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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水資源環境教育的課程學習，讓民眾能
因瞭解水資源是維繫生存最重要的關鍵，取
之不易而珍惜；並積極與產學合作，推動場
所認證，採用對環境更友善的方法及措施面
對自然、回饋自然，達到和諧平衡的永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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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活動焦點
水利署102年度十梯次環境教育研習活動成果
水利署 ■ 楊介良、楊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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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水資源環境教育－水利署責無旁貸
―專訪水利署

賴伯勳副署長
■ 編輯部

經濟部水利署賴伯勳副署長說：「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水利署，責無旁貸應配合政府施政提供有關水資源
的環境教育課程與場所。」

據環境基本法的定義，「環境」意指影響人類生

根

局、南區水資源局、第1至第10河川局及水利規劃試驗

存與發展的各種天然資源及經過人為影響的自然

所等，每個單位所轄範圍內均具有相當豐富之水資源、

因素總稱，包括陽光、空氣、水、土壤、陸地、礦產、

自然與人文主題特色的資源。為愛護水資源，一直以

森林、野生生物、景觀及遊憩、社會經濟、文化、人文

來，水利署便持續透過教育宣導方式，將愛護河川與珍

史蹟、自然遺跡及自然生態系統等。而環境教育範圍包

惜水源的理念向大眾宣導。」

含各級學校或社教機構的環境教育、戶外環境教育、環
境傳播、企業環境訓練，社群共同環境學習等。

環境教育研習及交流

「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水利署，責無旁貸應配合政

經濟部水利署累積相當豐富的水資源研究、實務

府施政提供有關水資源的環境教育課程與場所。」經濟

推廣、實務成果及相關資料，可作為環境課程規劃、教

部水利署賴伯勳副署長表示：「水利署為水資源與河川

學設計與宣導之重要依據。除了積極推動設立環境設施

管理的中央主管機關，所轄範圍涵蓋全國，所屬單位包

場所外，去（101）年透過演講、討論、網路學習、體

含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北區水資源局、中區水資源

驗、實驗（習）、戶外學習、參訪、影片觀賞、實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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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等多元課程的規劃，強化水利署同仁對環境教

心、八仙山自然教育中心、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等單

育之認識與重視，總計共辦理了10場次環境教育研習及

位。賴伯勳表示，透過相關課程的學習，本署同仁除學

交流課程，參訪場域包含陽明山國家公園、石門水庫、

習到許多珍貴知識外，亦瞭解到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

深溝水源生態園區、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促使同仁落實環境理念於施政工作中，成效相當顯著。

20120929第一梯次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參與者夥伴工作坊

2013環境教育暨實務國際研討會

賴副署長伯勳活動中頒發感謝狀

石門水庫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學習活動

101年12月25~28日臺灣水資源館珍水志工培訓

賴副署長伯勳環境教育活動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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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認證

推動iWATER愛水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法》正式實施一年後，曾文水庫及石

《環境教育法》落實施行後，水利署北水局即依

門水庫即先後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認證，而經濟部

石門水庫之自然與人文主題特色，研擬環境教育課程方

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水利規劃試驗所及臺北水源特定

案，賴伯勳特別提到「iWATER愛水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與

區管理局亦積極規劃申請中。賴伯勳表示：「本署水利

教案設計」與「石門水庫生態多媒體教材製作（光碟、

設施能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是水利署的重大榮

專書、摺頁）」，他說：「這是經由國內環境教育專家

譽，但也是承擔環境教育責任的開始」，他期許透過環

學者及石門水庫在地參與者共同投入的產出，具備多元

境教育的課程學習，讓民眾能因瞭解水資源取之不易而

性、教育性、實用性、便利性，以大眾化、精緻化特色

珍惜水資源，瞭解大自然力量的偉大，人並不能勝天，

的環境教育平台。」

因此要學習如何謙卑地與大自然共榮共存。

生態資源與人文歷史資產的保存
賴伯勳提起石門水庫的重要改變，是在民國93年艾
利颱風來襲，淡水河洪水倒灌；石門水庫集水區也因原
水濁度太高，致使桃園地區大停水。因此重新思考水庫
的設施重建，在環境改造的過程中同時也開始累積環境
的重要資訊，例如：社會發展，歷史民情，環境生態以
及大自然災害造成的環境改變，都是環境教育很重要的
方向，賴伯勳強調：「這些資訊會隨時間流逝，但我們
把它永遠留存下來，並建立數位化的資料庫，讓民眾充
份了解大自然力量的偉大，如何愛惜保護環境將是我們
非常重要的課題。」
早在環境教育法頒佈之前，經濟部水利署就已積極
落實環境教育之規劃， 98年建構完成石門水庫環境生態
教育綱領，就是在賴伯勳擔任北區水資源局長任期內完
成。曾有亞洲第一大壩稱譽的石門水庫，擁有豐富的生
態資源與人文歷史資產，對石門水庫環境教育的規劃早

