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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民眾參與為民主社會重要的一環。隨著政府河川整治工作之展開，如何漸次結合民
間力量，協助河川保育工作，是環保單位開展河川流域環境管理的重要工作。在各項河
川整治策略中，事業水污染管制為環保單位無可推卸之權責，但因人力不足、事業偷排、
民意代表關說及民眾通報意願低等因素，使各級環保單位於事業水污染管制之投入，無
法完全彰顯於水質改善層面。
二仁溪、鹽水溪及將軍溪為重點整治河川，為協助及加速此三河川之污染整治，長
榮大學聯合此三流域大專院校、團體、社區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合作執行一系列民眾參
與河川污染整治的計畫，其目標在：(1)與流域內各團體建立河川保育的夥伴關係；(2)
建立河川志工監測及巡守制度；(3)促進民眾團體與環保行政人員之溝通；(4)促進民眾
流域環境保護觀念。
一系列計畫包含 90 年環保署「鼓勵民眾參與二仁溪河川保育」
、91 年「二仁溪、將
軍溪志工巡守及檢舉機制推動」、92 年「推動二仁溪、鹽水溪、將軍溪三流域河川巡守
工作」、93 年「推動民眾參與河川污染巡守」等計畫，經歷尋覓具潛力之志工團體、匯
集意見領袖建議、成立推動之秘書單位―「河川保育中心」、設計污染通報程序、理念
推廣及持續改善等步驟。河川保育中心負有計畫推廣、溝通、志工培訓及計畫成效評估
等功能，目前計有八所大專院校、七個環保團體、二個社區、三所國小、一所高中及一
個電台加入本計畫，各自依其地域及特性，志願進行河川巡守、水質監測、環境教育或
計畫推廣工作。93 年重點工作在：(1)河川志工巡守觀念之推廣；(2)加強現有志工單位
之聯繫；(3)協助民眾了解政府河川整治作為；(4)協調志工巡守計畫及污染源電子監視
系統之整合。
一系列計畫已建立一民眾參與河川污染整治的架構，透過民眾的巡守及污染通報，
協助環保單位管制水污染源；透過污染管制會議，民眾提供地區環境特性資料及對河川
整治之意見，進而參與整治策略之建議。於推動過程，我們學到以下經驗：(1)取得信任、
掌握志工單位特性及保持彈性使志工計畫運作順暢；(2)結合社區大學保持河川巡守及污
染批判之行動力；(3)加強地方首長投入及有害廢棄物控管有助於水污染管制。本計畫三
年來結合志工投入河川環境保育之架構及經驗，應可作為環保局於推動相關工作之參
考。

