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7-39 

支流-07 

工程名稱：石門水庫集水區尖石鄉秀巒壩魚梯及其上游護岸整治復育工程：A 工區魚梯清淤及修復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新竹縣 

鄉鎮 尖石鄉 

村里 秀巒村 

集水區 白石 

子集水區 秀巒 

座標 Google Earth（24 36’48.48”北；121 16’56.72”東）

TWD97（X：278586；Y：2722978） 

地質  木山層及沖積層 

地形  海拔 877 公尺 

 

致災因素：歷年颱風暴雨肆虐，白石溪洪水暴漲導致護岸邊坡

土石滑落，造成溪床淤積土砂及魚梯淤積土砂，失去功效，以

致大量土石泥沙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資料來源：北

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瑞建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河道侵蝕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4 月 25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河道有無持續縱向沖刷□有■無；溪流通水斷面足夠■是□無；構造物損壞□有■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現況水流狀況正常，結構狀況良好。 

   

治理前(96.10) 104.08 105.10 

  



附 7-40 

支流-08 

工程名稱：石門水庫集水區宇內溪復育工作(和平橋上游右岸護岸及邊坡治理) ：混凝土護岸 L=51 公

尺、H=2.5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義盛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義興 

座標 Google Earth（24 47’31.03”北；121 22’12.13”東）

TWD97（X：289103；Y：2742789） 

地質  巴陵層 

地形  海拔 425 公尺 

 

致災因素：受颱風豪雨肆虐，影響造成野溪溪床土砂淤積及洪水

暴漲，挾帶土石宣洩，既有攔砂壩損壞，致使嚴重沖刷邊坡坡腳

造成崩塌及防砂壩損壞，為避免崩塌災情擴大及大量泥砂流入水

庫，造成水庫嚴重淤積，影響桃園地區供水問題，而進行宇內溪

庫邊復育工作。（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東孟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河道侵蝕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1 月 11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河道有無持續縱向沖刷■有□無；溪流通水斷面足夠■是□無；構造物損壞□有■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底部地基流失，建議補強。 

   

治理前(96.06) 104.09 105.10 



附 7-41 

支流-09 

工程名稱：復興鄉長興等地區治理工程（B 工區）：護岸基礎補強 L=70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義盛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義興 

座標 Google Earth（24 47’31.03”北；121 23’12.13”東）

TWD97（X：289103；Y：2742789） 

地質  巴陵層 

地形  海拔 427 公尺 

 

致災因素：歷年颱風豪雨導致侵襲山坡坡面沖刷崩塌，野溪洪水

暴漲挾帶土石，導致護岸邊坡土石滑落，因之洪水夾帶大量土石

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嚴重影響水庫蓄水功能及水庫正

常營運，並影響下游公共給水之品質。（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

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聯合大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奕統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河道侵蝕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11 月 29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河道有無持續縱向沖刷■有□無；溪流通水斷面足夠■是□無；構造物損壞□有■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底部地基流失，建議補強。 

   

98.11 104.09 105.10 

  



附 7-42 

支流-10 

工程名稱：96 年度水庫集水區卡拉地區野溪復育工作：第 1 工區新建土石籠護坡 L=113 公尺、H=2

公尺、新建土石籠護岸 L=20 公尺、H=3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華陵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巴陵 

座標 Google Earth 度（24 41’42.25”北；121 24’09.52”東）

TWD97（X：290858；Y：2732109） 

地質  木山層 

地形  海拔 850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566 mm (3 年) 

致災因素：經歷年賀伯、艾利颱風侵襲後，颱風豪雨導致山坡坡面沖

刷崩塌，造成水庫集水區內山坡地坡面嚴重沖刷與崩塌，野溪洪水暴

漲挾帶土石宣洩，溪流淘刷沖蝕造成護岸及固床工掏刷損壞，護岸河

床淘刷嚴重，土石掉落卡拉溪，嚴重影響水庫水質水量、水庫蓄水功

能及水庫正常營運。（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傳亞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河道侵蝕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12 月 16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河道有無持續縱向沖刷□有■無；溪流通水斷面足夠■是□無；構造物損壞□有■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現況良好，功能正常無損壞情形。 

   

治理前(97.05) 104.09 105.10 



附 7-43 

支流-11 

工程名稱：96 年度水庫集水區卡拉地區野溪復育工作：第 1 工區新建固床工 6 座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華陵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巴陵 

座標 Google Earth 度（24 41’42.25”北；121 24’09.52”東）

TWD97（X：290858；Y：2732109） 

地質  木山層 

地形  海拔 850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566 mm (3 年) 

致災因素：經歷年賀伯、艾利颱風侵襲後，颱風豪雨導致山坡坡

面沖刷崩塌，造成水庫集水區內山坡地坡面嚴重沖刷與崩塌，野

溪洪水暴漲挾帶土石宣洩，溪流淘刷沖蝕造成護岸及固床工掏刷

損壞，護岸河床淘刷嚴重，土石掉落卡拉溪，嚴重影響水庫水質

水量、水庫蓄水功能及水庫正常營運。（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

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傳亞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河道侵蝕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12 月 16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河道有無持續縱向沖刷□有■無；溪流通水斷面足夠■是□無；構造物損壞□有■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固床工現況良好，功能正常無損壞情形。 

   

治理前(97.05) 104.09 105.10 



附 7-44 

支流-12 

工程名稱： 96 年度水庫集水區卡拉地區野溪復育工作：第 1 工區新建混凝土護岸 A：L=120(80+40)

公尺、H=3.5 公尺、新建混凝土護岸 B：L=129.5 公尺、H=3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華陵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巴陵 

座標 Google Earth 度（24 41’42.25”北；121 24’09.52”東）

TWD97（X：290858；Y：2732109） 

地質  木山層 

地形  海拔 850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566 mm (3 年) 

致災因素：經歷年賀伯、艾利颱風侵襲後，颱風豪雨導致山坡坡面沖

刷崩塌，造成水庫集水區內山坡地坡面嚴重沖刷與崩塌，野溪洪水暴

漲挾帶土石宣洩，溪流淘刷沖蝕造成護岸及固床工掏刷損壞，護岸河

床淘刷嚴重，土石掉落卡拉溪，嚴重影響水庫水質水量、水庫蓄水功

能及水庫正常營運。（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傳亞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河道侵蝕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12 月 16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河道有無持續縱向沖刷□有■無；溪流通水斷面足夠■是□無；構造物損壞□有■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新建混凝土護岸現況良好，功能正常無損壞情形。 