帶動「休閒綠色旅遊」的風潮
透過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場所的推動，石門水庫已成
為「低碳、綠能」的多功能的生態水庫教育園區，亦帶
動了週遭「休閒綠色旅遊」的風潮。石門水庫環境教育
據點，依自然與人文主題分類，現階段共計12處，自然
主題據點有：「溪州公園」、「高線步道」、「石門水
水庫大壩」、「石門水庫河階地形」、「槭林公園」、
「欒樹林公園」、「坪林公園」、「南苑生態園區」與
「北苑生態大草原」；人文主題據點有：「依山閣學
習中心」、「石門電廠」、「石門水庫壩區污水處理
廠」、「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溢洪道」、「後池
堰」與「殉職人員紀念碑」等。
未來參觀石門水庫的遊客還可以看到濁水滾滾、黑
白分明的電廠排沙奇景。賴伯勳說，這是為了改善水庫
淤積，讓水庫永續的改造工程，也是環境教育可以參觀
的地方。讓民眾意識到水的永續、水庫的永續然後再延
伸到人類生命的永續，來省思環境永續的課題。

有願景與期許，當時賴伯勳曾說：「除了漂亮的自然景

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管轄的曾文水庫集水區跨越嘉

觀，我們要讓石門水庫走向環保、節能的綠色園區。將

義縣大埔鄉、番路鄉、阿里山鄉及那瑪夏區，是國內庫

來與桃園縣政府一同規劃從水庫到兩蔣園區纜車系統、

容最大的水庫，兼具灌溉、給水、發電、防洪及觀光等

電動車及腳踏車的系統、及水路的太陽能船，可提供民

功能，為台灣南部地區重要的水資源。曾文水庫所在地

眾以無噪音、污染的交通方式遊覽石門水庫區域，讓石

區屬亞熱帶氣候，其陸域及水域各存在著相當多元的生

門水庫能夠永續。」

物物種，舉凡鳥類、昆蟲等，生態資源相當多樣，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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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及人文主題特色資源具備非常優質的環境教育場

認證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為台南地區第1個正式取得

域條件。

認證的場址。賴伯勳表示，目前已開辦「水庫的運作與

曾文水庫的環境教育據點共計6處，分別為：「曾
文之眼遊客中心」、「南區水資源局辦公室」、「溪畔
遊樂區」、「觀景樓」、「曾文水庫大壩區」、「東口
野營遊憩區」等都是假日休閒的好去處（參圖一）。

管理」及「莫拉克之後」兩套環境教育課程，課程將由
專人導覽水庫永續利用館，再實地參觀大壩、山區崩坍
地，了解人類、水庫與環境間的倫理關係，一起愛護大
自然環境，珍惜水資源。

去（101）年8月27日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通過

圖一

曾文水庫環境教育據點

另外，水利署在集集攔河堰管理中心大樓內闢設展
示館，名為「臺灣水資源館」，以回顧集集共同引水工
程之規劃與施工過程，並介紹其工程規模及營運方式，
尤其聚焦於濁水溪流域開發歷史及其所孕育之生態與人
文，進而推及台灣水資源之開發與經營狀況，俾使社會

等靜態及動態的展示方式介紹，為一處提供休憩休閒且
具教育功能之場所。
繼臺灣水資源館的設立，未來中區也將規劃湖山水
庫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賴伯勳表示，湖山水庫和其
他水庫不同的地方是規劃施工中就非常重視生態環境的

大眾對集集共同引水工程、濁水溪流域及臺灣水資源等

保護，有計畫的建立生態資料庫，並籌建了一座生態教

有更深的了解。

育館，將湖山水庫的重要歷史，人文及生態環境資訊收

「臺灣水資源館」內設有集集共同引水工程主題

集典藏成為環境教育重要的教材資產。

館、濁水溪主題館、台灣水資源主題館、水利暨能源主

為提供更多元主題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今年水

題館，分別以聲音、影像、文字、圖畫、多媒體、模型

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以「坪林污水處理廠」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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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陸續建置，導覽解說的師
資及環境課程的內容越顯重要，如何抒解人力與教材需
求的龐大壓力，賴伯勳認為，結合在地的志工和週邊學
校師生的力量，包括高中、國中以及國小師生是很好的
推動模式，另外也邀請各方面專家及大學教授來帶動主
持，例如特色社區的經營並由在地居民來導覽，或是河

臺灣水資源館大門全景

川生態資料的收集與建立。賴伯勳舉例說，像石門水庫
就是邀請附近學校師生一起來參與生態觀察與研究，小
朋友對這樣的活動參與興趣非常高，都覺得很有趣，在
老師的帶領下快樂學習的小朋友最後也可以擔任導覽解
說的工作，而環境教育的資源就這樣逐漸累積起來。

未來展望
集集共同引水主題館

經濟部水利署未來環境教育的推動計畫，可以短、
中及長三個期程來說明，賴伯勳表示：近程任務推動的
重點是規劃年度環境教育執行計畫及方案，提升水利署
及其所屬機關同仁環境知識，技能與態度，以落實正向
環境保護行為。後續更應彙整分析各單位之自然及人文
主題特色資源、規劃適宜之空間及場域進行環境教育相
關認證申請，以落實推動水資源環境教育目標。

水利暨能源主題館

中程 規劃則統籌辦理建構數位環境 教育平台，整
合水利署及其所屬機關之環境教育推行現況、環境教育
計畫及研習實施情形、各所屬機關具體環境教育課程內
涵、環境教育人員、設施場所及機構認證資訊，並建構環
臺灣水資源主題館

