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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群善之力 推動節約用水
─專訪前工研院水利產業組組長 陳仁仲
（現職- 泓發樂活氏水科技總經理）
■ 編輯部

根

據水利署表示，台灣地區水資源深受天候與地形

被遵行，甚至具市場價值，且可產業化及普及運作的。

影響，雖闢建多處水庫，總容量不大，若氣象水

因此在長期推動之後，我們應省思，如何讓推動節約用

文情況不佳，即面臨缺水危機。多年來，政府積極推動

水的工作不需要全部靠政府的大力經費挹注，才推一下

各項節水措施成效顯著，但是，隨著大環境變遷速度加

動一下，而是思考如何真正的由民間與企業界等能自發

快，節水政策推動與執行應仍有可改善空間，企業和民

性的滾動起來。

眾又能如何配合協助政府有效推動與執行，以未雨綢
繆，積極因應缺水危機。本刊特別專訪前工研院水利產
業組組長陳仁仲（現職為-泓發樂活氏水科技總經理），
以曾經參與水利署技術幕僚及現今任職企業界經營者的
角色，就「水」的不同面向，為大家提供寶貴建言。

事實上，國內在推動節約用水上遇到最大的瓶頸問
題，就是節約用水經濟的「自償性」不足，也就是水價
長期處於不合理的狀態，導致台灣的水資源經營管理工
作面臨了無法突破的困境。有鑑於此，無論是民間或企
業界欲投入節約用水，或政府推動任何措施，若水價無

水利署自民國83年推動節約用水，迄今已逾20年，

法合理化，這些政策措施都僅能達到短效（計畫目的成

其間透過政府、產業、民間等不同面向多管齊下，在大

果達成卻沒有成效），但最後的長期的「綜效」卻不易

家共同努力下，已達到一定的成效。可是節約用水不應

發生，這是很可惜的。

僅止於道德層次的訴求，它應該是生活中自然而然就可

1

2

人物專訪

不過多年的戮力推動，節水意識的推廣對社會還是造成

所貢獻也會覺得與有榮焉，尤其在節約用水的決策上，

極大程度的影響，現在民眾已會自動自發的節約用水且

並不是一定要依賴政府挹注經費，組織很多人力，用發

已漸成風氣。談到實行節約用水的真正目的，我們並不

包方式去執行推動的工作，而是要把民間團體及企業這

是要鼓勵不用水、或是把水量減到很少，而是要讓整個

股「善」的力量激發出來，就像早期水利署曾推動「節

社會發展的需水量成長的曲線變緩下來，這也是用水管

水夥伴計劃」，「夥伴」之意，是把教育宣導、技術輔

理的真正目的。畢竟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個動態的活性

導，變成一個整合民間社團、企業、研發單位、機關學

體，當水量需求變多時，節約用水只是在需求端讓用水

校與政府的節水策略夥伴，以動員企業界、公民社會、

量慢一點、緩一點即可，應為當省則省、當用還是要

或社群的力量，讓大家挺身參與，有錢出錢、有力出

用，總不能讓社會環境不發展吧，若真的到面臨一滴水

力，進而會願意關心，相互良性競爭，相互分享成果。

都擠不出來時，那就是極限的停滯了。

舉例來說，譬如早期工研院的節水服務團，協助許

總之，儘管面臨很多推動上的問題，節約用水還是

多機關學校、偏遠地區原住民小學的技術改善輔導的工

要持續長久的進行下去，不要只考慮做的短期價值，要

作。但是，因為政策目標是技術輔導與節水改善的當下

把它「hold」住，千萬不要讓整件工作停擺甚至歸零。

投入，第二年後沒有再編列相關維運預算時，很多學校

期盼很快的就能把用水經濟的水價朝合理化方向進行，

及機關單位就反應沒有維護力，相關節水操作的措施只

「合理化」是該用則用，不該用的、浪費超量的，給予

好停擺，或是因為沒有設備更新的費用，沒有人力，某

懲罰性的價錢，以水價合理化的方式達到用水合理化的

項節水措施只好停止，而這些投資下去的硬體，若無法

目的，讓水資源更有效率的使用是指日可待的。屆時節

繼續維護下去，長期也就壞掉不能用了，實在很可惜。

約用水的綜效也將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但是面對現況環

建議水利署可以將全台灣所有這類型成果造冊，依據地

境無奈下，節約用水的工作要如何推動較妥當呢？個人

區、屬性、大小等將這些機關團體進行分類，再透過民

以為現階段除了政策面持續投入外，如何激發民間善的

間社團或企業甚至大學等進行認養啟動自主的機制，如

循環力量，才是重要方向。至於該怎麼做，個人有如下

大學部份因為某些學校設有環境工程系，本身有自主維

的建議：

護系統的能力，所以提供學校少許啟動的經費，學校就

一、推動「節水夥伴計劃」- 發揮群 「善」之力的
夥伴策略概念
現今台灣企業的水準都很高，很多企業主想做一些
事情回饋社會，因此從環境、綠能、水足跡衍生的相關
議題企業都會很有興趣。但是，在追循這些口號之後往
下落實的方案或回饋行動並非那麼具體，其實節約用水
這個層次是大家公認最具有道德說服性的，它的執行面
方案已經是非常具體的，且成果與效益的計算產出也十
分明確。因此，建議政府應該以引導與鼓勵的方式，讓
有心投入的團體或企業覺得有責任感，如果努力推動有

可以自己運作，甚至推展至服務別的學校。
例如小學，因為多數不具備這種能力，就是有能
力的大學最好的推展服務對象，這種推動學校「公益認
養」的策略，只要好好落實，相信絕對是「投入小產出
大」且影響深遠的。又如企業界以本公司為例：泓發樂
活氏水科技因為有現成的專業技術團隊及實驗室，就很
願意無償協助區域內學校進行水質定期檢驗及相關技術
工程等的輔導工作，而沒有相關設備或人力的企業，也
可以提供不需很多的贊助經費，如此一來，一個企業如
能支持10至20個節水案例點，那全台灣上百個過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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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改善過的案例，不都能持續運作起來，一起為大家的