   

治理前(97.05) 104.09 105.10 



附 7-45 

支流-13 

工程名稱：96 年度水庫集水區卡拉地區野溪復育工作：第 1 工區新建混凝土疊石護岸 L=54 公尺、

H=3.5~4.5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華陵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巴陵 

座標 Google Earth 度（24 41’42.25”北；121 24’09.52”東）

TWD97（X：290858；Y：2732109） 

地質  木山層 

地形  海拔 850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566 mm (3 年) 

致災因素：經歷年賀伯、艾利颱風侵襲後，颱風豪雨導致山坡坡面沖

刷崩塌，造成水庫集水區內山坡地坡面嚴重沖刷與崩塌，野溪洪水暴

漲挾帶土石宣洩，溪流淘刷沖蝕造成護岸及固床工掏刷損壞，護岸河

床淘刷嚴重，土石掉落卡拉溪，嚴重影響水庫水質水量、水庫蓄水功

能及水庫正常營運。（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傳亞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河道侵蝕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12 月 16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河道有無持續縱向沖刷□有■無；溪流通水斷面足夠■是□無；構造物損壞□有■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疊石護岸現況良好，功能正常無損壞情形。 

   

治理中(97.05) 104.09 105.10 



附 7-46 

支流-14 

工程名稱：石門水庫集水區宇內溪防砂壩周邊保育治理工程：A 工區固床工修復 L=31 公尺、混凝土排

塊石 3 階 L=30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義盛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義興 

座標 Google Earth（24 47’24.16”北；121 23’06.66”東）

TWD97（X：288937；Y：2742561） 

地質  巴陵層 

地形  海拔 400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804 mm (10 年) 

致災因素：歷年颱風豪雨導致山坡坡面沖刷崩塌；造成野溪溪床

土砂淤積及洪水暴漲，挾帶土石宣洩，既有攔砂壩損壞，致使嚴

重沖刷邊坡坡腳造成崩塌及防砂壩損壞。（資料來源：北區水資

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鴻安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河道侵蝕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7 月 11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河道有無持續縱向沖刷■有□無；溪流通水斷面足夠■是□無；構造物損壞□有■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固床工現況良好、功能正常無損壞。 

   

完工後(97.10) 104.09 105.10 



附 7-47 

支流-15 

工程名稱：石門水庫集水區宇內溪防砂壩周邊保育治理工程：新建混凝土護岸 L=50 公尺、綠化植生

A=168 平方公尺、護岸修復 L=8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義盛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義興 

座標 Google Earth（24 47’24.16”北；121 23’06.66”東）

TWD97（X：288937；Y：2742561） 

地質  巴陵層 

地形  海拔 400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804 mm (10 年) 

致災因素：歷年颱風豪雨導致山坡坡面沖刷崩塌；造成野溪溪床

土砂淤積及洪水暴漲，挾帶土石宣洩，既有攔砂壩損壞，致使嚴

重沖刷邊坡坡腳造成崩塌及防砂壩損壞。（資料來源：北區水資

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鴻安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河道侵蝕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7 月 11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河道有無持續縱向沖刷□有■無；溪流通水斷面足夠■是□無；構造物損壞□有■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新建混凝土護岸現況良好、功能正常無損壞。 

   

治理前(97.01) 104.09 105.10 



附 7-48 

支流-16 

工程名稱：復興鄉長興等地區治理工程：A 工區鋪石固床工三座 L=20.5 公尺、護岸基礎補強 L=40 公

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霞雲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義興 

座標 Google Earth（24 49’29.25”北；121 23’07.87”東）

TWD97（X：288954；Y：2746433） 

地質  木山層 

地形  海拔 549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438 mm (2 年) 

致災因素：歷年颱風豪雨導致侵襲山坡坡面沖刷崩塌，野溪洪水

暴漲挾帶土石，導致護岸邊坡土石滑落，因之洪水夾帶大量土石

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嚴重影響水庫蓄水功能及水庫正

常營運，並影響下游公共給水之品質。（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

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聯合大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奕統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河道侵蝕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11 月 29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河道有無持續縱向沖刷□有■無；溪流通水斷面足夠■是□無；構造物損壞□有■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無損壞。 

   

治理前(97.04) 104.09 105.10 



附 7-49 

邊坡-01 

工程名稱：98 年度復興鄉下奎輝等地區崩塌地處理工程第 1 工區：掛網植生護坡 A=6095 平方公尺、

鋪網噴凝土溝 L=713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長興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高遶 

座標 Google Earth（24 48’09.93”北；121 15’49.16”東）

TWD97（X：276776；Y：2743867） 

地質  桂竹林層及南莊層 

地形  海拔 334 公尺 

 

致災因素：下奎輝等地區崩塌地本工程位於桃園縣復興鄉下奎輝

庫邊，為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經歷多次颱風暴雨肆虐，造成石

門水庫集水區內山坡坡面沖刷崩塌，多處坡面嚴重沖刷與崩塌，

因之土石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為減緩下游河道及水庫

淤積情形而辦理本工程。（資料來源：北水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99 年 5 月初完工) ■已完工(99 年 8 月 13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施工中)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植生現況良好。 

   

治理前(99.01) 104.09 105.10 



附 7-50 

邊坡-02 

工程名稱：巴陵壩下游右岸崩塌地處理工程：橫樑植生護坡 A=4066 平方公尺、縱向鋪網噴凝土溝 L=164

公尺、橫向截排水溝 L=70 公尺、植栽 40 株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高義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巴陵 

座標 Google Earth（24 41’31.88”北；121 22’51.25”東）

TWD97（X：288572；Y：2731745） 

地質  大寮層 

地形  海拔 544 公尺 

 

致災因素：巴陵壩下游右岸崩塌地工程位於復興鄉巴陵防砂壩下

游右岸，為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因經歷多次颱風暴雨肆虐，豪

雨導致山坡坡面沖刷崩塌，造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山坡地多處坡

面嚴重沖刷與崩塌、,減緩下游河道及水庫淤積情形而辦理本工

程。（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 施工廠商：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9 年 1 月 18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施工中)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植生復育良好。 