境教育行動方案、課程實施方案及架構、專業人才資料
庫，以作為規劃辦理水利署環境教育機構之初步依據。

「仁里坂13、14號水質淨化示範區」為場域，向環保署
申請環境教育認證，全區規劃主要以污水處理為環境教

賴伯勳說：整個環境生態最重要的就是水，每條河

育的主題，說明為了避免受暴雨沖刷所產生之非點源污

川都有他的特色，特有的生態和發展歷史，這些重要的

染，將茶園直接流出的水收集後，以人工濕地進行水的

資料都可以整理成為環境教育的教材。所以，未來經濟

淨化處理，改善翡翠水庫集水區水質。另水利規劃試驗

部水利署長程目標將持續規劃適宜的空間及場域，申請

所亦將以多元化的水工模型試驗為主軸，介紹水利工程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讓服務樣態更為多元。結合經

（例如水庫興建與河川整治）於興建前，如何就環境議

濟部水利署各所屬機關之人力及資源、環境教育專家學

題分析與所提方案，進而讓學員審思水利工程與環境間

者、研究單位、學校機關、在地社群等，共同落實水資

的關係。

源環境教育理念，朝向國家永續發展目標邁進。

績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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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節水成效實例分享
工研院 ■ 彭申炫、黃俊銘

一、前言
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興院區佔地45公頃，進駐人數
6,000人以上，每月自來水用量約5萬度，每年消耗60
萬度以上。本院近幾年來推動Green Campus（綠色
低碳院區）不遺餘力，為養成同仁良好的節約用水習慣
及為地球盡一份心力，本部門同仁積極研擬各項節水策
略、措施，從同仁日常生活中的用水到設備用水回收再
利用，甚至雨水貯留、管路查漏、異常用水等成效卓
著；並在院區積極推動各項節水工作，冀本院各項節水
工作之成果可提供作為相關單位的參考，期使大家同心
協力，營造一個綠色低碳社會。

地下管線已汰換1,460公尺，約佔總長度的29%（全
院區地下管線約5,000公尺），預估每年可節省1,000
噸的自來水損耗。
3. 院區各館進水計量裝置更換為電子式水錶，以監控各
館異常用水，並追蹤記錄。

三、各項節水措施
1. 省水器材換裝及水量調整
本院在各主要大樓內的廁所洗手檯皆更換為省水自
動龍頭，並加裝節水墊片，水量調降1/3，廁所內小便
斗沖水量也依實測值調降1/3，女生廁所馬桶之高、低

二、節水策略
1. 本院區全年用水量約61萬度，每年訂定年度節水目標
2%，即每年用水量須減少12,200度以上。
2. 每年編列預算，分期分段汰換地下管線，目前全院區

水箱全面更換為兩段式沖水裝置，每使用一次小號可節
省60%的用水，實行多年廁所內各項設備並無因水量調
降及設備更換等而有損其正常功能，每年可節省3,563
噸自來水。

節水墊片（左）與兩段式沖水裝置（右）

2.各設備回收水再利用
（1）RO飲水機回收水再利用：

7

以本院主要大樓為例5~12F共計16台RO飲水機（因
考慮使用時以自然重力落差回收，無須再耗費其他能源

一般獨立式RO飲用水系統每分鐘每台造水量約

及供應廁所用水，故選定部分樓層回收），初期每月

0.26公升，每小時造水量15.6公升，但相對的每造0.26

約可回收50~60噸，冬季時回收量較大（大多數人喝熱

公升的飲用水就必須將0.5公升的水排放掉，有鑑於此遂

水），夏季時回收量較少（大多數人喝飲料，較少人喝

構思如何將排放掉的自來水回收再利用避免浪費。

熱水或冰水），測試期間也做了馬桶水箱進水量的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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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避免同仁上廁所時水箱來不及補水，測試後發現回

於1F道路旁，提供澆灌車抽取至院區綠地澆灌，每年可

收水只比自來水慢10 Sec滿水，效果相當好。在回收過

節省1,056噸自來水，節省了23%的澆灌用水。

程中為了能夠將自來水補充量降至最少，也以經驗法則
來調整儲水塔內自來水補充之液位開關高度，自98年啟
用迄今已節省了2,451噸的自來水用量。
（2）空調冷卻塔回收水再利用：
本院主要大樓空調主機3,000RT，冷卻水塔3,500RT，
每年夏季空調主機必須開啟1,900~2,300RT，而冷卻水塔
也必須同時開啟2,700RT配合運轉，冷卻水塔開啟運轉時
須進行冷卻水水質之監測，以防止冷卻水管路結垢，監
測後之冷卻水即排放掉，以3~10月份每月即排掉300噸

雨水澆灌之綠地

的水源，以99年6月~100年4月裝設水錶記錄即排放了
3,876噸的水源，有鑒於此本管理單位遂構思如何將排

4. 地下湧出水再利用及水質改善

放掉之回收水再利用。
本院的宿舍區規劃了一座景觀水池，一方面提供住宿
在回收過程時必須做各項改善對策之研擬及評估，

同仁有個休閒的地方另方面紓解同仁日常工作的壓力，

包括a.水質的比較（本院與園區冷卻水塔水質比較），

但是一座景觀水池每年所消耗的水量約1,000噸自來水

b.回收管路之走向，c.自來水與回收水水質測試比較，

相當可觀，有鑒於此便規劃利用院區地下自然湧出水，

d.尋找最適當地點供回收水存放（遇有壓力異常或不正

經水循環過濾等處理後再利用，每年可節省1,000噸的

常排放時，以防二次災害發生），e.評估改用回收水之

自來水損耗。

廁所馬桶用水有無缺失或設備損壞之疑慮等，自100年5
月啟用迄今已節省了5,092噸自來水，也節省了12%空調
用水，馬桶各項附屬設備並無異常現象發生。
3. 雨水貯留池設施及餐廳洗菜水回收再利用
本院綠地110,000m2，院區植栽用水夏、秋兩季每
日須消耗30噸的自來水，冬、春兩季每日須消耗5噸的
自來水，有鑒於此本院即於院區的綠地旁建立了一座20
噸的雨水貯留池，利用下雨時將雨水回收至貯留池，再