期工業技術研究院就有請國外如南非、日本等水領域的

用水環境盡一份心力，且成為節約用水的示範點。相信

專家來台授課，邀請國內大用水戶的產業共同參與，各

這樣的好事，一定有很多企業願意共襄盛舉。

界迴響非常熱烈。但此方案並非從頭到尾都要政府編列
預算方可執行，因為畢竟在經過多年長期推動之下，產
業已經展現很好的節水績效，像現在竹科的業者都已經
很了解如何節約用水了，甚至可以應變出很多不同節水
方法，節水技術也提升至很成熟的階段，因此，建議政
府可以去策動「節水團結圈」的概念，比如請園區管理
局舉辦類似講座或研討性質的活動，邀請往年的節水績
優廠商分享他們的節水經驗與成效，再由同質性的廠商
（光電業、面板業）組成一個個「節水團結圈」，由他
們自行舉辦做類似讀書會的活動，找老師，找課程，相

增加校園土壤的水分滲透量及保水量

互交流。分享實際做法與經驗，這些「節水團結圈」的
方式由政府部門去促成更容易也更有績效。

這樣的夥伴策略概念是源自倫敦奧運與北京奧運的
運作模式，當時他們就是訂定了許多的夥伴策略，讓業
者主動做公益認養，而政府也會提供參與的業者適度曝
光與獎勵的機會，對提升企業形象有很大的助益，因此
也都樂於參與響應，等於有效的運用社會善的力量，讓
大家成果分享，這些推動的內容甚至也能成為教學的教

目前這樣的概念已經有業者積極在做了，他們結
合地方電台傳達這樣的概念，再找專家辦研討會與業界
分享成果，這樣也可形塑企業綠色產業的形象，對整個
外銷及國際競爭力具有加分效果，可惜的是這畢竟只是
一家公司單向式的傳達自家的理念，若能進一步多向並
激起共鳴，那是最好的結果。企業投入此事，有政府背

材，好處多多。

書，還能分享經驗與技術傳承，如同建構一個可以讓更
關於上述的節水的策略夥伴規劃，大家可以多方
面的思考可行性，將節約用水的推動工作公益化、力量

多人長期參與及分享的知識平台，累積既有的資源成為
「分享的價值」，未來即可透過這樣的機制運轉下去。

化、贊助化，引導社團、企業願意投入，再給予適時獎
勵與有形或無形的回饋，讓大家為臺灣這塊土地略盡棉
薄心力的立場，給它一個好的導向，只要些許的政策資
源投入，就能有效的自動「滾動」起來。讓節約用水的
工作由「靜磨擦，變成了動磨擦」，隨時準備好可加速

社區也是可以大力推動節約用水的區塊，將上述
的典範學習或標竿學習，變成一個學習型的組織應用於
社區上，應可以獲得很好的成效。比如將區塊型社區集
合起來，由政府提供經費籌辦「節約用水創意比賽」，
或是以社區大學為單位，大家群策群力發揮創意爭取獎

前進。

金，不但造成渲染效應，也讓社區的能量活化起來，讓

二、建立「標竿

典範學習計劃」- 推動「節水團

結圈」
另外，建立標竿與典範學習計劃也是可執行的，早

居民產生榮譽感，進而凝聚居民的向心力，達到節約用
水經驗分享與傳承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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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媒綜效計劃」- 整合行銷發揮媒體綜效
目前，政府推動節約用水政策所借助報導的媒體
較為分散，但若媒體宣導的應用過於重複而致不變通，
將導致「綜效」不足。但是不要誤會強調整合行銷就是
要將所有資源給一個媒體或一個公司或一個操作者，而
是要從系統上去思考建構使其環環相扣。讓傳播者與被

水的觀念自然而然地融入於生活中，創造無感節水的生
活，一起珍惜水資源，共同為節約用而努力。企業界則
更應精益求精建立典範與標竿，在台灣企業轉型思考的
當下，節約用水的相關技術與系統都會是進入21世紀
後，標榜以服務導向的水利產業之重要核心價值，節約
用水絕對是做善事，又是件看得到未來的好投資。

傳播者息息互動產生感動，讓過程與參與和結果呈現一
樣受人重視。因此，不妨思考如何在通路上將它活化利
用，比如可利用網路的社群，讓它更能跨領域、交叉的
呈現，有效帶動一些節水內涵意志的宣導，而不是硬梆
梆的做某一件事，也可規劃以故事性方式呈現，讓節水
的推動更為活化，再策動跨媒體報導運用，積極建構活
水通路計劃，強化媒體傳播通路綜效，如此即可營造及
擴大全民參與與交互加持。
推廣節水教育

四、「基盤鞏固計劃」- 節水實驗室能量的穩定及
發揮
政府要讓節約用水的推動工作活化起來，最根本的

採訪後記

基礎是還要理論基礎和科學依據夠紮實，這個基礎就是

陳仁仲總經理於採訪結束後，也介紹了他目前致力

「節水實驗室」。節水實驗室是水利署推動節水的核心

的水科技事業，他表示未來將會用一生所學，整合科技

根本，它可以訂定省水器材的省水標準，也能為省水器

應用的可能，致力開發有益人們健康的好水，並且持續

材的效益進行測試、提出佐證或考評績效的作業。因為

研發包括深層海洋水應用技術、溫泉及礦泉造水技術、

有了這個基本的核心單位，讓省水器材的推動工作立竿

雨水及中水利用技術、飲用水健康及保全技術，為消費

見影。畢竟有科學理論基礎的支持，節水實驗室能量的
穩定及發揮，政策執行之追蹤管考也才能夠落實，這部
份稱之為「基盤鞏固計劃」，是在水價經濟還沒辦法更
動的情況下，節約用水尚不能自發性的滾動前，值得持
續努力和較權宜的做法。

結語
至於社會大眾該如何看待節約用水這件事呢，應
該仍要有惜福的觀念，該省則省，該用則用，如果可能
不妨多多利用符合政府制訂省水標章的產品，讓節約用

者量身訂做專屬健康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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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庭用水量結構監測實例分析
工研院 ■ 王先登

測案例最具規模。本文擬針對此案例之重點內容加以說

一、前言

明，提供作為國內推動相關計畫之參考。

由於各國水資源環境、雨量、水文環境、氣候型態、
季節、區域、居住型式、城鄉差距、庭院大小、家庭收入、

二、研究步驟與流程

常住人口、用水習慣、住屋年齡、水價高低、供水壓力及

為使研究計畫推動順利，AWWARF 在執行過程中

省水器材使用比例等情況均有所差異，因此家庭用水量

針對參與研究團隊之責任及義務、研究對象之選定、問

與其結構亦有所不同。各研究文獻指出，為了解實際家庭

卷調查內容之設計、資料蒐集與分析之方式及推估模式

用水情形，各國均透過問卷調查與實際監測方式進行比

之建立等，均依循所規劃的步驟與流程（如圖一），且

較分析。然各案例規模大小有所不同，其中以美國水務

為避免干擾因素影響研究結果，各步驟均採行品質管制

協會研究基金會 (AWWARF)1996 年至1999 年於美國及

與品質保證 (QAQC) 等原則。茲將其重點說明如下：

加拿大地區，針對 1,188 戶獨立式住戶所進行之用水量監

計畫研究步驟與工作流程圖
有意願參與住戶用水監測計畫之單位

1
經由(AWWARF)
選定14座城市

2

確定問卷調查內容

品質保證及品質管控

3

5
每座城市選定1,000個獨立式
住戶之問卷調查樣本

6

郵遞方式進行問卷調查

再經由回收問卷
每座城市選定約100戶實測樣本

8
夏天2週資料蒐集(#1)
冬天2週資料蒐集(#2)