   

治理前(98.05) 104.08 105.10 



附 7-51 

邊坡-03 

工程名稱：石門水庫集水區宇內溪復育工作(和平橋上游右岸護岸及邊坡治理)：土石籠護坡 L=51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義盛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義興 

座標 Google Earth（24 47’31.03”北；121 22’12.13”東）

TWD97（X：289103；Y：2742789） 

地質  巴陵層 

地形  海拔 425 公尺 

 

致災因素：受颱風豪雨肆虐，影響造成野溪溪床土砂淤積及洪水

暴漲，挾帶土石宣洩，既有攔砂壩損壞，致使嚴重沖刷邊坡坡腳

造成崩塌及防砂壩損壞，為避免崩塌災情擴大及大量泥砂流入水

庫，造成水庫嚴重淤積，影響桃園地區供水問題，而進行宇內溪

庫邊復育工作。（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東孟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1 月 11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無損壞情形，坡地植生復育良好。 

   

治理前(96.06) 104.09 105.10 



附 7-52 

邊坡-04 

工程名稱：石門水庫集水區宇內溪復育工作(和平橋上游右岸護岸及邊坡治理) ：掛網植生 A=232 平方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義盛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義興 

座標 Google Earth（24 47’31.03”北；121 22’12.13”東）

TWD97（X：289103；Y：2742789） 

地質  巴陵層 

地形  海拔 425 公尺 

 

致災因素：受颱風豪雨肆虐，影響造成野溪溪床土砂淤積及洪水

暴漲，挾帶土石宣洩，既有攔砂壩損壞，致使嚴重沖刷邊坡坡腳

造成崩塌及防砂壩損壞，為避免崩塌災情擴大及大量泥砂流入水

庫，造成水庫嚴重淤積，影響桃園地區供水問題，而進行宇內溪

庫邊復育工作。（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東孟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1 月 11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植生復育茂密，現況良好。 

   

治理前(96.06) 104.09 104.09 



附 7-53 

邊坡-05 

工程名稱：復興鄉溪口地區崩塌地處理工程：第 2 工區掛網植生護坡 A=1172 平方公尺、鋪網噴凝土

溝 L=317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澤仁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高遶 

座標 Google Earth（24 48’34.63”北；121 20’53.55”東）

TWD97（X：285282；Y：2744719） 

地質  木山層 

地形  海拔 253 公尺 

 

致災因素：溪口地區崩塌地位於復興鄉澤仁村及奎輝村本工程位

於桃園縣復興鄉溪口吊橋兩側，為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經歷多

次颱風暴雨肆虐，造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山坡坡面沖刷崩塌，多

處坡面嚴重沖刷與崩塌，因之土石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

重，為減緩下游河道及水庫淤積情形而辦理本工程。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昶鐿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9 年 2 月 18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施工中)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植生復育覆蓋率高，坡面穩定。(待新吊橋啟用後改牆上拍攝) 

   

治理中(98.08) 104.08 105.10 



附 7-54 

邊坡-06 

工程名稱：復興鄉溪口地區崩塌地處理工程：混凝土路面鋪設 A=125 平方公尺、擋土牆 L=33 公尺、

塊狀護欄 34 座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澤仁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高遶 

座標 Google Earth（24 48’36.65”北；121 20’49.35”東）

TWD97（X：285056；Y：2744728） 

地質  木山層及沖積層 

地形  海拔 249 公尺 

 

致災因素：溪口地區崩塌地位於復興鄉澤仁村及奎輝村本工程位

於桃園縣復興鄉溪口吊橋兩側，為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經歷多

次颱風暴雨肆虐，造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山坡坡面沖刷崩塌，多

處坡面嚴重沖刷與崩塌，因之土石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

重，為減緩下游河道及水庫淤積情形而辦理本工程。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昶鐿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9 年 2 月 18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施工中)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無損壞情形，現況良好。(待新吊橋啟用後改牆上拍攝) 

   

治理前(98.08) 104.08 105.10 



附 7-55 

邊坡-07 

工程名稱：復興鄉溪口地區崩塌地處理工程：第 1 工區掛網植生護坡 A=2663 平方公尺、鋪網噴凝土

溝 L=327 公尺、土石籠 L=54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澤仁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高遶 

座標 Google Earth（24 48’36.65”北；121 20’49.35”東）

TWD97（X：285056；Y：2744728） 

地質  木山層 

地形  海拔 256 公尺 

 

致災因素：溪口地區崩塌地位於復興鄉澤仁村及奎輝村本工程位

於桃園縣復興鄉溪口吊橋兩側，為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經歷多

次颱風暴雨肆虐，造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山坡坡面沖刷崩塌，多

處坡面嚴重沖刷與崩塌，因之土石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

重，為減緩下游河道及水庫淤積情形而辦理本工程。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昶鐿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9 年 2 月 18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施工中)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植生復育茂密，現況良好。(待新吊橋啟用後改牆上拍攝) 

   

治理中(98.08) 104.08 105.10 



附 7-56 

邊坡-08 

工程名稱：大漢溪主流河道復華段右側護岸治理工程：第 1 工區自由樑型框護坡 260 平方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三光村 

集水區 玉峰 

子集水區 抬耀 

座標 Google Earth（24 40’6.89”北；121 22’6.80”東） 

TWD97（X：287301；Y：2729119 

地質   

地形  海拔 566 公尺 

 

致災因素：本工程位於復興鄉地區為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由於

歷年颱風豪雨導致洪水暴漲沖蝕河岸，導致坡腳流失坡面崩塌；

因之土石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為防止沖刷崩塌繼續擴

大而辦理本工程。（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9 年 9 月 6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護坡植生狀況良好，坡面穩定。 

   

治理前(99.02) 104.08 105.10 



附 7-57 

邊坡-09 

工程名稱：大漢溪主流河道復華段右側護岸治理工程：第 2 工區自由樑型框護坡 409 平方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三光村 

集水區 玉峰 

子集水區 抬耀 

座標 Google Earth（24 40'8.68”北；121 22’12.42”東） 

TWD97（X：287459；Y：2729175） 

地質   

地形  海拔 566 公尺 

 