C2- 53

民眾參與及河川巡守之重要性
有鑑於國人對流域環境品質的要求日益殷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將 91 年定為河川
整治年，劃定九條重點整治河川進行整治工作，河川保護政策獲國人所重視，目前劃定
之整治河川計有高屏溪、東港溪、二仁溪、鹽水溪、將軍溪、曾文溪、急水溪、得子口
溪、南崁溪、烏溪、頭前溪、大安溪、大甲溪、濁水溪、淡水河、中港溪、北港溪及朴
子溪等，這些河川因長期承受生活污水、畜牧廢水及工業廢水污染，目前呈現污染狀況。
要使河川水質獲得明顯改善，除對事業點源污染需有效控制外，在工程面上，必
須加速污水處理廠興建及污水幹管舖設；在軟體面上，必須提昇民眾對河川環境之關
切。這些不可缺的整治策略將需要改變流域內民眾的生活習慣；也或將對部分民眾權益
產生衝擊，可說是流域內的一項革命性工程。對需用經費龐大、耗時較久的公共污水下
道工程，民眾關心河川的意志將可確保工程預算的優先編列、排解土地取得的困難及忍
受施工時的不便。
誠然，此污染整治工程唯有透過流域內各水體環境權益關係人相互合作、討論、
協調，方能採取一個衝擊最小、環境受益最大的水體環境改善方案。但要流域內各權益
關係人願意開誠佈公來討論提昇河川水質的策略，並堅守承諾據以執行，則需先醞釀、
激發出一股向上提昇的民意。發展民眾參與河川整治不僅能夠引發民眾對土地的認同
感，還能夠讓政府與人們之間產生一種互動，同時也可以善用民眾對流域地理位置的了
解，提供一些當地的訊息使環保人員能更快的掌握當地資訊。
事業水污染稽查管制為環保單位無可推卸之權責，但因事業中小企業家數眾多並
多散佈於無下水道之工業區，加上業者盡力降低處理成本、追求獲利之心態，致使地方
環保單位以有限人力，無法深度查核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是否正常開機及操作。而不法
事業為避免日間遭開罰超過放流水處份，以暗管、夜間或假日排放未處理廢水，致使河
川承受嚴重之事業廢水污染。縱因環保單位大力整頓不法事業，亦要承受民意代表關說
之壓力。民眾污染檢舉一直受環保署所鼓勵，有效之污染通報有助於環保單位迅速管制
污染源，惟因大部分民眾之檢舉意願低或污染描述過簡之無效報案，致使此環節並未有
效幫助稽查管制。因人力不足、事業偷排、民意代表關說及民眾通報意願低等因素，致
使各級環保單位於事業水污染管制所投入之資源，無法完全彰顯於水質改善層面，此為
推動河川污染整治時環保單位所面臨之挑戰。
面對此挑戰，於此階段民眾參與應定位於溝通、巡守及環境教育。於溝通上，使
民眾了解政府之污染整治規劃；於巡守面透過認養，納入民間力量協力共同打擊不法污
染業者；於環境教育面，使水環境保育觀念落實於各級學校。本次講習，將以講者參與
二仁溪、鹽水溪及將軍溪民眾參與計畫之經驗與地方環保人員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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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民眾參與二仁溪、將軍溪及鹽水溪污染巡守計畫
考量此三河川之環境特性(事業污染嚴重、環保團體期許殷切)，在此一系列的民眾
參與計畫(90 年環保署「鼓勵民眾參與二仁溪河川保育」、91 年「二仁溪、將軍溪志工
巡守及檢舉機制推動」
、92 年「推動二仁溪、鹽水溪、將軍溪三流域河川巡守工作」
、93
年「推動民眾參與河川污染巡守」等)啟動之初，我們設定的目標為：
(1)與流域內各團體建立河川保育的夥伴關係；
(2)建立河川志工監測及巡守制度；
(3)促進民眾團體與環保行政人員之溝通；
(4)促進民眾流域環境保護觀念。
歷經主動拜訪、會議討論，我們彙集環保團體及學界對污染整治及河川巡守之意見，可
將民間觀感歸納為以下數點：
l 對地方環保單位不信任；