#1分析
#2分析

9

建立推估模式

10

總結報告、計畫資料庫、預測模式

資料庫建立

4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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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 AWWARF 邀請加入研究計畫，參與單位多為

（三）問卷調查之內容經過計畫諮詢委員會 (PAC)審查

各區域之水公司，參與者須投入經費及提供區內相關服

同意，問卷內容共分 A4 紙8頁，共含41個問題，涵蓋範

務性工作。此計畫涵蓋美國及加拿大六大區域14 座城

圍甚廣，包括戶內用水、戶外用水、用水設備種類、用

市，又可歸納為12 個研究地點 (Study Sites)，包括：

水人口、用水習慣及供水情形等地理因素，問卷作答時

1. 西海岸區域：加州San Diego，Walnut Valley，
Las Virgenes，Lompoc等城市
2. 西南區域：亞利桑那州Phoenix，Scottsdale，
Tempe等城市
3. 西北區域：華盛頓州Seattle，奧立岡州Eugene等

間約需10-15 分鐘，回收問卷目標訂為 25%，由於加強
追蹤工作，實際回收狀況各城市均超過此目標。
（四）為確保家庭用水量實測值之可信度，各城市從回
收問卷中再依住戶房價及收入等因素排序，並依電腦隨
機取樣方式選定約100 戶，作為本計畫之實測樣品，進
行資料蒐集器 (Data logger) 之安裝。

城市
4. 落磯山區域：科羅拉多州Boulder 及 Denver等城

（五）本計畫所使用之資料蒐集器係來自Brainards 公
司所生產之 Meter Master（如圖二），其為一特殊之

市
5. 中 西 部 / 加 拿 大 區 域 ： 多 倫 多 W a t e r l o o ，
Cambridge等城市
6. 東南區域：佛羅里達州 Tampa

資料蒐集器，可安裝於現有磁感應式水表上(Magnetic
Flow Meter)，此資料蒐集器每10 秒可蒐集一筆資料，
總計每一住戶共監測四周（其中兩週在夏天，兩週在冬
天），此兩星期每戶可監測超過12 萬筆資料，此計畫總

（二）此計畫進行除實際監測用水狀況外，亦包括寄送

計監測1,188 戶，完成後可得資料共 2 億8,740 萬筆。

住戶問卷調查，為確保回收問卷調查之可信度，住戶選
定是依各城市所有獨立式住戶之用水戶數，扣除空戶及
不正常用水住戶後，按用水量高低排序，然後依電腦隨
機比例方式選出約 1,000 戶左右寄送問卷。

（六）本計畫所使用之電腦分析軟體為 Aquacraft
Inc. 公司所發展之流量追蹤分析系統 (Flow Trace
Analysis)，此系統可將資料蒐集器之資料，依各用水設
備之用水量特性進行分析（如圖三）。

圖二

Meter Master 之資料蒐集器 (Data logger)

圖三

Aquacraft Inc 發展之電腦軟體分析系統

2012.09.15 Vol.5

紀
技術新知

2. 此方式完全不需要進入住戶內，不影響住戶用水習
慣，也不因安裝過多水表而使供水壓力下降，而導
致資料偏差。然而此方式所需資料蒐集器及電腦軟
體分析系統較貴，且住戶水頭低於 8M 之低壓系統
恐不適用。

三、結果比較分析
（一）每人每日用水量 (LPCD) 分析比較
圖四

電腦軟體流量追蹤分析系統顯示2小時用水分析圖

由表一顯示，此12 個研究地點之每人每日用水量，以
以圖四為例，此電腦軟體分析系統可將資料蒐集器
之資料，依各用水設備之用水量特性進行判讀（早上 7
點至 8 點），得知此1小時內共有一次馬桶沖水、一次多
重循環之洗衣機用水及一次沐浴用水。

華盛頓州之 Seattle216 公升最低，最高則為奧立岡州
Eugene316 公升，相差達 46.3%（如表一）。
（二）每人每日戶內用水量分析（公升/日）
由表二顯示，各研究地點戶內用水量依各用水設備而

（七）採用此實際監測方式之優點包括兩方面：

有所不同。例如馬桶沖水，以 Eugene 86.7 公升最

1. Data Logger可安裝於既有水表上（需為磁感應式

高，Las Virgenes 59.4 公升最低。而漏水現象則以

水表Magnetic Flow Meter），因此不需要太多

Scottsdale & Tempe 達 66.6 公升最為顯著，Boulder

水表安裝工作。

最少僅 12.9 公升（如表二）。
表一

城市名稱
Seattle

每人每日用水量(LPCD)分析比較表

監測住戶數量（戶）
99

平均住戶
用水人數（人）

平均每人每日戶
內用水量（公升/日）

2.8

216

San Diego

100

2.7

221

Boulder

100

2.4

248

Lompoc

100

2.8

249

Tampa

99

2.4

249

Walnut Valley

99

3.3

257

Denver

99

2.7

262

100

3.1

263

95

3.1

267

100

2.9

294

99

2.3

308

98

2.5

316

1188

2.8

262

Las Virgenes
Waterloo &
Cambridge
Phoenix
Scottsdale &
Tempe
Eugene
總計12個研究地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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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城市名稱