致災因素：本工程位於復興鄉地區為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由於

歷年颱風豪雨導致洪水暴漲沖蝕河岸，導致坡腳流失坡面崩塌；

因之土石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為防止沖刷崩塌繼續擴

大而辦理本工程。（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9 年 9 月 6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護坡植生狀況良好，坡面穩定。 

   

治理前(99.02) 104.08 105.10 



附 7-58 

邊坡-10 

工程名稱：大漢溪主流河道復華段右側護岸治理工程：第 3 工區掛網植生護坡 185 平方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三光村 

集水區 玉峰 

子集水區 抬耀 

座標 Google Earth（24 40’10.73”北；121 22’14.84”東） 

TWD97（X：287527；Y：2729238） 

地質   

地形  海拔 560 公尺 

 

致災因素：本工程位於復興鄉地區為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由於

歷年颱風豪雨導致洪水暴漲沖蝕河岸，導致坡腳流失坡面崩塌；

因之土石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為防止沖刷崩塌繼續擴

大而辦理本工程。（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9 年 9 月 6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護坡植生狀況良好，坡面穩定。 

   

治理前(99.02) 104.08 105.10 



附 7-59 

邊坡-11 

工程名稱：大漢溪主流河道復華段右側護岸治理工程：第 4 工區掛網植生護坡 1512 平方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三光村 

集水區 玉峰 

子集水區 抬耀 

座標 Google Earth（24 40’15.66”北；121 22’17.50”東） 

TWD97（X：287601；Y：2729390） 

地質   

地形  海拔 560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267 mm (1.3 年) 

致災因素：本工程位於復興鄉地區為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由於歷

年颱風豪雨導致洪水暴漲沖蝕河岸，導致坡腳流失坡面崩塌；因之

土石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為防止沖刷崩塌繼續擴大而辦

理本工程。（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9 年 9 月 6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護坡植生狀況良好，坡面穩定。 

   

治理前(99.02) 104.08 105.10 



附 7-60 

邊坡-12 

工程名稱：石門水庫集水區尖石鄉秀巒壩魚梯及其上游護岸整治復育工程：A 工區自由樑框護坡植生

A=412 平方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新竹縣 

鄉鎮 尖石鄉 

村里 秀巒村 

集水區 白石 

子集水區 秀巒 

座標 Google Earth（24 36’48.48”北；121 16’56.72”東） 

TWD97（X：278586；Y：2722978） 

地質  木山層及沖積層 

地形  海拔 877 公尺 

 

致災因素：歷年颱風暴雨肆虐，白石溪洪水暴漲導致護岸邊坡土

石滑落，造成溪床淤積土砂及魚梯淤積土砂，失去功效，以致大

量土石泥沙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資料來源：北區水

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瑞建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4 月 25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坡面穩定，狀況良好。 

   

98.11 104.08 105.10 



附 7-61 

邊坡-13 

工程名稱： 98 年度復興鄉下奎輝等地區崩塌地處理工程第 2 工區：掛網植生護坡 A=9952 平方公尺、

鋪網噴凝土溝 L=2218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長興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高遶 

座標 Google Earth（24 48’19.68”北；121 19’33.00”東）

TWD97（X：282883；Y：2744218） 

地質  木山層 

地形  海拔 318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324 mm (1.4 年) 

致災因素：下奎輝等地區崩塌地本工程位於桃園縣復興鄉下奎

輝庫邊，為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經歷多次颱風暴雨肆虐，造

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山坡坡面沖刷崩塌，多處坡面嚴重沖刷與

崩塌，因之土石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為減緩下游河

道及水庫淤積情形而辦理本工程。（資料來源：北水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9 年 8 月 13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施工中)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坡面穩定，植生狀況佳。 

 
  

治理中(99.01) 104.10 105.12 



附 7-62 

邊坡-14 

工程名稱：石門水庫集水區尖石鄉秀巒壩魚梯及其上游護岸整治復育工程：B 工區自由樑框護坡植生

A=13,836 平方公尺、鋪網噴凝土溝（橫、縱向）L=1,629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新竹縣 

鄉鎮 尖石鄉 

村里 秀巒村 

集水區 白石 

子集水區 秀巒 

座標 Google Earth（24 36’42.53”北；121 16’54.80”東）

TWD97（X：278482；Y：2722722） 

地質  巴陵層、木山層及沖積層 

地形  海拔 889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966 mm (8 年) 

致災因素：歷年颱風暴雨肆虐，白石溪洪水暴漲導致護岸邊坡土

石滑落，造成溪床淤積土砂及魚梯淤積土砂，失去功效，以致大

量土石泥沙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資料來源：北區水

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瑞建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4 月 25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坡面穩定，植生狀況佳。 

   

治理前(96.10) 104.08 105.10 



附 7-63 

邊坡-15 

工程名稱：尖石鄉白石溪秀巒段邊坡治理工程：錨碇噴凝土框植生護坡 A=14497 平方公尺、護岸基礎

補強 L=49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新竹縣 

鄉鎮 尖石鄉 

村里 秀巒村 

集水區 白石 

子集水區 秀巒 

座標 Google Earth（24 36’41.37”北；121 16’54.55”東）

TWD97（X：278495；Y：2722706） 

地質  巴陵層及木山層 

地形  海拔 889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447 mm (2 年) 

致災因素：經歷辛樂克颱風暴雨肆虐，導致野溪洪水暴漲挾帶土石宣

洩，造成護岸淘刷損壞及邊坡崩塌，溪流淘刷沖蝕溪床淤積土砂，以

及河道上邊坡經豪雨侵蝕，造成坡面土石滑動崩塌，以致大量土石泥

沙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聯合大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力峯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8 年 7 月 17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噴凝土框工程及植生現況良好。 

   

治理前(98.01) 104.08 105.10 



附 7-64 

邊坡-16 

工程名稱：復興鄉長興等地區治理工程（D 工區）：錨碇噴凝土框植生護坡 A=348 平方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奎輝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高遶 

座標 Google Earth（24°48'7.24"北；121°19'49.65"東）

TWD97（X：283399；Y：2743890） 

地質  木山層 

地形  海拔 261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438 mm (2 年) 

致災因素：歷年颱風豪雨導致侵襲山坡坡面沖刷崩塌，野溪洪水

暴漲挾帶土石，導致護岸邊坡土石滑落，因之洪水夾帶大量土石

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嚴重影響水庫蓄水功能及水庫正

常營運，並影響下游公共給水之品質。（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

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聯合大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奕統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11 月 29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噴凝土框工程及植生現況良好。 