初級過濾

供給院區綠地澆灌用，自建立迄今已節省了1,000噸以
上的自來水。

5.用水監測設備（自來水進水管增設恆壓閥）

本院餐廳每天供餐人數3,000人以上，餐廳消耗的

一般自來水供水壓力約4~6公斤（日間），夜間時

水量非常大，以洗菜水（每日消耗4噸的自來水）回收

管壓更高，而為了避免異常壓力造成管路破損漏水，於

的經濟效益較佳，於是著手規劃於餐廳廚房內設置洗菜

自來水進水側增設了恆壓閥及監控系統將壓力調整設定

專用水槽將回收水引至地下筏基貯留，再配設專用管路

為2.0公斤，隨時監控管路壓力，遇有異常壓力時立刻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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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值班人員前往處理，自98年增設迄今院區並無因

常時，往往會造成水錶計量的誤差甚至破管時無法立

自來水進水管路破損而停水，且漏水率也從99年度的

即得知，往往須要抄錶人員每月抄錶時才能夠發現，

12.4%降至101年的6.75%，每年可節省1,000噸的自來

此時用水量就無法正確記錄，為使水錶及水費更合理

水損耗。

的呈現，自99年起即著手規劃院區內各館、舍之水錶
改為電子式並監控各館用水量，至100年全部建置完成
調壓閥設定為2.0公斤

（全院共計50個），啟用後如發現該館短時間內有異
常進水時立即以電話通知該區域負責人前往了解，避
免浪費水資源，每年因準確監控可節省約1,000噸的自
來水損耗。

供水水壓監控系統

四、實際效益
院區供水水壓2.0公斤
自來水公司供水水壓約4~6公斤

1. 節水效益：

空調冷卻塔回收水系統流程圖

本院推動節水措施及各項用水設備節水改進後，
100年自來水用水較99年度用水節省了17,656噸，水費

6. 水錶更換為電子式並監控異常進水

也節省了229,528元，漏水率也從12.4%降至9.7%，101
目前市面上水錶的計量皆以機械式為主，在使用
上初期計量皆正常，但是當長久使用後及水質混濁異

月份
年度
實際使用
日期

1月

2月

3月

11月15日 12月15日 1月15日
12月15日 1月15日 2月15日

4月
2月12日
3月15日

5月

6月

年度更節省了210,140噸，水費節省280,605元，漏水率
更降至6.75%。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計

3月15日 4月15日 5月15日 6月15日 7月12日 8月15日 9月15日 10月15日
4月15日 5月15日 6月15日 7月12日 8月15日 9月15日 10月15日 11月15日

FY100度數

49690

46159

43200

50819

45798

49693

49369

57525

58347

58377

53773

51104

613854

FY101度數

44427

42365

40466

42888

46270

48778

54686

56555

58913

56586

48634

52246

592814

差異度數

-5263

-3794

-2734

-7931

472

-915

5317

-970

566

-1791

-5139

1142

-21040

FY100金額

647,063

602,396

564,964

661,345

597,829

647,101

643,003

746,176

756,574

756,954

698,713

664,950 7,987,068

FY101金額

580,486

554,402

530,379

561,017

603,800

635,526

710,262

733,906

763,734

734,297

633,704

7,041,513

差異金額

-66,577

-47,994

-34,585 -100,328

5,971

-11,575

67,259

-12,270

7,160

-22,657

-65,009

-280,605

成長率%

-10.29

-7.97

1.00

-1.79

10.46

-1.64

0.95

-2.99

-9.30

-42.87

備註

-6.12

-15.17

說明：每度水約（13元）包含：一、水源保育回饋費（0.5%），二、營業稅（0.5%）
◎自來水公司承經濟部委託，自用戶95年1月份收費起隨水費附徵「水源保育回饋費」。
◎一度水=1公噸=1M3。 水號：3A-44-049000-2
本院中興院區自來水用水量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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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績效：

4. 各項節措施成效推廣：

（1）降低水資源開發壓力：
藉由各項節水事蹟降低自來水用量，可減少水庫開
發之環境衝擊與負荷。

本院節水實績（51館RO飲水機廢水回收再利用）於
101年2月15日經濟部水利署舉辦之飲用水設備廢水回收利
用座談會上向與會的出、列席單位、公司介紹並推廣及經
驗分享，深獲好評，並參與2012產業清潔生產暨環保技術