每人每日戶內用水量分析比較表（公升/日）

馬桶

洗衣

沐浴

廚房

漏水

其他

臉盆

洗碗

合計

Seattle

64.7

45.4

43.1

32.9

22.3

0.0

4.2

3.8

216

San Diego

60.0

61.7

34.1

40.9

17.4

1.1

1.9

3.4

221

Boulder

75.0

53

49.6

43.9

12.9

0.8

5.3

5.3

245

Lompoc

62.8

57.9

42.0

37.5

38.2

3.4

4.5

3.0

249

Tampa

63.2

53.7

38.6

45.4

40.9

1.1

4.2

2.3

249

Walnut Valley

68.1

53.4

44.3

46.6

28.8

8.7

3.8

3.0

257

Denver

79.8

59.0

48.8

39.7

22.0

1.9

6.1

4.5

262

Las Virgenes

59.4

63.6

43.1

42.4

42.4

4.2

4.9

3.4

263

Waterloo &
Cambridge

76.8

51.9

31.4

43.1

31.0

22.7

7.2

3.0

267

Phoenix
Scottsdale &
Tempe
Eugene

74.2

64.0

47.3

36.3

56.0

8.3

4.5

3.0

294

69.6

54.9

47.7

42.4

66.6

18.9

3.4

4.2

308

86.7

64.7

57.2

45.0

51.5

0.4

5.7

5.3

316

總計12個研究地點

70.0

56.8

43.9

41.3

36.0

6.1

4.5

3.8

262

（三）獨立式住戶戶內用水結構分析
由圖五顯示，住戶戶內用水結構以馬桶沖水佔 26.7% 比
例最高，其次是洗衣、沐浴及廚房用水分別佔 21.7%、

（四）每天 24 小時戶內用水與戶外用水之比較分析
由圖六顯示戶外用水以早上 5 點至 8 點及晚上 6 點至 8 點
兩段為高峰，戶內用水則以早上7點至11點最多，其次
是晚上 6 點至10 點。

16.8% 及 15.7%。

其他

2.3%

洗滌

1.7%
漏水

13.7%

洗碗機

1.4%

馬桶

26.7%

廚房用水

15.7%

沐浴

16.8%

圖五

洗衣機

21.7%

獨立式住戶戶內用水結構分析圖

圖六

每天24小時戶內用水與戶外用水之比較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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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每天24小時戶內各用水設備用水之比較分析

（六）住戶用水人口數與總用水量、每人每日用水量之
關係

由圖七顯示，各用水設備用水時間高峰均不相同，但多
以早上 6 點至晚上10 點用水較多。

由圖八得知，住戶人口數愈多，總用水量愈高，但每人
每日用水量 (LPCD) 反呈現降低。

圖七

每天24小時戶內各用水設備用水之比較分析圖

圖八

住戶用水人口數與總用水量、每人每日用水量之關係圖

四、結語
（一）本計畫 AWWARF 使用之資料搜集器及電腦軟體

升，其中戶內用水平均每人每日約 262 公升（約佔

流量追蹤分析 (Flow Trace Analysis) 系統，已被證實是

41.3%），若比較戶內用水結構，則以沖廁、沐浴及洗

很實用的用水量監測及結構分析之工具，可使用在大量

衣等所佔比例較高。

住戶之樣本上。此方式較不具干擾性，且可很科學地取
得龐大的監測資料，因此已有愈來愈多機構採用。

（四）國內過去缺乏住戶用水量實際監測案例，因此本
計畫之推動方式及執行成效頗值得參考。唯國外多為直

（二）本計畫執行時，無論參與城市的選定、問卷調查

接供水，供水壓力較高，而國內多為間接供水，水壓一

內容設計、寄送住戶及監測住戶樣本的取樣方式等，在

般偏低，本計畫所使用之資料搜集器監測方法，及電腦

過程中均採行隨機取樣原則，並符合 QAQC 要求。加

軟體流量追蹤分析系統是否可應用於國內，尚待進一步

上各城市自來水單位提供住戶水單資料，藉此提高此計

評估。

畫用水量監測分析的代表性與信賴度。

參考資料

（三）本用水量監測研究案例係以1,188 戶獨立式住戶

Residential End Uses of Water，AWWA Research

為對象，多具有戶外庭園而須澆灌，因此戶外用水比例

Foundation (1999)

較高（約佔 58.7%），平均每人每日用水量約為 65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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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品水足跡經驗分享
台灣凸版國際彩光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技術中心 ■ 戴嘉宏協理 / 環安部 ■ 許瑜蘭

灣凸版國際彩光為日本凸版印刷於2001年在台

求與公司長期溫室氣體與能資源管理策略，在公司高

投資設立之海外第一座彩色濾光片製造工廠。

階主管的支持，於2010年推動「綠色績效推動」長

2006年友達光電投資入股台灣凸版國際彩光，兩大

期專案，以「環境友善」的角度展開綠行動專案。於

世界級企業成為最佳夥伴。以認真的經營態度與優越

2010年導入產品水足跡盤查計劃，透過此計劃，計算

的技術服務持續展現亮麗和穩定的成長，讓台灣凸版

於原物料階段、生產製造階段及運輸階段水資源的耗

國際彩光成為台灣首屈一指的彩色濾光片專業製造

用情形，這項專案也有助於了解台灣凸版國際彩光於

企業。

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之用水狀況，藉此發掘降低水足

台

在氣候變遷的壓力下，大旱大雨已變成常態，水
資源匱乏問題日趨嚴重，全球各地水患及乾旱等極端
氣候事件頻傳。水資源是製造生產基本要素，然因氣

跡的改善機會，亦有助於台灣凸版國際彩光朝向提升
製程用水效率與回收率。其水足跡盤查計劃推動方法
與目標為：

候變遷的影響，使得水資源壓力直接影響企業製造生

1. 水資源耗用檢視：

產活動，尤其台灣凸版國際彩光位處於南部地區，近

(1) 建立產品水足跡(Water footprint , WFP)盤查作業一

年來幾乎每一年受水資源匱乏所苦。

一、背景說明
台灣凸版國際彩光以訴求環境保護應與產品研發
兼顧，積極開發符合低環境負荷及客戶需求之綠色產
品。為能掌握公司的能資源使用節點分析，自2009年
起陸續導入查證制度與能源管理系統。2009年完成國
內第一家彩色濾光片廠溫室氣體查證，2010年成為

致性與標準化之方法，以進行生命週期水資源耗用
評估；
(2) 檢視產品之生命週期水資源耗用現況；
(3) 為正在努力降低水資源耗用計畫專案，提供評價基準。
2. 綠色供應鏈機制建立，整體性檢視減碳機會：
(1) 檢視供應鏈之水資源耗用狀況，提供其改善產品生
命週期水資源耗用之機會；

國內首家同時完成產品碳足跡與水足跡查證的企業，
2011年導入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同時於2012年