 
  

治理前(97.04) 104.10 105.12 



附 7-65 

邊坡-17 

工程名稱：復興鄉長興等地區治理工程（E 工區）：道路排水溝及箱涵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奎輝村 

集水區 庫區 

子集水區 高遶 

座標 Google Earth（24°48'7.24"北；121°19'49.65"東）

TWD97（X：283399；Y：2743890） 

地質  木山層 

地形  海拔 261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438 mm (2 年) 

致災因素：歷年颱風豪雨導致侵襲山坡坡面沖刷崩塌，野溪洪水

暴漲挾帶土石，導致護岸邊坡土石滑落，因之洪水夾帶大量土石

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嚴重影響水庫蓄水功能及水庫正

常營運，並影響下游公共給水之品質。（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

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聯合大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奕統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11 月 29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結構無損壞。 

   

治理前(97.04) 104.09 105.10 



附 7-66 

邊坡-18 

工程名稱：興漢橋上游崩塌地處理工程：自由梁框護坡植生 A=2495 平方公尺、縱向鋪網噴凝土溝 L=67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復興鄉 

村里 華陵村 

集水區 三光 

子集水區 光華 

座標 Google Earth（24°40'40.86"北；121°23'13.03"東）

TWD97（X：289148；Y：2730167） 

地質  巴陵層及木山層 

地形  海拔 580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1031 mm (28 年) 

致災因素：石門水庫興漢橋上游崩塌地位於桃園縣復興鄉華陵村三光

溪興漢橋右岸崩塌地，由於歷年颱風豪雨導致侵襲山坡坡面沖刷崩

塌，野溪洪水暴漲挾帶土石，導致護岸邊坡土石滑落，因之洪水夾帶

大量土石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嚴重影響水庫蓄水功能、水

庫正常營運及下游公共給水之品質。（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松岡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7 年 6 月 13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自由梁框護坡工程及植生現況良好。 

   

治理前(96.12) 104.08 105.10 



附 7-67 

邊坡-19 

工程名稱：玉峰溪馬里光護岸治理工程：掛網植生護坡 671 平方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新竹縣 

鄉鎮 尖石鄉 

村里 玉峰村 

集水區 玉峰 

子集水區 田埔 

座標 Google Earth（24 41’22.66”北；121 22’52.11”東） 

TWD97（X：281044；Y：2727468） 

地質  石底層及木山層 

地形  海拔 611 公尺 

竣工後最大 3 日暴雨(頻率年)：267 mm (1.3 年) 

致災因素：由於歷年颱風豪雨肆虐，溪洪水暴漲導致山坡坡面沖

刷崩塌，溪流淘刷沖蝕，土石流入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嚴重。（資

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 □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巨鵬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99 年 11 月 22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邊坡狀況穩定，植生良好。 

   

治理前(99.04)) 104.08 105.10 



附 7-68 

邊坡-20 

工程名稱：坡面困難工址植生技術之發展與研究：水泥噴凝植生敷蓋 400 平方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大溪鎮 

村里 復興里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9'14.53"北；121°17'14.17"東） 

TWD97（X：279037；Y：2745943） 

地質  南莊層 

地形  海拔 284 公尺 

 

致災因素：水庫淤泥再利用之議題，目前國內已有許多成功且可

應用之成果，本技術係為一可應用於陡峭邊坡、噴凝土擋牆等工

址之植生技術，此一技術於植生基材中以特定之比例將土壤、肥

料、水泥、保水劑、長效肥及土壤中和劑等予以混合，使其可於

上困難工址上重新營造一適合植物生長之環境。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施工廠商：勤岩工程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1 年 12 月 31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現況坡面穩定。 

  

104.09 105.10 



附 7-69 

邊坡-21 

工程名稱：101 年度湳仔溝木棧道欄杆改善及庫邊崩塌地治理工程(工區 1):自由樑框護坡 A=82 平方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龍潭鄉 

村里 大平村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8'50.29"北；121°14'26.22"東） 

TWD97（X：274323；Y：2745196） 

地質  南港層 

地形  海拔 221 公尺 

 

致災因素：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松岡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1 年 10 月 12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邊坡狀況穩定，植生良好。 

  

104.09 105.10 



附 7-70 

邊坡-22 

工程名稱：101 年度湳仔溝木棧道欄杆改善及庫邊崩塌地治理工程(工區 2):自由樑框護坡 A=306 平方公

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龍潭鄉 

村里 大平村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8'39.59"北；121°14'23.20"東） 

TWD97（X：274257；Y：2744881） 

地質  南港層 

地形  海拔 283 公尺 

 

致災因素：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松岡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1 年 10 月 12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邊坡狀況穩定，植生良好。 

  

103.09 105.10 



附 7-71 

邊坡-23 

工程名稱：101 年度湳仔溝木棧道欄杆改善及庫邊崩塌地治理工程(工區 3):鋼筋混凝土格框護坡 A=281 平

方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大溪鎮 

村里 復興里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8'43.05"北；121°15'27.83"東） 

TWD97（X：276073；Y：2744974） 

地質  南港層 

地形  海拔 322 公尺 

 

致災因素：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松岡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1 年 10 月 12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邊坡狀況穩定，植生良好。 

  

104.09 105.10 



附 7-72 

邊坡-24 

工程名稱：101 年度湳仔溝木棧道欄杆改善及庫邊崩塌地治理工程(工區 4):仿櫟木欄杆 L=318 公尺、橋面

欄杆 L=232 公尺、路燈 10 盞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大溪鎮 

村里 復興里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9'29.04"北；121°17'19.81"東） 

TWD97（X：279199；Y：2746399） 

地質  南港層 

地形  海拔 269 公尺 

 

致災因素：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松岡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1 年 10 月 12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現況良好。 

  

104.09 105.10 



附 7-73 

邊坡-25 

工程名稱：101 年度湳仔溝木棧道欄杆改善及庫邊崩塌地治理工程(工區 5):電廠前道路旁排水溝修復

L=187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龍潭鄉 

村里 大平村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8'52.98"北；121°14'35.18"東） 

TWD97（X：274571；Y：2745291） 

地質  石底層 

地形  海拔 162 公尺 

 