（2）具有節能減碳貢獻:
少用1噸自來水可減少0.194kg之CO2排放量，因此

研討會論文發表，以本院節水措施推動成效之實例分享，
並獲得清潔生產類論文優等獎。

藉由各項節水事蹟估算，每年可減少6,473kg之CO2排
放量，相當於每年多種540棵樹，對節能減碳提供一定
的成效。

5. 管制提昇用水效率：
（1）院區綠地配設回收水專用管路，澆灌一律使用回收水
或雨水，以減少自來水用量。

五、管理與推廣

（2）女生廁所馬桶改裝二段式沖水裝置，大樓內馬桶沖廁

1.地下管線查漏：

用水改為使用回收水。

同仁不定期巡檢各負責轄區之自來水供水狀況，遇
有異常時立即深入追查，確保水資源供應正常。

（3）大樓廁所內用水器材皆改為省水龍頭，並加裝節水墊
片，各項用水器材皆規定使用有省水及環保標章之器

2. 訂定各負責轄區節水率及公共場所張貼節水標語：
本部門各負責轄區每年訂定節水率2%，同仁不定期至

材確保用水合理化，避免浪費水資源。

六、結語

各負責轄區巡檢，發現用水量異常立即追蹤處理，院區內
各公共場所張貼節水標語，加強對同仁節約用水宣導。

1. 上述各項節水策略、措施、技術、經驗等的投入已有顯
著成效，由於本院各項節水績效良好，101年獲得經濟部

3. 定期舉辦內部講習訓練、案例分享：
不定期舉辦節水的技術及經驗分享（管路查漏、漏
水檢修、如何判斷地下管線漏水、各項案例分享等），
藉著技術交流作為經驗的傳承。

水利署機構團體組節水績優單位；另外自來水公司三區
處也蒞臨本院參訪各項節水措施。
2. 本院尚有很多改善空間，未來在節水策略、措施方面將
更積極推動，目前本院正朝向Green Campus（綠色低
碳院區）方向努力，節水措施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相信
必有更大的效益及貢獻。

節水案例分享
101年機構團體組績優單位頒獎

案例分享

紀

空調冷卻塔排放水回收再利用節水實例
工研院工程師 ■ 鄭瑞章

二、改善對策

一、前言
一般空調冷卻水塔為了維持空調冷卻水之水質，防

以本院綜合研究大樓為例，空調主機3,000RT，

止冷卻水管路結垢，於空調冷卻水塔開啟運轉時即需進

冷卻水塔3,500RT，在每年夏季時空調主機必須開啟約

行冷卻水之水質監測控制，以提高冰機之運轉效益，有

1,900~2,300RT，而冷卻水塔也必須開啟2,700RT配合運

鑑於此，遂構思如何將更換排放之冷卻水回收再利用，

轉，以3~10月份，每月控制排放約300噸的水源。

避免浪費。

有了以上之實際數據，於是著手草擬改善對策包括

99年6月~100年4月，水錶記錄共排放了3,876噸的

（a）水質的比較（本院與園區冷卻水塔水質比較）；

水源，以每噸自來水17元估算，即浪費了65,892元，在

（b）構思回收水回收管路之配置、設備擺放位置、

節能減碳的推動下，

水流壓力（如圖二）；（c）調查各樓層進駐同仁數量

本院管理單位積極擬

男、女生人數（馬桶用水量不同及回收成本）； （d）

定排放之水回收再利

自來水與回收水水質（PH）及導電度（TDS）測試比

用改善對策。（如

較；（e）自來水與回收水水質比較，選定適當樓層按

圖一）

裝水錶，計量各廁所每月用水量，評估適合樓層；（f）
每日、每月定期記錄各廁所用水量；（g）尋找最適當

圖一

監測水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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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存放回收水（避免回收系統異常時造成儲水溢流或

所用水，高、低樓層馬桶同時使用時易造成高樓層馬桶

無謂損失）（如圖三）；（h）評估廁所馬桶用水改用

水箱缺水等，春、冬兩季回收水量較少，無法立即供應

回收水有無缺失或造成異常損壞之疑慮。

廁所用水量等問題，皆一一克服。（如圖四）

三、施工作業

四、實際成效

在回收過程中發現一些問題，如：監測水質的濾杯

夏、秋季每月約可回收300噸的回收水，春、冬季

及漏斗長期暴露於室外，經紫外線照射後較易長青苔、

時每月約可回收約70~90噸（空調使用量較低），測試

異物易堵塞，管路內未飽管以致回收水無法正常供應廁

期間也做了馬桶水箱進水量的測試，避免使用廁所時
水箱補水不及，測試後發現回收水與自來水進水量幾
乎同時滿水，效果相當良好。為了將自來水補充量降
至最少量，經多次實驗調整儲水塔內自來水補充之液
位開關高度。此案例自100年5月啟用迄今，已節省了
4,542噸的自來水用量，節省了77,214元的自來水費。
（如表一）

圖三

空調冷卻水回收儲存桶

濾杯加裝保護裝置
遮蔽紫外線照射

濾杯經紫外線照
射易長青苔

遮蔽後無青苔產生
圖四

濾杯長期暴露室外

表一 空調冷卻水回收水節省水量統計

日 期

CT回收水量
(m3)

馬桶用水量
(m3)

自來水補充量
(m3)

節省自來水量
(m3)