(2) 有助於以供應商各材料在生命週期內的水資源耗用

1月取得認證。透過系統性全方面推動，才能有效執行

為基準，來評價替代產品的配置、來源和生產方

能資源減量與改善資源的投入，以及有效追蹤具體推

法、原材料的選擇和對供應商的選擇。

行成效。

3.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以往，大部分的改善方案推動大多僅關注公司內

(1) 支持企業社會責任，提昇產業競爭能力及企業形

部製造行為所產生的溫室氣體、能源或水資源的影

象，及順應國際趨勢，符合客戶及利害相關者需

響，而忽略材料設計、供應鏈與運輸等作業活動之環

求，實踐企業永續經營承諾；

境衝擊。此外，國際間也開始制定水足跡之計算標
準，國際採購大廠也開始要求於產品標示生命週期產
生的暖化衝擊程度，面對國際趨勢、預測未來客戶要

(2) 取得客觀第三者之查證聲明書，容易取信於客戶及
利害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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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足跡盤查計劃展開說明
客戶要求者，可選擇性較多元，可依據幾個方向進行
高階主管支持：台灣凸版國際彩光靠著綿密的綠色

選擇，如商品市場主流性、明星商品、主要產品或有

績效推行組織運作，推行各項綠行動專案，而不是由

其他預期用途（如減量專案或綠色產品設計等）。選

各廠、各單位自己做自己的。以總經理為核心，展開

定標的產品後，即可依據該產品生產物料清單（Bill

綠色創新、綠色採購、綠色製造、綠色運籌及綠色文

Of Material ,BOM）、製造流程圖等執行盤查計算

化五大構面，以產品生命週期的角度全面檢視各項營

準備。

運活動，由各組織最高主管為總負責人。
■ 盤 查 與 計 算 邊 界：台 灣 凸 版 國 際 彩 光 以 B 2 B
計畫目標設定：定義標的產品、盤查與計算邊界、

（business-to -business）為範疇執行盤查作業，

查證聲明書與保證等級與計畫完成時間目標等。

透 過 產 品 生 命 週 期 檢 視 各 項 營 運 活 動，從 原 料

■ 選 定標的產品：以 生產製 造 業者，會 執行水足 跡盤

採 購 階 段、生 產 階 段 到 運 輸 階 段 的 概 念，由 輸 入

查計畫需求大多是 受客戶的要求，當客戶有指定標

管 理（I n p u t）、流 程管 理（P ro ce s s）到 輸出管 理

的產品者，就需 得 依 據客戶要求完 成查證；但 若無

（Output）構面進行全面檢視。

Business to business Business to consumer
Raw material

Product
manufacturing

資源開採

製造
製造

Consumer
use

Disposal
& retail

Disposal
& recycling
台灣凸版國際彩光
產品碳足跡/水足跡計算範圍

運輸(1)

運輸(2)

包裝

廢棄
運輸(3)
回收

運輸(4)

消費者使用
運輸(5)

Reference : Carbon Trust

廢棄

製造
組裝
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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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足跡盤查與計算，則是由三個部份所組成，分

消耗之雨水量，藍色水足跡則代表產品或服務生產流

別是綠色水足跡(Green water footprint)、藍色水

程中消耗之表面水/地下水之水量，灰色水足跡則指放

足跡(Blue water footprint)、及灰色水足跡(Gray

流至承受水體標準時所消耗的稀釋水量，三者加總即

water footprint)。其中，綠色水足跡代表生產流程中

為水足跡。

Evaporation
Energy+supplies
indirect WF

A. Blue water use

B. Grey water treatment

Reference : http://waterfortheworld.net/

■ 查證聲明書：為能同時掌握標的產品碳足跡與水足跡
數據，於計畫展開前即決定採行同時盤查產品碳足跡
與水足跡，以利比較溫室氣體與水資源數據，以及作
為未來溫室氣體與水資源減量比較基準線。
■ 計畫完成時間目標：台灣凸版國際彩光藉由綠色績效
組織的全方位推動，得以快速地展開盤查作業，以三
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盤查並通過台灣檢驗科技（SGS）
查證，取得PAS2050、ISO/CD 14067-1及水足跡三
張證書。
中心廠水足跡數據盤查：執行水足跡數據盤查時，
依推行經驗下列項目是必須留意的：

冷煤）等，並確認其數據分配原則是否合理，若使
用再生材料，則需留意其再生材料之使用回收率。
■ 盤查年度：大多數多以整年度（1月1日~12月31日）
為計算基礎，但若有特殊季節性商品或客戶特殊指定
時，即有可能有跨年度，請留意每個組織（含供應
商）之計算範疇一致性。
■ 盤查數據計算：在數據蒐集與計算上，則需留意數據
邊界計算正確性與合理性、數據再現性、數據分配、
數據串連、佐證資料提供（例如收貨/出貨單據、運
輸單據、系統帳料佐證）等。
■ 系統軟體應用工具：完成數據蒐集與運算後，大多會

■ 盤查範疇：以產品生產物料清單（Bill Of Material,

透過系統軟體應用工具進行數據運算與數據整合，

BOM）為盤查計算基礎時，請注意不要遺漏副資材

在此階段則需留意，其數據寫入正確性、係數引用

（間接材料）、維修保養材料、耗材（例如濾心、

原則與合理性以及繪製產品水足跡之製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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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衛星廠）水足跡數據盤查：台灣凸版國際

(1) 公司及廠區簡介

彩光於2010年即投入產品水足跡盤查作業，初期於尚

(2) 溫室氣體/水資源耗用管理政策及策略

無足夠的製造廠產品水足跡參考資訊，供應商對於產

(3) 盤查報告製作依據、預期用途及期限

品水足跡的認知度可說是相當的低。故對於台灣凸版
國際彩光而言首要任務即是「提高參與盤查意願」，
舉辦產品碳足跡及水足跡盤查及查證計畫說明會暨教

(4) 盤查產品簡介及功能單位
(5) 盤查系統（廠區/流程/供應商）邊界設定與排除說明

育訓練，以由淺入深方式說明此計劃推動緣由，並提

(6) 方法學：數據蒐集、資料庫、分配原則、確認與計算

供碳足跡及水足跡盤查與計算教育訓練，以及透過簡

(7) 盤查結果：各階段碳足跡/各色水足跡、假設情境及

易計算工具，提供給供應商做最簡單與迅速的數據回

數據品質

報，再搭配透過供應商實地現場數據驗算與盤查邊界

(8) 參考資料

確認，以提高整體盤查之數據品質。

(9) 查證型態（自我宣告/第三者）與聲明內容（合理/有限）

水足跡盤查報告書撰寫：水足跡盤查報告書內容可
依預期使用者或特殊指定用途等進行編製，大致盤查

(10) 相關附件
水足跡數據查證重點：

報告書架構為：

盤查邊界

●

水足跡貢獻度

●

藍水足跡

●

灰水足跡

●

數據品質

●

●

●

●

●
●

如何定義產品生產鏈之流程
是否參考生命週期概念計算間接產生之水足跡
貢獻度設定值 (1%, 10%...etc)
貢獻度決定之方法 (參考資料 / 軟體 / 盤查資料...etc)