致災因素：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松岡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1 年 10 月 12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現況良好。 

  

104.09 105.10 



附 7-74 

邊坡-26 

工程名稱：101 年度湳仔溝木棧道欄杆改善及庫邊崩塌地治理工程(工區 6): 懷德橋前 5.5K 處排水溝溝底

修復 L=66 公尺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大溪鎮 

村里 復興里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9'23.47"北；121°17'12.74"東） 

TWD97（X：279002；Y：2746222） 

地質  南港層 

地形  海拔 270 公尺 

 

致災因素：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松岡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1 年 10 月 12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現況良好。 

 
 

104.09 105.10 



附 7-75 

邊坡-27 

工程名稱：101 年度阿姆坪及湳仔溝等地區週邊環境治理工程(工區 1):既有步道修復 L=158 公尺、既有草

溝清理 L=70 公尺、既有避魚柵修復 2 處、箱型石籠基腳修復（3 層 2 列）L=68 公尺、新設仿枕木紋板

步道 L=744 公尺、新設解說牌 50 組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大溪鎮 

村里 復興里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9'28.27"北；121°17'34.91"東） 

TWD97（X：279626；Y：2746372） 

地質  沖積層 

地形  海拔 272 公尺 

 

致災因素：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泳富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2 年 3 月 3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邊坡向溪中滑動，建議請派員處理。 

  

104.09 105.10 



附 7-76 

邊坡-28 

工程名稱：101 年度阿姆坪及湳仔溝等地區週邊環境治理工程(工區 2):新種植青剛櫟計 29 株、新設封牆 1

處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大溪鎮 

村里 復興里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8'55.40"北；121°17'52.25"東） 

TWD97（X：280115；Y：2745361） 

地質  南莊層 

地形  海拔 254 公尺 

 

致災因素：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泳富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2 年 3 月 3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青剛櫟只剩幾株，封牆結構良好。 

 
 

104.09 105.10 



附 7-77 

邊坡-29 

工程名稱：101 年度阿姆坪集湳仔溝等地區週邊環境治理工程(工區 3):掛網噴植 A=91.1 平方公尺、新設

舖網噴凝土溝 L=155 公尺、新設匯流井 3 座、落石柵修復 5 組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龍潭鄉 

村里 大平村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8'55.42"北；121°14'32.81"東） 

TWD97（X：274506；Y：2745346） 

地質  石底層 

地形  海拔 211 公尺 

 

致災因素：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泳富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2 年 3 月 3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現況良好。 

  

104.09 105.10 



附 7-78 

邊坡-30 

工程名稱：100 年湳仔溝週邊設施改善工程-第一工區坡面掛網噴植 A=461m2 追加 1591、噴漿溝 L=20m

追加 45m、防落石柵修復 L=230m、防落石柵新設 L=70m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龍潭鄉 

村里 大平村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8'55.21"北；121°14'32.70"東） 

TWD97（X：274506；Y：2745346） 

地質  沖積層 

地形  海拔 127 公尺 

 

致災因素：由於颱風暴雨侵襲，以及其他自然、人為因素之影響，

造成山坡地坡面嚴重沖刷與崩塌，溪流淘刷沖蝕，連帶造成登山

步道損毀，以致洪水夾帶大量土石泥沙流入河道，造成部份河道

淤積嚴重，嚴重影響河道功能，為防止沖刷崩塌繼續擴大。（資料

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康技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瑞建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0 年 09 月 22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現況良好。 

  

104.09 105.10 



附 7-79 

邊坡-31 

工程名稱：100 年湳仔溝週邊設施改善工程-第二工區木棧道修復 L=345m、仿杉木棧道新設 L=150m、紡

月櫟木欄杆 L=150m、凹岸拋放塊石 2 處、橋台 1 座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龍潭鄉 

村里 大平村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9'29.61"北；121°17'17.46"東） 

TWD97（X：279130；Y：2746413） 

地質  沖積層 

地形  海拔 539 公尺 

 

致災因素：由於颱風暴雨侵襲，以及其他自然、人為因素之影響，

造成山坡地坡面嚴重沖刷與崩塌，溪流淘刷沖蝕，連帶造成登山

步道損毀，以致洪水夾帶大量土石泥沙流入河道，造成部份河道

淤積嚴重，嚴重影響河道功能，為防止沖刷崩塌繼續擴大。（資料

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康技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瑞建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0 年 09 月 22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現況良好。 

  

104.09 105.10 



附 7-80 

邊坡-32 

工程名稱：100 年湳仔溝週邊設施改善工程-第三工區枕木碎石步道 L=150m、排水設施及種植孔穴設置、

植栽區整地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龍潭鄉 

村里 大平村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9'32.34"北；121°18'41.93"東） 

TWD97（X：281501；Y：2746502） 

地質 汶水層 

地形  海拔 597 公尺 

 

致災因素：由於颱風暴雨侵襲，以及其他自然、人為因素之影響，

造成山坡地坡面嚴重沖刷與崩塌，溪流淘刷沖蝕，連帶造成登山

步道損毀，以致洪水夾帶大量土石泥沙流入河道，造成部份河道

淤積嚴重，嚴重影響河道功能，為防止沖刷崩塌繼續擴大。（資料

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康技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瑞建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0 年 09 月 22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現況良好。 

  

104.09 105.10 



附 7-81 

邊坡-33 

工程名稱：102 年度興漢橋下游邊坡緊急治理工程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新竹縣 

鄉鎮 尖石鄉 

村里 秀巒村 

集水區 泰崗溪 

子集水區 秀巒 

座標 Google Earth（24°40'40.62"北；121°22'58.30"東） 

TWD97（X：288746；Y：2730161） 

地質  沖積層 

地形  海拔 540 公尺 

 

致災因素：由於 101 年 8 月蘇拉颱風暴雨肆虐，洪水沖刷導致興

漢橋下游其順水左側邊坡產生崩塌，為防止邊坡繼續崩落，影響

邊坡上方道路及用路人之安全，及崩塌帶來大量土石流入水庫，

造成水庫淤積嚴重，嚴重影響水庫蓄水功能及水庫正常營運，並

影響下游公共給水之品質。（資料來源：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全盛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2 年 04 月 30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現況良好。 

   
102.04(治理前) 104.08 105.10 

 