l 應減少大拜拜式的民眾參與活動；

l 通報後處理速度太慢；

l 應重視環境教育工作；

l 檢舉人之安全問題；

l 應推動公共下水道建設；

l 通報後未將處理結果完整告知檢舉人；

l 應解決河川地佔耕問題。

l 污染事業資料民間不易取得；
因此，我們確立之現階段任務為：(1)建立一個鼓勵民眾參與河川整治的平台；(2)檢討
民眾污染陳情機制；(3)促進污染舉報達成污染削減工作。於 91 年環保署與長榮大學以
合作計畫方式，於長榮大學設立「河川保育中心」，此中心負有計畫推廣、溝通、志工
培訓及計畫成效評估等功能，並著手結合於歷次討論會議中對河川建議最殷切、對環保
單位批評最嚴厲、發言最踴躍之團體及學者，推動一使各志工團體能依其地域及屬性，
志願進行水質監測、河川巡守或計畫推廣工作的民眾參與計畫。運作此一民眾參與計畫
的基礎必須建立在民間團體能認養責任河段，身體力行，嚇阻污染發生。水質監測及環
境教育是推動民間團體加入河段認養及河川巡守的兩項設計。
將志工水質監測設計於內，最主要就是要透過水質監測的責任賦予，將冷漠的民
眾帶到河川旁，去發掘河川的問題及進而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若能激發居民利用自己
閒暇的時間參與河川監測，不僅讓他們可以更加了解他們所處的環境，也讓他們可以用
一些較簡單的檢測方法來為他們自己生活的環境盡一份力。進而透過流域內居民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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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經過不斷累積的志工單點分布形成的一個網狀監控。
為推動結合實務之環境教育，我們並試著將水環境保護融入各級學校環境教育
中，透過大專院校環境相關科系負責老師將河川巡守融入學生專題，使環保理論與實務
結合；透過國小老師之河段認養及巡守，將地區水環境污染及特性納入基礎教學；透過
社區大學環境教育課程，使成人學員直接納入河川巡守工作中。
本計畫之挑戰在設計一永續之民眾參與河川保育機制，並促進民眾污染陳情，檢
討污染通報及查察系統，以真正達到污染削減成效。93 年度除持續運作 91 年成立之環
保署/長榮大學河川保育中心，聯合八所大專院校、七個環保團體、二個社區、三所國小、
一所高中及一個電台(表一)各自依其地域及特性，志願進行河川巡守、水質監測、環境
教育或計畫推廣工作，亦將加強推廣民眾參與河川保育概念，主動邀請重點管制河段各
級學校及村里參與河川巡守工作。歸納之工作重點為：(1)河川志工巡守觀念之推廣；(2)
加強現有志工單位之聯繫；(3)協助民眾了解政府河川整治作為；(4)協調志工巡守計畫
及污染源電子監視系統之整合。

表一 二仁溪、鹽水溪、將軍溪河川巡守志工團體一覽表
志工團體
長榮大學

所在流域及地區
二仁溪
台南縣歸仁鄉

嘉南藥理科
技大學
中華醫事學
院
崑山科技大
學

二仁溪
台南縣仁德鄉
二仁溪三爺溪
台南縣仁德鄉
二仁溪三爺溪
台南縣永康市

台南市社區 鹽水溪
大學
台南市
成功大學 鹽水溪
台南縣永康市
台南女子技 鹽水溪
術學院
台南縣永康市
真理大學 將軍溪
台南縣麻豆鎮

負責河段
功能
二仁溪本流中洲以上河段及支流 協助蒐證、水質監測；輔助長
深坑子溪
榮之聲廣播電台、溼地保護聯
盟
二仁溪本流中洲以下及支流港尾 協助蒐證、水質監測；輔助環
溝溪
保聯盟、二行社區
二仁溪支流三爺溪
協助蒐證、水質監測
二仁溪支流三爺溪
鹽水溪柴頭港溪匯流口以上本流
河段及支流大洲排水
鹽水溪柴頭港溪匯流口以下本流
河段及柴頭港溪
鹽水溪流域

協助蒐證、水質監測

協助蒐證、水質監測、協調舢
筏協會、二仁溪整治促進會
協助蒐證、水質監測

鹽水溪柴頭港溪匯流口以上本流 協助蒐證、水質監測
河段及支流安順排水
將軍溪本流及支流埤頭大排、佳 協助蒐證、水質監測、協調紅
里排水、烏樹林排水
瓦厝文教基金會、將軍溪整治
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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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二仁溪、鹽水溪、將軍溪河川巡守志工團體一覽表(續)
志工團體
台南縣(市)
環境保護聯
盟
中華民國溼
地保護聯盟
二行社區發
展促進會
高雄縣茄萣
鄉舢筏協會
關懷二仁溪
整治促進會
台南市紅樹
林保護協會
安東庭園社
區
紅瓦厝文教
基金會
將軍溪污染
整治促進會
長榮之聲廣
播電台
南寧高中