100.06~12

2,391

2,453

629

1,824

101.01~102.01

3,793

4,713

1,995

2,718

合計水量

6,184

7,166

2,624

4,542

紀

大倫國中雨水貯蓄利用推廣

案例分享

經濟部水利署 ■ 楊宗翰 / 工研院 ■ 李俊德

臺

灣地形狹長，東西最寬處不過150公里，標高

少自來水之使用量，並可兼具城市防洪的功能，而本署

1,000公尺以上的山區即佔全島面積的32％，而

中部辦公室、新店辦公室與所屬水資源局及河川局等均

100~1,000公尺的坡地也達31％，使得河川皆坡陡流

已設置雨水貯蓄設施，目前每年已可藉這些措施來有效

急，降雨後之雨水大都迅速逕流入海，甚難蓄存；再加

利用雨水36,000噸，此亦代表著每年可節約用水的量。

上降雨在時間及空間上之分佈極不平均，豐水期及枯水
期之雨量懸殊，致使臺灣本島可實際利用之河川逕流
僅約18%，故臺灣目前雖已闢建多座水庫，惟總容量有
限，不易穩定供水。

為了鼓勵及建立雨水貯蓄利用示範設施，水利署目
前每年度編列相關經費，以全額補助或部分補助的方式
來鼓勵各機關學校申請設置雨、中水利用系統。就101
年而言，水利署已於苗栗縣大倫國中、林森國小、文山

臺灣年總用水量約180億噸，由水庫供水量僅約43

國小、大坪國小及澎湖縣馬公國中、龍門遊客中心暨海

億噸，若氣象水文情況不佳時，即容易產生缺水危機，

濱度假村等，共補助設置6案雨水貯蓄利用系統，不僅

而水庫本身就是最大的雨水貯蓄設施，鑑於新水庫開發

可有效收集及利用雨水外，因補助設置大都為學校機關

不易，因此水利署近十年來已積極投入推廣雨水貯蓄設

及旅客中心等公共場所，因此學生及一般民眾均有其推

施，期望透過建築物或地面來蓄存雨水，希望以無數的

廣節約用水的教育宣導功能。以下以大倫國中為例，介

「小水庫」來達到新建水庫的蓄水功能，提高雨水利用

紹101年補助設置雨水貯蓄利用的相關成果。

率，可就近利用於清洗、澆灌或消防用水等，如此將可減

節水宣導看板與水撲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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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倫國中主要設置的工程內容為：
1.教育宣導設施：
製作數面大型節水宣導看板，除可對學校師生進行
雨水貯留設施系統之介紹與說明外，更可作為於學校水
資源教育宣導及環境教育課程之用。
2.雨水貯留系統：
雨水貯留系統

於學校北棟教室之屋頂設置雨水貯留利用工程（設
置斜屋頂及相關管線設施），除有效利用屋頂面積收集
雨水外，更可改善既有屋頂滲漏水之問題並產生隔熱之
效果，以降低教室之溫度，達到節能減碳之妙用。
3.中水回收系統：
針對學校北棟教室之逆滲透飲水機廢水，設置回收
與再利用之工程設施，如此將可有效回收廢水並經處理
後再進行運用，以節省水資源。

兩段式省水馬桶

4.給水系統整建：
校園全區進行給水管線整理與重新配置，並將老舊
配電箱更新，使得水資源獲得最佳化之管理與運用，並
提升配電系統之效能。
苗栗縣大倫國中在學校北棟教室樓頂設置鋼板收
集雨水利用後，已兼具防水與隔熱功能。另將雨、中水
接引至天溝，經簡易沉澱池及過濾槽後，在流至水撲滿
內貯存起來，目前可有效利用所收集到的雨水來進行沖
洗廁所、澆灌花木等用途，初步估計每年大約可節省
3,170噸水量，除可落實節省水資源之目的，更可達到
教育宣導之效果。
102年水利署仍將持續推動建立雨水貯蓄設施，
目前已補助新北市政府8所學校、苗栗縣政府2所學校

環境教育之推展，期望藉此提升學校及科工館之環境

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等，除推動雨水貯留之水資源

美化，並將節約用水概念推展之周邊社區及一般社會

運用外，更可促進學校及科工館之水資源教育宣導與

大眾。

節水輔導

紀

節水
輔導

旅宿業節水輔導經驗分享
產基會 ■ 樊運成

近

年來我國觀光市場日益熱絡，101年來臺旅客創

過研習會之成功經驗與技術交流，利於後續各單位節水

下731萬人次，國人國內旅遊達1億4,206萬人

實務工作的推展，擴大節水經驗與成效推廣。

次，觀光總收入高達6,184億元。目前國內觀光旅館計
110家，其中國際觀光旅館71家，一般觀光旅館39家；
另一般旅館更達2,785家，水利署鑑於旅遊業蓬勃發展，
積極推動旅館業節約用水工作，100年及101年計輔導10
家旅館業落實節約用水，每年可節省用水約417萬噸。
國際飯店協會IHRA (International hotel and
restaurant association) 與綠色旅館協會GHA (Green

節水經驗分享研習會分別於7月22、31日與9月25
日在臺北亞都麗緻飯店、臺南桂田酒店、桃園渴望會館
辦理，第一場次「旅宿業節水經驗分享研習會」於臺北
亞都麗緻飯店辦理，旅宿業者出席人數逾150人，深獲
業者迴響及好評，顯示本研習會之內容安排切合企業的
實際需求，對於旅宿業者在未來推動節約用水相關工作
確有實質的幫助與正面的意義。