附 7-82 

邊坡-34 

工程名稱：102 年度石門水庫中線道路崩塌地治理工程 

工程位置圖 工程點位基本資料 

 

縣市 桃園縣 

鄉鎮 龍潭鄉 

村里 大平村 

集水區  

子集水區  

座標 Google Earth（24°48'55.42"北；121°14'32.81"東） 

TWD97（X：274506；Y：2745346） 

地質  沖積層 

地形  海拔 253 公尺 

 

致災因素：本工程工區位於桃園縣龍潭鄉石門水庫中線道路上邊

坡，因受颱風及豪雨侵襲，造成該區坡面崩塌，為穩定坡面，安

定土砂，防止崩塌面持續擴大，確保石門水庫園區遊客及民眾安

全，本案即辦理該崩塌地治理。（資料來源：北水局提供） 

詳細工程資訊 

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案例類型：■成功案例□失敗案例 

規劃設計：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全盛鴻營造有限公司 

災害型態：崩坍原因 ■天然 □人為 □其他（） 

施工現況：  □規劃 □設計 □施工(預定  年  月  日完工) ■已完工(102 年 07 月 26 日) 

治理成效：  ■良好 □尚未見成效  

穩定成效：植生演替情形■有□無；裸露地面積治理前   ha 完工後 0 ha 

綠化景觀復原情況□有■部份□無 

經歷之考驗： □無 ■颱風 □豪雨 □地震 □人為 □其他-請註明 

未成功原因：□處理工法 □地質條件 □經歷考驗 □人為 □其他-請註明 

現況相關說明： 現況良好。 

  

104.09 105.10 

 



主講者 李鴻智 

         巡查樣態 
     及路線規劃 





公告 



濫伐林木或濫墾土地。  
變更河道足以影響水之自淨能力。  
土石採取或探礦、採礦致污染水源。  
排放超過規定標準之工礦廢水或家庭污水，或其總量超過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所訂之標準。  
污染性工廠。  
設置垃圾掩埋場或焚化爐、傾倒、施放或棄置垃圾、灰渣、土石、污泥、
糞尿、廢油、廢化學品、動物屍骸或其他足以污染水源水質物品。  
在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重要取水口以上集水區養豬；其他以營利
為目的，飼養家禽、家畜。  
以營利為目的之飼養家畜、家禽。  
高爾夫球場之興建或擴建。  
核能或其他能源之開發、放射性廢棄物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  
其他足以貽害水質、水量，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行為。  

前項各款之行為，為居民生活或地方公共建設所必要，且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巡  查 
      路線規劃 







         蘆竹區山坡地： 
南山北路→泉州路→南山路三段→山腳
產業道路→皇帝廟農路→後面坑農路→
公田→草仔崎→土地公農路→山林路三
段→貓尾崎→八德二路→赤塗崎→羊稠
坑→營盤坑→蕃子厝。 









         蘆竹區山坡地： 
羊稠坑→八德二路→赤塗崎→山林路三
段→貓尾崎→公田→土地公農路→營盤
坑→蕃子厝→南山路三段→後面坑農路
→草仔崎→山腳產業道路→皇帝廟農路
→泉州路→南山北路。 



巡守紀錄資料上傳機制 



•劃定重點巡查熱點 

•人為違規事件多為常態性
且區域固定，劃設為重點
巡查熱點，以達到控管違
規情事之發生。 

石門水庫集水區查核點位置分佈 
溪口台地區養豬戶 
雪霧鬧地區毒魚、電魚情形 
詩朗、霞雲、角板山、羅馬公路、
長興、義興、巴陵 及爺亨皆有開挖
整地及濫墾濫伐之情形，要求志工
每次執行巡守作業時皆須至查核點
追蹤後續是否仍有違規情事並回報，
以降低違規案件發生率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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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內容

數位相機使用介紹壹

GPS使用介紹貳

參 對講機使用介紹

肆 Q&A

數位相機

對講機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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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一、認識數位相機

使用說明書

數位相機

電池

保護皮套

記憶卡

電源線

電源適配器

傳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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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正面 背面

機頂 機底

鏡頭

電池/記憶卡蓋

傳輸線接頭

螢幕

播放鈕

閃光燈

電源/充電指示燈

快門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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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二、裝入電池及記憶卡
1.將電池/記憶卡蓋打開 2.將電池裝入插槽至藍色桿鎖住

3.確認記憶卡缺角方向，將記憶卡插入並輕壓 4. 當聽見“卡答”聲響，表示已裝

好，關上電池/記憶卡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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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三、充電 電源適配器

電源線傳輸線

數位相機

接上電源插座

指示燈
橘色燈亮:充電開始
關閉:充電完成
閃爍:充電出錯，

取出電池重新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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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四、裝皮套

扣上外層皮套後完成

1.對準

2順時針旋緊



7
國立臺灣大學

N ational Taiw an U niversity

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1.輕按電源，指示燈將亮起，鏡頭亦將開啟

五

、

開

機

及

拍

照

電量顯示

拍攝模式 快門鍵

2.確定自動拍攝模式，半按快門對焦，完

全按下拍攝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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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六、遠近調整

當拍攝對象較遠，
可調整變焦桿，調
整拍攝影像

變焦桿

1.順時針方向轉動變焦桿
景物變大

2.逆時針方向轉動變焦桿
景物變小

原始模式 順時針方向轉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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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七、閃光燈

控制輪

閃光燈

當燈光較不足時，閃光燈會
自動跳起，不需要時可按控
制輪右側手動選擇關閉後，
按控制輪中鍵返回拍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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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上傳輸線

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八、照片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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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八、照片傳輸 2.相機開機

3.點兩下開啟
“瀏覽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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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八、照片傳輸

4.點兩下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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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八、照片傳輸

5.複製拍照日期
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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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八、照片傳輸

6.點兩下開啟
Drop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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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八、照片傳輸

7.點兩下開啟
各巡守隊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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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八、照片傳輸

8. 新增資料夾

9. 資料夾名稱改為
巡查的日期，例如

2012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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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複製貼上巡
查日記與照片

11. 等待檔案左下由藍色圓圈
出現綠色打勾 ，完成上傳

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八、照片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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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照相機不可碰水，不小心碰水請立即擦乾