所在流域及地區
台南市

負責河段
功能
二仁溪深坑子溪及鹽水溪柴頭港 巡守、水質監測
溪

台南市

鹽水溪及將軍溪本流下游河段

巡守、水質監測、生物調查

三爺溪保安段及港尾溝溪下游

巡守

二仁溪本流下游段

巡守

二仁溪
台南縣仁德鄉
二仁溪
高雄縣茄萣鄉
二仁溪
台南市灣裡
鹽水溪
台南市安和區
鹽水溪
台南市安和區
將軍溪
台南縣麻豆鎮
將軍溪
台南縣麻豆鎮
二仁溪
台南縣歸仁鄉
二仁溪
台南市灣裡
喜樹國小 二仁溪
台南市灣裡
永康國小 鹽水溪
台南縣永康市
歸仁國小 鹽水溪
台南縣歸仁鄉

灣裡地區灣裡大排及三爺溪下游 巡守
段
鹽水溪下游
巡守、協助環境教育
安順排水

巡守

將軍溪埤頭大排、佳里排水、烏 巡守
樹林排水
將軍溪埤頭大排、佳里排水、烏 巡守
樹林排水
協助招募志工、傳播活動訊息
二仁溪流域灣裡大排

巡守、校內環境教育

二仁溪流域灣裡大排

巡 守、環 境 教 育 統 整 教 學

鹽水西流域永康大排

巡守、生態教育教學

鹽水溪流域許縣溪

巡守、生態教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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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河川志工巡守
河川巡守工作係依據各團體所在地域及屬性，志願進行水質監測、河川巡守等工
作，可依志工屬性分為大專院校、環保團體及社區、高中/國小等，以下針對各巡守單位
之運作方式分別說明。
(一)大專院校
河川保育中心結合長榮大學、台南市社區大學、成功大學、中華醫事學院、嘉南藥
理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真理大學、台南女子技術學院組成協助單位，負責工作如
下：
l

污染情事發生時，協助就地專業式蒐證；

l

帶領學生進行簡易河川水質監測，並指導學生以專題報告形式，綜合整理流域環
境問題，落實大專生流域環境教育；

l

擔任巡守志工與環保單位之橋樑；

l

適時整合、反應環保團體、社區團體所遭遇之困難。

由各學校參與老師指導至少一組學生組成志工隊，認養負責河段，並定期就該河段
流域進行污染源觀察及評估。各學校老師並就其研究專長，協助民眾評估水質污染狀
況，並進行水中毒性物質檢測。
各指導老師指導學生進行河川水質採樣分析，此除可達到本計畫之河川監視目的
外，亦可強化及落實大專環境教育。各大專院校河川巡守頻率定為每週至少一次，並儘
量不定期監視河川環境情況，以完整掌握河川污染狀況，巡守過程以拍照及紀錄水環境
情形，遇有污染即時報案，並每月將巡守工作紀錄單傳送河川保育中心彙整。各大專院
校參與老師亦分別輔助、協調 1-2 個志工團體，並協助環保行政單位之專案稽查及污染
蒐證。
(二)環保社團、社區
志工團體對象為：三流域附近之社區、環保團體及學校單位。其功能與任務為：
l

進行認養責任河段之巡守、舉發；

l

重點污染源之排放口巡視；

l

紀錄不法情事，通知環保單位前往處理；

l

發現沿岸髒亂點，通知鄉公所清潔隊前往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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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河川水質監測。

各巡守志工單位之河川巡守頻率定為每週至少一次，並儘量不定期監視河川環境情
況，以完整掌握河川污染狀況，巡守過程以拍照及表格紀錄水環境情形，遇有污染即時
報案，並每月將巡守工作紀錄單傳送河川保育中心彙整。河川保育中心接獲污染嚴重案
件，鼓勵民眾即時報案或代為通報，必要時派員或協調鄰近之大專院校赴現場訪談志工
及紀錄污染情形，過程中彙整之資料於定期之水污染管制會議提出，與環保稽查單位討
論管制策略。而對每一污染通保環保單位之處理結果，亦透過河川保育中心詳實轉知檢
舉之志工。
(三)高中/國小
河川污染導因除污水下水道等基礎建設不足外，大多數民眾之漠視及業者自私心態
為重要因素，要導正不環保的行為，治本之道唯有透過基礎環境教育。國小因其老師教
學負荷及學生安全等因素，參與河川保育工作聯盟將以推動河川環境教育為主，鼓勵其
校中對環境關切或負責自然教育老師投入，於科學展覽、寫生、作文等活動或鄉土、自
然教學中設計溶入河川環境議題；並於校中規劃中、高年級學生成為河川環保小志工，
專題討論河川環境問題及解決對策。若學校鄰近河川或大排，並儘量鼓勵老師協助巡守
及污染舉報工作。目前承諾投入本計畫工作之學校計有：台南市南寧高中與喜樹國小、
台南縣永康國小及歸仁國小。