藍色足跡之盤查方法
回收水之循環利用路徑為何

直接及間接灰水足跡之資料來源
直接及間接灰水產生地點及承受水體地點
數據蒐集頻率及準確性
供應商之數據品質確認

三、結語
環境永續發展的推動只有起點、沒有終點，在這
個充滿挑戰的環境裡，台灣凸版國際彩光仍將攜手併

行，繼續在未來化不可能為可能，共創另一波的高
峰，持續改善公司的經營體質，推動企業與環境的永
續發展，為生活增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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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達人
【咦！我是螢火蟲嗎？】

~ 慎選清潔劑 呵護水資源 ~
前言 – 一邊淋浴 一邊洗衣褲
上了一點年紀的人，腦海中，對於早年洗衣服的情景
大概還有這麼一幅景象：小溪旁擺著洗衣盆（或籃子）、
肥皂和一根木棒。看來簡簡單單的場景，卻充分傳遞出
洗淨的三個要素：水、洗劑和磨擦力。

林淑英女士

灣，行銷非常成功。由於許多人先入為主的概念是：泡沫
要又多又細才能洗得乾淨。因此，為了迎合消費者，台灣
的非肥皂配方多了起泡劑。美國規格標準的洗衣劑，在
他們國家以兩個行程就可以洗好衣服，台灣製的則要四
個行程才沖得乾淨；換句話說，非肥皂的使用，浪費很多
水，也製造很多河川及近海的污染。這對水資源有限的

大約20多年前，我在主婦聯盟擔任義工的時候，和

台灣，是很不友善也很不利的。

幾位媽媽討論節約用水的課題，有人舉出她一邊淋浴、一
邊腳踩牛仔褲的「摸蛤仔兼洗褲」經驗，引發大家起而傚
之，發覺效果很好。

二、「含磷」「無磷」，哪個好？
洗衣粉中添加磷酸鹽（最普遍使用的是“三聚磷酸
鈉”），為的是避免洗衣粉中的陰離子型界面活性劑與水

洗劑洗劑知多少？肥皂 VS 非肥皂
為什麼會討論到清潔劑的問題呢？主要因隨著社會
變遷，雙生涯家庭日增，從工作崗位回到家，ㄧ堆家事等
待處理，特別是許多衣物需要清洗；後來洗衣機逐漸普
及，讓家事負擔得以減輕，但是，洗衣粉卻帶來了問題。
一、洗劑（包括洗衣粉）
之所以能夠洗淨各式物品，靠的是它具有的“親水
基”和“親油基”，才可以去除碗盤、衣物上的油垢；而達
到這種化學作用的物質，統稱為「界面活性劑」。其中有
純自然的，如無患子的皂素；有油脂經過氫氧化鈉或氫氧
化鉀皂化的肥皂或皂液；還有以石化原料製成的界面活
性劑。
前兩者在自然界中很容易分解，二次大戰前是清潔
的主力。二次大戰後，美國取得德國的化學界面活性劑配
方，在物資缺乏的當時，天然油脂所做的肥皂很難普及，
石化原料調一調就可以達到清潔功能，真是如獲至寶，這
個寶貝通稱「合成清潔劑」，國內廠商名之為「非肥皂」，
因為它的原料迥異於傳統肥皂。
沒有想到，此類界面活性劑不易被自然界的微生物
所分解，所以會危害地球的生態環境。在上個世紀 60 年
代的日本，曾經發生誤將洗衣粉當成奶粉沖泡飲用，導致
死亡的案例，「合成清潔劑」遂引起諸多論爭！
「非肥 皂」的製作 技術隨著美軍的駐防轉 移到台

中的陽離子如鈣、鎂結合，因而降低洗淨效果。這種添加
劑也被稱為「硬水軟化劑」，它同時還可以防止溶在水中
的污垢重新附著在衣物上；又可以維持洗衣粉溶液的鹼
性，加強洗淨效果；甚至可以減少洗衣粉的受潮結塊，功
用好多。
然而，洗過衣物的廢水流入水體之後，磷的成分讓
水草大量增生，佔據了水體空間；腐爛的水草又耗掉了
水中的氧氣，讓其它生物無法生存。所以有「無磷洗衣
粉」的問世，一 般 採用來替代磷酸 鹽的添加物是 沸石
(Zeolite)。
「含磷」「無磷」，哪個好？國際綠色和平組織曾經
將兩者做整個生命週期的比對，發現三聚磷酸鹽及沸石
無論自採礦、提煉、使用等，所消耗的能源和產生的汙
染量，相差不多。但在使用後，沸石會增加廢水處理的困
難，而當前的污水處理技術已經可以將磷酸鹽回收再利
用。換句話說，如果已經有設備完善的廢水處理設施，而
且願意花成本回收磷酸鹽，則含磷洗衣粉較好；否則，兩
害相權取其輕，無磷是較佳的選擇。
我們台灣的人口密度很高，衛生下水道普及率不高，
廢水處理條件不完善，所以更需要謹慎選擇清潔用品。
環保署曾積極推動「環保標章」制度，引領國人在選用
各式生活用品時，可以選擇對環境比較友善的製品。以
下以圖示介紹一種檢測清潔劑的方法，希望能讓讀者可
以對清潔劑有進ㄧ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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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清潔劑

(a)

《設備》
兩組電動攪拌器、兩杯等量的水、等長
的紗布繃帶、優碘、洗衣粉、螢光燈

《測試1：螢光反應》
有環保標章的洗衣粉，沒有螢光反應；
沒有環保標章的洗衣粉，則閃閃發光。

(a)

《測試3：生物分解狀況》
在等長的紗布繃帶上，各滴等量（十滴）
的優碘，然後放入玻璃杯中洗滌。

(b)

(a)有環保標章-洗滌之後水仍清澈，可見
優碘已經被充分分解。
(b)沒有環保標章-洗滌之後水很渾濁，可
見溶解和生物分解狀況都不佳。

(b)