Hotel Association)，積極倡議「green」行動，以保
護環境，因此透過管理手法進行節水、節能、低污染來
降低成本的環保旅館日趨盛行。環保旅館除可減少對環
境的衝擊外，更提昇旅館的企業形象與消費者認同，在
帶動營收的同時亦創造環境資源之永續。
102年水利署為推動國內旅宿業提高用水效率與效
能、健全用水管理與制度以及旅館業環保標章的申請，
特舉辦「節水列車全面啟動、效率技術齊昇級」旅宿業

圖三

7月22日台北亞都麗緻飯店旅宿業節水經驗分享研習會

節水經驗分享研習會，會議除延請節水專家學者就空調
冷卻系統用水效率提升、泳池設施排水回用與省水標章
產品應用作專題分享外，亦邀集節水成效卓著或獲得環
保旅館標章之業者，以經驗交流及現場觀摩的方式，透

圖四

台南桂田酒店泳池節水措施現場觀摩

會中並邀請臺北亞都麗緻飯店、臺南遠東飯店、桂
林商務旅館、富康精彩旅店等節水成效卓著或獲得環保
旅館標章之業者分享推動節水之寶貴經驗，同時邀請行
政院環保署推廣「旅館業環保標章」，並說明相關申請
流程，亦安排「旅館業節水措施與案例分享」、「旅館
圖一

水利署戴如伯主任秘書
頒發感謝狀

業環保標章之水資源要求與符合方法」與「空調冷卻系
統節水與退伍軍人症預防管理」等專題，並現地觀摩節
水績優單位及節水經驗交流，藉由實務分享達到技術推
圖二

水利署王藝峰組長致詞

廣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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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102年度十梯次環境教育
研習活動成果
水利署 ■ 楊介良、楊宗翰

水

利署為提升同仁們水資源保護之環境素養，以及
落實水資源業務之推展，本年度規劃十場次的環

境教育研習活動，透過演講、戶外學習、參訪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影片觀賞、社區參訪等方式進行。室外課程
地點包含臺中筏子溪－水碓社區、臺北景美溪－小坑
溪、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關渡自然公園、臺北翡
翠水庫、南投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等，室內課程則於
臺北及臺中辦公區進行。在十梯次的課程中，邀請不同
專業領域的專家學者分享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
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
理、文化保存、社區參與等主題。

第二梯次於7月19日舉行，由謝政道副總主持開幕
式，邀請水患治理監督聯盟總召集人林淑英老師帶領走

第一梯次於6月18日在水利署中部辦公區與臺中水

訪景美溪以及以生態工法治理的小坑溪步道，了解先民

碓社區舉行，由王瑞德副署長領軍。課程邀請到逢甲大

在沿岸開疆拓土、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的動人故事，並

學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許少華教授，介紹筏子溪流

透過認識溪流的人文、水文變遷，讓水利署同仁走向

域歷史定位與水資源文化，以及筏子溪目前所面臨的問

了家鄉的河，培養關懷家園的情懷，以達到水資源永

題，娓娓道來筏子溪的美麗與哀愁。而多年來從事文史

續發展的目標。

工作的臺中市教育大學兼任講師黃慶聲老師，則帶領學
員們造訪水碓社區，透過與社區居民的對話，講述筏子
溪流域文史與農村聚落水資源利用的歷史脈絡，豐富環
境教育落實在地文化的意涵。

第三梯次於7月26日在臺中辦公區舉行，由曹華
平總工程司揭開序幕。課程邀請到臺北科技大學土木
與防災研究所林鎮洋教授分享治水的新思維，以低衝
擊的工程改善河川的環境並減少災害發生。第二堂課
則是邀請到亞洲大學休閒與遊憩管理系彭國棟教授分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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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在地行動－埔里蝴蝶保育案

定與否對人民生活與生命的影響。第二堂課由水患治理

例」，透過生物多樣性的教育、保育、資源調查及規

監督聯盟總召集人林淑英老師以文學角度及生態生活的

劃等措施，達成社會、環境及經濟三者發展的平衡。

面向分享臺北的水文學環境，以小坑溪親水文學步道為

第四梯次於8月2日在國立自然科博館舉行，由賴

例，讓學員在步道中遇見文學。

伯勳副署長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孫維新館長主持開幕

第六梯次於9月3日在臺北關渡自然公園舉行，

式。當天課程著重於科學素養與環境教育的關係，讓學

由保育事業組王藝峰組長率領水利署同仁們，騎著單

員們了解自然科學博物館對自然物與人類學研究之任務

車，沿著淡水河，來到關渡自然公園，展開一系列對

與成果，並帶領學員們進行館內導覽，從認識臺灣低、

水的探究，引導同仁們分享自身與水有關的經驗，並

中、高海拔森林生態系到全球氣候變遷、物種保育等議

透過水資源環境教育實作進行分組競賽，讓同仁們手

題，體驗豐富多元的知性學習和文化的環境教育內涵。

腦並用，促使我們能夠更了解及關心賴以維生的水資
源；之後透過解說員的帶領，參觀位於關渡自然公園
永續經營區內的心濕地，享受微風吹拂臉龐，傾聽草
澤中鳥兒的鳴唱，飽覽依傍翠綠群山的心溼地之美，
一起擁抱自然的奧妙。