二、河川保育及志工巡守理念之推廣
我們推廣河川保育及志工巡守理念之策略十分多元，包含：志工培訓課程、發送志
工檢舉通報卡、社區大學環境課程、辦理河川展、建立專屬網頁、廣播電臺公益宣導、
媒體採訪等。
於志工培訓講習方面今年度更預計辦理志工巡守培訓至少 20 場次，推廣內容涵蓋
民眾參與概念及河川志工巡守架構、河川環境狀況、水環境品質判斷及環境教育等。此
志工宣導活動將不採過去 2 年之集中研習、種子養成方式，而以到學校、社區、社團當
地個別宣導方式，以達普及、推廣目標。志工巡守培訓截至目前已經辦理場次如表二。
表二 志工巡守培訓辦理場次之時間、地點、講師及參與學員數
日期
93.04.14
93.04.17
93.04.26
93.04.29
93.05.08
93.05.08
93.05.13
93.05.21
93.05.26

地點
東寧教會—河流的記憶
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推動民眾參與河川巡守工作
中華醫事學院通識講座—河流的記憶
成功大學-環工系—河流的記憶
守護海洋活動—河流的記憶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河流的記憶
長榮生態社—河流的記憶
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河流的記憶
中華醫事學院護理系—河流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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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黃煥彰
洪慶宜
黃煥彰
晁瑞光
黃煥彰
黃煥彰
黃煥彰
黃煥彰
黃煥彰

人數
60 人
400 人
400 人
20 人
40 人
50 人
20 人
60 人
70 人

表二 志工巡守培訓辦理場次之時間、地點、講師及參與學員數(續)
日期
93.05.28
93.06.13
93.06.13
93.06.26
93.07.07
93.07.13
93.07.23
93.08.15
93.08.25

地點
東寧運動公園—水質監測
洪雅書局—與夏曼藍波安「海與河的對話」
中洲社區―二仁溪污染現況(河川溪流污染與民眾參與)
安東庭園社區―推動民眾河川污染監測
嘉南藥理大學食品系—河流的記憶
靜宜大學環境佈道師營隊—河流的記憶
中路國小―戀戀二仁溪、河川流域污染防治之民眾參與及生態
調查
省功國小―戀戀二仁溪
依仁國小―河川流域污染防治之民眾參與及水環境監測

講師
施政旭
黃煥彰
洪慶宜
洪慶宜
黃煥彰
黃煥彰
黃煥彰、
洪慶宜
黃煥彰
洪慶宜

人數
30 人
40 人
30 人
30 人
60 人
200 人
40 人
40 人
40 人

結合社區大學教育資源為本計畫之特色，為擴展及深化志工巡守技巧及聯繫，於台
南市社區大學分別於春季及秋季辦理兩期環境教育課程，內容涵蓋水質監測、網頁設計及
應用、污染源追蹤及觀察技術實作，開放一般民眾、學校教師、社團志工及聘用河川巡守
員參與。
92 年度河川保育中心及社區大學亦善用污染檢舉所獲贈之獎金，將河川污染實況、
巡守、志工水質監測、環境教育等影像資料製成看板，結合社區大學美術、唱詩等課程，
舉辦「河流記憶展」，亦將河流環境議題推廣，目前此影像資料巡迴展出之時間、場次如
表三。
表三、「河流的美麗與哀愁」記錄影像巡迴展時間、場次及展示地點
時間
93.01
93.04
93.05
93.06
93.09