《測試2：溶解狀況》
玻璃杯中放入等量的洗衣粉。
(a)有環保標章-洗衣粉充分溶解
(b)沒有環保標章-洗衣粉成懸浮狀態
〈一〉螢光增白劑是合成染料之一，它可以
吸收波長360nm區域的紫外光，然後放出
吸
430nm的藍色可見光。這個螢光可被成品上
4
的黃色雜質吸收，而掩蓋互補此黃色雜質，
的
以達到增白效果。然而，螢光增白劑是一種
以
很不容易分解的化學物質，它和皮膚上的蛋
很
白質結合力很強，不易洗掉，一但結合，就
白
容易導致過敏或發炎；同時，螢光物質本身
容
屬於鹼性物質，會破壞皮膚的酸鹼值。
屬
〈二〉從溶解狀況、生物分解狀況測試，
可以觀察得到環保標章產品與非標章產
品的差別。〈更多選用清潔劑的訊息請
參閱下列網頁http://blog.udn.com/
selin7777/6092653 《友善掃除迎新年》

皂，自民國四十一年問世至今，一直為消費者所愛用，

結語

除了平價、洗淨、省水功能極受肯定，才能歷久不衰。
日本滋賀縣琵琶湖週邊婦女在30多年前即發動【反
合成清潔劑運動】，積極推動使用肥皂，目的在改善琵
琶湖的水質，提升環境及民眾的健康。此舉讓地方政府

「肥皂絲」產品，則是為了提供洗衣機的使用之便，希
望達到「髒衣服用肥皂打一打，好搓、好洗又省水」的
目標。

訂定《琵琶湖條例》，寫下地方政府針對合成清潔劑的
管理立法的先河；琵琶湖的治理經驗是聞名全球的水資
源維護案例。
肥皂是最簡單的清潔劑，它是用動物脂防、植物
油及木屑在沸水中煮沸而成的，被人類使用已經有幾千
年的歷史了。某些微生物可以消化或分解肥皂分子，因
此，使用肥皂對水源維護貢獻較佳。

清潔劑是日常生活中的親密朋友，希望透過消費者
的學習認知，用行動支持生產者，生產對環境相對友善
的優質產品，以呵護珍貴的水資源。
參考資料
一、《食品營養與衛生》 李寧遠、吳文惠、丘志成、洪久賢
等編著，國立空中大學用書。
二、《消費者雜誌報導》 第166期 1995.02.05 發行
三、《失竊的未來 Our Stolen Future》，吳東傑等譯，先覺

國內有一家歷史屆滿一甲子的公司生產的水晶肥

出版社出版。

15

16

產品櫥窗
勇於技術創新 帶動綠色產品研發—
八八樂(股)公司
八八樂公司 ■ 白奇玄

八樂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為“經立家庭

八

組化設計，安裝簡便，耐壓性能優越，並是業界少數可

器材行”，成立于1976年，以OEM及ODM生產

在安裝加壓機的環境下使用。而H-2010壁式感應水龍頭

水龍頭。1997年因發展需求成立八八樂國際工業股份

（如圖五），低耗電設計，電源採用鹼性電池，可以耐

有限公司至今。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更成立研發

用達50萬次或2年以上，可以免除布電源線的麻煩。

團隊，研究創新安全環保綠能家用五金產品，經過不斷
改進，已成功研發100多項改善及創新的作品，作品中
並獲得台灣與大陸等20幾項發明及新型專利，感應水龍
頭、省水器材配件、小便斗沖水器產品並在2009年至
2012年分別通過經濟部水利署省水標章之驗證。
在所研發的省水器材配件中，H-2001節水器（如圖
一）獲中國國家智慧財產權局及中華民國智慧財產局專
利。其中省水器材配件主要是針對公共場所牆式水龍頭
所搭配設計的節水裝置產品有以下特點：
1. 簡單：換龍頭免停水，輕鬆動手換 。
2. 省水：本產品經工研院測試，安裝後可調節省水。並
可根據需要限定個別水龍頭的最大出水量，避免用水

圖二

獲得2011年臺北國際發明展金牌

時水龍頭全開，造成水資源浪費。
3. 節約：設計簡單用料省。閉水時不用管帽，不需浪費
額外零件，杜絕環境浪費實現綠經濟。

圖三

圖一

H-2012免布線外露式感應小便斗自動沖水器

H-2001節水器

本產品獲得2011年臺北國際發明展金牌。（如圖
二）
所研發的H-2012免布線外露式（如圖三）與S-2012
壁式外露式感應小便斗自動沖水器（如圖四），採用模

圖四

S-2012免布線壁式外露式感應小便斗自動沖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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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H-2010免布線壁式感應水龍頭

圖六

獲得2011年臺北國際發明展金牌

本產品獲得2011年臺北國際發明展金牌。（如圖
六）

圖七

八八樂感應水龍頭

上，將出水口與紅外線的靈敏度進一步的同步化、微電
化，使用者一伸手使用就能馬上供水並能快速停止。所

本公司所研發的感應水龍頭，主要是針對傳統的感
應水龍頭，除了在“安全、衛生、省水”要求外，並且
在品質耐用及使用習慣做出突破性的改變。
首先在品質耐用性能，由於在實驗室測試耐用性
能，測試環境相對單一，使用者習慣未能相應的表現出
來，因此會造成產品研發在實驗室測試通過試驗，而實
際消費者購回使用後，卻未必能獲得消費者的認同，針
對此情形，本公司將生產的感應水龍頭通過租賃的新創
意。出租給大陸杭州長途汽車站及一些大量人流的公共場
所使用，給予產品充分的環境測試。發現有一些大的汽車
站，一年的使用次數就超過省水標章耐用測試標準。

使用的原材料可回收率高達99%以上。模塊式的設計，
維修更方便，更能降低成本。
本公司以研發更綠能更環保的前提下，將傳統產業
加入高科技的元素，創造出新的產品，提高效率減少浪
費。在既有的技術基礎上，近日又成功開發出家庭零感
染水龍頭，在家庭中洗手之前，必須開啟水龍頭，手上
細菌轉依附到把手上。關水的同時大量的細菌病毒沾黏
回手上，造成交叉感染，唯一能有效且直接避免二次汙
染的方法就是不碰觸水龍頭開關。如何能避免碰觸水龍
頭開關又能洗手呢？答案是儘量使用家庭零感染水龍頭
（圖七），專利創新，無接觸，衛生、耐用，完全超越
實驗室安全等級。

使用習慣上，由於感應紅外線的感應角度及感應速
度，與耗電量與干擾性等原因，造成使用者會常常遇到
手伸到感應水龍頭出水口，水就是不出來的情況。尤其
在一些人潮擁擠的公共場所，會產生嚴重滯留的情況，
有時還引起使用者拍打甚至破壞感應水龍頭，而大量的
浪費水資源。

