臟相通，

肺臟是個嬌嫩、容易受外邪侵害的臟器，燥邪影響肺臟，容易耗損人體津液 ，而出現口

乾、唇乾、鼻乾、咽乾及大便乾結、皮膚乾裂等症狀也就是人體各部位黏膜分泌黏液的

功能受到影響；想要消除這些症狀，即使多喝水也不見得改善，所以秋季養肺是根本解

決之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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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養肺多食白色食物

基於五臟與五色的對應關係，五臟中的「肺」對應五色中的「白色」，多食用白色

食物來預防、緩解秋燥傷肺，一般體質可以放心使用；但過敏性體質者，則要注意寒涼

食物容易加重症狀所以應該著重「補氣」，補足「肺衛」之氣，白色寒涼食物不宜，宜

慎選白色溫補、補氣的食物，可增強肺臟對於秋燥以及外邪的防禦能力，進而增進免疫

力。

所以秋季養肺時，選擇含豐富蛋白質的食物，如魚肉、豆漿，選用宣肺化痰、滋陰

補氣的中藥，如白高麗參、西洋參、杏仁、百合、貝母等，對緩解秋燥有良效，更可以

藉此保養呼吸系統。 

中醫認為肺與大腸相表裡、肺主皮毛、鼻為肺之竅，所以大腸、皮膚、鼻腔、支氣

管等都與肺有關，平日容易感冒，或是有氣喘、慢性咳嗽、皮膚不佳的人，要多吃一些

白色的食物，例如白蘿蔔、高麗菜、白木耳，中藥材有杏仁、山藥、茯苓、百合、玉竹

等等。

冬天重養精蓄銳，少食鹹多食苦

《內經．四氣調神大論》：「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

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

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冬天萬物斂藏，養生應順應自然界收藏之勢，收藏陰

精，且不使陽氣外散，使精氣內聚，以潤五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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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黃盟珠中醫師建議，冬季是寒冷的季節，在生活起居方面，要

順應自然，早睡晚起，等待日出才出外活動，以避寒就溫。早睡可養人體陽氣，保持身

體溫暖，晚起以待日出，可避寒避風。衣著要暖和、寬鬆、柔軟，使氣血流通，四肢舒

暢溫暖。腳要保暖，可用溫水泡腳。多動動腳踝、手腕，改善手腳血液循環。頭部是諸

陽之會，易受寒，誘發頭痛、感冒，出門記得戴帽子、圍巾。

黃盟珠中醫師也提到飲食宜遵循「少食鹹多食苦」的原則。鹹入腎，苦入心，冬季

為腎水旺盛之時，鹹味吃多了，使腎水更旺，相對使心陽的力量減弱。多食些苦味的食

物，可助心陽。飲食宜溫熱，但不可過熱。忌食生冷和黏硬食物，以防損傷脾胃。可食

用一些偏溫性食物如薑、羊肉、雞肉、牛肉、火腿、蝦、核桃、胡蘿蔔、紅棗等。菜飯

可加重味道，並有充分的蛋白質、脂肪，以增加抵抗力和免疫功能。

更詳細資訊，請掃QR Code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中醫科(內容已經該院醫師校對、同意)

《圖片來源》：楊慧玉

23

2020
水利署防汛護水志工季刊



          資訊園地

24

搶鮮體驗！

防汛護水志工十週年紀念冊上線

防汛護水志工隊成立至今十年囉！不論是防汛抗災或是環境維護，夥伴

們都寫下好多好多紀錄，也留下好多好多回憶，全部都收錄進防汛護水志工

十週年紀念冊中，並製成電子板上線啦！

迫不及待想看看嗎？防汛護水志工紀念冊將於11月下

旬正式上線!掃描下方QRcode就能進入網站閱覽。翻看著過

往的點點滴滴，許多褪色的畫面是不是又鮮明了起來，一

路走來的種種感動再度湧上心頭，志工隊十年了…，大家

加油，我們再接再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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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禮讚」盛大登場，表揚水利傑出貢獻人員

由經濟部水利署舉辦

的「水之禮讚」，在9月

23日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盛大登場，會中表揚對臺

灣水利傑出貢獻的優秀人

才，包含「終身成就獎」

得主臺灣自來水公司李錦

地前總經理、5位大禹獎得

主、防汛護水志工傑出貢

獻獎得主第十大隊吳清江

副大隊長、水患自主防災

社區評鑑-績優縣市、特優

社區以及水岸土地認養維

護績優單位。

其中，第十大隊吳清

江副大隊長由於熱心協助

大臺北地區水情通報及河

川環境維護獲得傑出貢獻

獎。吳清江於108年6月11

日北部發生豪大雨，成功

協助受困河道中的民眾脫困，並在108年中通報秋行軍蟲出沒案例，成功保護臺灣農業

免受蟲害。

粉絲團重點新聞粉絲團重點新聞
The News

賴建信署長頒發傑出貢獻獎給第十大隊副大隊長吳清江。
(109年9月23日攝)

第十河川局曾鈞敏局長帶領同仁及志工夥伴前往觀禮祝賀，共襄
盛舉。(109年9月23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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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無颱風，4 縣市水情轉黃燈

1964年來第一次汛期無颱風，桃園、新竹、苗栗及臺中10月14日起水情燈號轉為

黃燈！

經濟部10月7日召開109年下半年旱災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由次長

曾文生主持，邀集中央氣象局、農業委員會、科技部、地方政府及相關單位討論水情。

依據中央氣象局預測，受反聖嬰現象影響明年春雨可能偏少，因此為審慎因應明年

用水需求，桃園、新竹、苗栗及臺中供水區水情燈號將於10月14日起由水情提醒綠燈轉

為實施自來水減壓供水黃燈，其餘地區水情尚屬正常，同時請科學園區及工業園區持續

加強自主節水5%，農業部門則持續以加強灌溉管理節水。

為穩定未來枯水期用水需求，需要中央、地方及全體民眾共體時艱，籲請大家配合

積極節水！

經濟部召開下半年旱災緊急應變小組會議，邀集相關單位討論水情。(109年10月7日攝)

賴建信署長特別於典禮中感謝全臺防汛護水志工積極投入參與，讓水利工作能夠跨

中央與地方單位，促成公私協力，攜手擘劃韌性、耐災、宜居的幸福水臺灣，創造更美

好的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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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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護水英雄聯盟」粉絲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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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