活動名稱
台南市社區大學「河流的美麗與哀愁」記錄展
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河流專題館」
「河流的美麗與哀愁」社區展
全國社區大學志工嘉年華志工成果展
台江文化促進會社區營造系列活動

展示地點
台南市社大學習藝廊
社教館
百達文教中心
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
安南區公親里活動中心

三、志 工 單 位 之 聯 繫
定期邀請志工開會、聽取民間對政府整治作為之建議，可獲政府―民眾雙向溝通效
益。但會議每因時間限制，無法使各團體熟之計畫之進行成果，故今年度另每月編撰、
出版一次環境教育電子報，內容包括河川巡守成果、污染源追蹤改善、污染整治績效及
相關活動訊息。電子報刊名經 92 年 12 月於社大辦理「河流記憶展」時之民眾討論會中，
公開徵求、票選，定名為「溪流的呼喚」。目前環境教育電子報已出稿至第七期，編撰
完成後之電子報即 email 傳送志工團體，紙本各期 20 份於每季一次分送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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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與發現
一、 91 及 92 年志工巡守共計完成 71 次水質監測，273 次巡守，提報 10 件污染檢舉
案件，環保單位查獲 14 家事業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處停工 1 家，限期
改善 14 家，罰鍰計 462 萬元，提送檢舉獎勵金 8 人。
二、 93 年經過河川保育中心通報之污染案件計有：將軍溪中游紅色廢水污染案、鹽水
溪嘉南大圳和順工業區綠色廢水污染案、二仁溪三爺溪仁德工業區白色廢水污染
案、三爺溪仁德橋紅色廢水污染案、三爺溪保安工業區不明管線及有色廢水污染
案、三爺溪灣裡地區疑似儲槽廢液偷排案、二仁溪湖內排水紅色污染案。其中將
軍溪中游及二仁溪河口紅色廢水污染嚴重，受媒體及民眾所關注，經充分溝通污
染源，轉由台南縣環保局、督察大隊南區隊及環保警察稽查及監控，污染情形已
獲控制。
三、 幾項重大水污染案件，如 92 年之永康工業區、安定工業區、和順工業區及今年
度之二仁溪河口、將軍溪中游之污染案，皆與有害廢棄物控管有關。如和順工業
區排水到之綠色廢水，經檢測重金屬含量超過放流水標準數十倍，顯見高濃度電
鍍廢液非法排放，依據廢棄物清理法之有害廢棄物認定標準，電鍍廢液之清除處
理應有事業廢棄物管理系統之管控；如志工於灣裡地區拍攝到北部槽車停放於鐵
皮廠房，廠房內只有廢液儲槽而無其他生產設施，顯見清運許可及槽車衛星監視
系統未確實落實。
四、 地方環保單位執行水污染管制之積極度不一，此亦可能反應於其他河川整治作為
中，惟跨轄區之河川(二仁溪及鹽水溪)整治有賴縣市及中央之協力，且流域整治
事務亦跨縣市政府各處室業管，若能取得地方首長對河川環境保護之承諾，預期
將更容易推展各項工作。

結論
民眾參與及由下而上之政策行程為民主社會之核心價值，要整治積弊已久之河川污
染，亦須民眾之投入。成立多元化之河川巡守隊，能使溝通整治作為、管制污染源及環
境教育產生效益。但要使河川巡守產生效益，須做適切的志工經營，取得信任、掌握志
工單位特性及保持彈性使志工計畫運作順暢。於各志工團體中，台南市社區大學對本計
畫之河川巡守及全方位(媒體報導及遊說民意代表)嚇阻污染源投入最多，此因社區大學
之辦學以知識解放、公民社會為願景，強調社區參與、關懷及實踐，此內涵及理想性易
與河川環境志工之理念結合，並社區大學教師具社會改革理想、學員多為成人，故對於
污染批判及河川巡守之行動力較其他志工團體更大。本計畫納入流域內大專院校，除能
使河川環境教育結合環保相關科系之教學外，透過各環保專業教師之研討及水質分析支
援，使污染判別更加有效。社區大學及大專院校之參與為本計畫特色，經驗可供其他流
域推動時之參考。

C2-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