第五梯次於8月16日在中部辦公區舉行室內演講課
程，由人事室陳日益主任致詞。課程邀請到淡江大學水
資源與環境工程系陳賜賢老師，分享遠赴大陸四川為當
地彝族小學開發水資源的經驗，讓同仁們了解水資源穩

第七梯次於9月13日在台北翡翠水庫舉行，由謝政
道副總工程司率領同仁們，實地走訪翡翠水庫，認識這
座集結國人心血、汗水、智慧與技術的結晶，貼近我們
的水源命脈。在翡翠水庫的「水資源生態教育館」，同
仁們了解水庫運轉、安全維護機制等水庫經營運作管理
知識。透過多媒體影片《山水翡翠》的介紹，瞭解翡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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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扮演政府推動生物多樣性調查、保育、研究與推廣
工作的研究中心。課程從魚的觀點延伸論述「河川生態
與保育」，以節水、利水、親水、治水、保水的角度，
重新審視人與水的關係，並提醒對於河川溪流整治應考
量當地溪流生態特性，思考魚的生存之道，減少水利工
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在戶外課程部分則是參觀廢棄貯
木場轉化成為展現「森林」、「草原」、「水塘」三大
自然生態系的「生態教育園區」，透過戶外學習讓所有
學員充分瞭解自然資源的保育與利用，以及生物多樣性
教育的意義與內涵。透過此次研習活動，拓展同仁們對
水庫的興建史以及生態保育成果。尤其對於「翡翠樹

水資源管理的視野，瞭解臺灣自然生態與野生動植物的

蛙」與「烏來杜鵑」等臺灣特有種復育有成，讓學員對

保育及推廣情形，以及水資源保育對人類及生命萬物的

於翡翠水庫天然的生態寶庫留下深刻印象。經由翡翠

影響。

水庫同仁的帶領，同仁們造訪了首建臺灣水庫界的蕨類
教室，認識臺灣蕨類世界的繽紛樣貌；參觀翡翠水庫大
壩，觀摩水庫運用植樹造林來涵養水源、了解水庫如何
運用魚類淨化水質與監測水質汙染狀況，以及了解水庫
水位的運轉規範；使同仁們更認識翡翠大壩的拱壩原
理、施工技術與施工秘辛。

第九梯次於9月27日在臺北辦公區舉行室內演講課
程，由張良平副總工程師及國立師範大學環境教育所汪
靜明教授為課程揭開序幕。由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汪
中和研究員分享「氣候變遷與臺灣的水文挑戰」議題，
說明全球暖化的趨勢，使臺灣面臨更嚴苛的水資源管理
挑戰，再加上臺灣具有地形陡峭、降雨量分配不均等水

第八梯次安排於9月17日參訪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

資源特性，正面臨「更多的人、更少的水」之趨勢。中

物研究保育中心，由王瑞德副署長帶領同仁們實地認識

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的湯曉虞主任委員則分享臺

紀
活動焦點

灣生物多樣性保育發展與歷程，並以南投特有生物研究

該重新思考魚的價值與利用方式，改變對魚的管理，用

中心為例，分享他多年來參與臺灣保育的成果。

行動支持永續漁業。中華生態資訊暨環境教育協會的湯
曉虞主任委員則分享自身多年來投入台灣生物多樣性保

第十梯次則於10月7日在臺中辦公區舉辦室內課

育發展的經驗，從台灣傳統的自然保育方式到生物多樣

程，由劉昌文副總工程師為課程揭開序幕。由嘉義大學

性保育方式（包含透過立法、成立特有生物研究中心、

水生生物科學系吳淑美教授分享「魚從水裡到餐桌：談

育才、長期研究調查、監測計畫、建立資料庫等），並

對待魚的倫理觀」議題，以「食」的角度提醒人類過度

透過生物多樣性科普推廣、建立社區生態教育推廣網

捕撈對海洋造成衝擊及影響，談人對水產的利用、魚的

路、結合民間資源、創造生產、生態、生活三生共存共

生存環境、水環境安全對水產品的影響、影響漁業資源

榮的永續發展環境。不僅讓同仁們瞭解台灣自然生態與

的因素、漁業文化及永續課題。不僅讓同仁們認識魚端

野生動植物的保育及推廣情形，更可體會水資源保育對

上桌前的樣貌，包含來源、捕撈（養殖）方式、保存方

人類及生命萬物的影響。

法、買賣、烹飪等。也提升身為食物鏈頂端的人類，應

近年來水利署透過節水、利水、保水、親水、治

鍵，明白任何生態都有臨界點，不能無限度的擴張，採

水等面向，推動臺灣的水資源管理事業。在《環境教育

用對環境更友善的方法及措施面對自然、回饋自然；期

法》正式實施後，更積極透過不同形式的課程演講及參

許能不斷提升同仁們對於生態環境的使命與責任感，

訪交流，提升、培養同仁們愛護水資源及永續發展的環

以 臺灣生態水文 與生物多樣性為基礎，施作與水共生

境行動力。

的生態工程；更希望將知識轉化成行動力，把握有限的

透 過今 年度的十梯次 活動，多元分享水資 源管 理
的視 野與思 維，並 具體 落實環 境 教育的推 動，讓 身為
第一線水利同仁們了解水資源是維繫生存最重要的關

水資源，在生活、工作上、心靈上都達到和諧平衡的永
續生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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