本公司一直認為，綠色環保產品並不是昂貴的高
科技產品，而是一種簡單耐用，可重複使用，而且是需
要最少維護的產品。綠色環保產品也不是掩耳盜鈴的
環境毒藥，或是奢侈浪費的擋箭牌。而是更便宜、更
自然、更有效益，更無公害的綠色環保產品。追求節約
型社會，發揮節水、節地、節能、節材才是綠色環保的

本公司感應水龍頭在不斷的測試中求改進，已通
過低溫、炎熱、高流量的使用環境。在不改變使用習慣

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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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焦點
全民節水運動-全民節水 滴水不漏
節水糾察隊啟動∼人人都是節水小尖兵
水利署保育事業組 ■ 楊宗翰

圖一

聯合啟動儀式

界為了鼓勵全民節約用水，家戶全面查漏，水利

世

和順國小的戰鼓隊和醒獅團擔當演出，另穿插節水有獎

署於 6 月17 日上午 9 點至12 點在臺南市孔廟文

問答及節水彩繪著色比賽等活動，同時提供 3 台省水節

化園區廣場，與臺南市政府、台灣自來水公司共同舉辦

能洗衣機、24 輛折疊式腳踏車、5 個行車紀錄器等豐盛

「全民節水運動－全民節水 滴水不漏」節約用水宣導展

闖關大獎摸彩，只要通過四道關卡認識節水知識和省水

示活動。水利署副署長楊豐榮、臺南市長賴清德、臺灣

器材產品，即可有機會把大獎帶走，總計當天吸引將近

自來水公司總經理陳福田及立法委員黃偉哲共同出席，

3 千名民眾參加，現場熱鬧非凡，讓參加民眾度過一個

並一起宣示「全民節水運動─全民節水 滴水不漏」活動

熱鬧有趣的假期。

正式起跑。今天現場安排具臺南市地方特色的表演，由

圖二

和順國小戰鼓隊和醒獅團精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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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節水糾察隊活動宣傳和學習單，於6月初先發
送至臺南市各國小，想參加節水糾察隊的小朋友，可以
由發放到學校的學習單或者是自行從網路下載學習單，
只要依照學習單上的說明，完成家中使用省水器材的調
查、記載家人用水習慣，並觀察水表度數及完成每人每
日用水量的計算，於 6 月17 日活動當天上午 9 點到臺南
市孔廟園區廣場，參加「全民節水 滴水不漏」節約用水
宣導活動，現場即可領取紀念品及抽大獎。活動當日不
少小朋友都持學習單到活動會場領取紀念品，現場也抽
出各10 位幸運兒抱回太陽能組合機器人這項大獎和節水
娃娃，羨煞眾人。
圖三

節水糾察隊學習單

漏水是浪費水資源的隱形殺手
水利署在近幾年輔導民眾與廠商節約用水過程中發
現，漏水是家庭水資源浪費的隱形殺手，如要落實節約
用水，除了省水，更要及早發現漏水。因此，水利署今
年設計了「節水糾察隊」活動，針對國小學童設計活動
單，鼓勵小朋友人人都爭取擔任「節水糾察隊」，回家
檢視家中用水設備有無漏水狀況、觀察家人用水習慣並
且計算家人每天平均用水量，以紮根節水教育，並將節
水意識從學童擴散至家人。

圖五 抽中節水娃娃大獎小朋友
抽中節
節水娃
水 娃大獎小
娃大
大獎小
獎小朋友
友
圖五

圖四

學習單回收現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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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焦點
地層下陷區國小學童節水夏令營
活動報導
水利署保育事業組 ■ 蘇嘉民
炎夏日，正是用水量大增的時節，水利署為強化

炎

集集攔河堰管理中心內之台灣水資源館內除了設

地層下陷區節水教育紮根工作，今年暑假，邀請

有「集集共同引水工程主題館」、「濁水溪主題館」、

彰化、雲林、嘉義縣市、台南及屏東等國小學童報名參

「台灣水資源主題館」外，尚有今年剛完工之「水利暨

加 8 月 6、7 日「2012 節水夏令營活動」，帶領小朋友

能源主題館」，包括「水利綜合區」不僅有百年治水史

參觀體驗南投集集攔河堰的水利設施及水利暨能源館，

的展示，更以互動體驗方式，在遊戲中讓民眾體驗氣候

將水資源永續利用及保育觀念，融入夏令營課程單元

變遷下如何與水共生；而在「新能源展示區」中，展出

中，以深度教育模式，提供學童節水體驗，讓節約用水

各種新興能源，如太陽光能、風力能、海洋能、生質

成為共同的生活語言，達到節水教育向下紮根之目的。

能、氫能與燃料電池；「智慧家庭生活區」則以 30 坪小
家庭生活為例，從天花板到地板，從室內到戶外，展示

課程內容 豐富多樣

出各項省水節能的妙招，讓學童在日常生活中，輕輕鬆

節水夏令營活動課程內容除了介紹南投集集攔河堰

鬆就能練成一身節水節能的好功夫。

之水利設施及參訪台灣水資源館內展示場館，以活潑的
活動及參觀台灣多風貌的水資源環境，同時規劃「尋找
水精靈」－節水手冊介紹，並安排「創意水知識－DIY
動手做」等有趣課程。集集攔河設置於濁水溪林尾隘
口，係集集共同引水計畫所稱之永久性攔水構造物，為
濁水溪水資源統籌調配之總樞紐，年可掌控 20 億立方公
尺以上之可靠水源，規模工程皆相當浩大，共有 18 座排

「尋找水精靈－節水手冊」介紹台灣地區水資源
現況與遭遇的危機，讓學生了解水資源的重要性及有限
性，並認識使用省水器材，讓學童養成生活省水好習
慣；而「創意水知識－DIY 動手做」包括創意雨撲滿及
簡易型波浪發電 DIY 課程，透過動手製作的過程，瞭解
雨水收集利用的方法及利用波浪發電的原理。

洪閘門、4道排沙閘門、南北引道、魚道及魚梯，具有
非常壯觀的景色。

圖一

節水夏令營學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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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體驗

寓教於樂

節水夏令營活動訊息發布後，立即受到國小學童及
家長熱情報名參與，活動報名情形提前額滿，活動過程

同時許多小朋友都獲得節水獎品，度過一個快樂有趣又
充滿節水知識的一天。

中每位學童非常認真學習，機智問答反應也相當熱烈，

圖三

集集引水工程主題館解說情形

圖四

圖二

DIY動手做上課情形

水力暨能源館，節水教具體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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