2.使用前請確認電池電量已充滿

3.說明書請妥善保管，使用上之問題可供參考

4.裝入電池及記憶卡時，請確認方向是否正確

九

、

注

意

事

項

5.相機不使用時請以皮套完整包覆，避免撞擊

壹、數位相機使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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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GPS使用介紹

一、熟悉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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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GPS使用介紹

右側面

電源鍵

正面

觸控螢幕

背面

背蓋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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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GPS使用介紹

二、電池裝卸 1.打開背蓋開關，將背蓋從機身上移除

2.將3號電池依正負極圖示放入

3.將電池蓋蓋回機身，並確保背蓋與機身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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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機

貳、GPS使用介紹

1.長按電源鍵

2.開機畫面 3.開機完成

4.電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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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定

貳、GPS使用介紹

1

3

4

2

5

7

8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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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GPS使用介紹

五、搜尋衛星
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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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GPS使用介紹

六、地圖顯示

1.尚未
找到衛星

2.
找到衛星
定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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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GPS使用介紹

六、地圖顯示

改變地圖大小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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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GPS使用介紹

六、地圖顯示

改變地圖大小

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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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GPS使用介紹

七、方位確認

當目的地無法到達時，可以與現有位置之方位及大
概距離進行描述

現
有
位
置

目
的
地
方
位
描
述

目的地



29
國立臺灣大學

N ational Taiw an U niversity

參、對講機使用介紹

一
、
熟
悉
對
講
機

使用說明書

對講機主體

充電基座

充電電源線

皮帶夾

手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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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講機使用介紹

正面

揚聲器(喇叭)

麥克風

左側面

PTT
發射鍵

掃描/CALL鍵

MONI
收聽鍵

右側面

耳機
接口

電池

背面

電池
充電極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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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講機使用介紹

機頂
電源/音量

開關
天線

狀態指示燈 頻道選擇旋鈕

機底

電池推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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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講機使用介紹

二
、
充
電

設備 裝設方式 裝設完成(側)

裝設完成(正)接電源

狀態指示燈亮起

指示燈顯示
紅燈閃爍:充電錯誤、

電池故障
紅燈亮:正在充電
紅綠燈閃爍:充電約90%
綠燈亮:充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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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講機使用介紹

三、開、關電源及調整音量
1.順時針方向轉動電源/

音量控制開關，聽到
“卡答”聲響，對講機
發出“滴”表示已打開
對講機

2.當對講機打開後，按住
MONI收聽鍵，順時針
轉音量控制開關可將調
高對講機音量，逆時針
轉則可降低音量

3.當要關掉對講機電源時，
逆時針方向轉動電源/
音量控制開關，聽到
“卡答”聲響，表示已
關閉對講機電源

開關

調高
音量

降低
音量

(1)按住MONI收聽鍵

(2)調整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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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講機使用介紹

四、調整對講機頻率

調整頻率 1.轉動頻道選擇旋鈕，與夥伴調至相同頻道

2.旋鈕白線所指之數字即為對講機所在頻道

本照片目前頻道為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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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講機使用介紹

五、發送及接收訊息
(1)按住PTT發射鍵 (3)放開PTT發射鍵

(2)對著麥克風說話

1.按住PTT發射鍵，此
時狀態指示燈將呈
現紅燈狀態

2.對著麥克風說話

3.放開PTT發射鍵，以
便接收夥伴對話，
此時狀態指示燈將
呈現綠燈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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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講機使用介紹

1.對講機使用請豎直拿持，並距離嘴唇約5公分

2.天線或電池若有損壞，請停止使用對講機

3.音量較高時，不要將對講機太靠近耳朵，恐有損聽力

4.對講機請勿放置於電視、電腦周邊

六

、

注

意

事

項

5.電池首次充電需充滿5小時，前三次使用應充分充放電

6.充電前請先將對講機電源關閉，並確認對講機為乾燥狀態

7.對講機電池充飽後請勿放為充電器”加電”

8.無法與夥伴對話時，請確認彼此對講機頻道是否相同
或彼此距離是否太遠

9.原包裝盒與說明書請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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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Q & A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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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巡守志工教育訓練手冊 

為提昇志願服務品質，保障受服務者權

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辦理教育訓

練，藉由教育訓練基礎課程增進民眾對志願

服務的認識，引導專業倫理方面的認知提升

責任感及道德感。依內政部志願服務法規定

，教育訓練課程包含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

其教育訓練課程如下介紹： 

一、教育訓練基礎課程 

自 80 年代福利國家在諸多工業化

國家出現危機後，志願主義(voluntarism)、

民營化 (privatization) 與自助 (self-help)一舉

成為取代傳統政府供應並生產福利服

務的服務輸送主流思潮與政策運動。志

願服務近年在台灣蓬勃發展，服務於公

私部門社會福利機構的社會工作者，不

可避免要以各種不同的形式結合與運

用志工，在人力緊縮的社會福利機構

中，志願工作者可以說是「不支薪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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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也成為專業社會工作者的重要夥

伴。 

瞭解非營利組織的人力資源管

理、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的理論與實

務， 以期成為專業社會工作者後，能

讓機構中的志工充分發揮效能，成為推

動社會福利服務的助力，擴大社會工作

專業服務的能量。 

依 90.04.24 台(九 0)內中社字第

9074750 號，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如

下： 

1.志願服務的內涵       二小時 

2.志願服務倫理         二小時 

3.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 

  快樂志工就是我 

  以上二種課程二選一   二小時 

4.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二小時 

5.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二小時 

6.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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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共計十二小時。 

 (一)志願服務的內涵 

聯合國將 1990 年定為國際志工

年，志願服務引起世界上百個國家的迴

響， 成為普世共同價值。國際志工協

會的主席艾倫‧ 卡指出：志願服務工

作發展成為全球性的社會運動之一，主

要是五種因素所組成，而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聯合國「國際志工年」的宣示，促

使各國政府支持與推動志願服務。志願

服務有三個特質： 

1.志願服務不應該為得到財物報酬而行

動，雖然有時可以領取一些津貼。 

2.志願服務行動是服務者以個人自己的

自由意志而採取的志願行為，雖然有

時有灰色地帶，譬如學校要求學生參

與志願服務。 

3.志願服務應有利於他人或社會，雖然

有時也會同時有利於志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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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志願服務的先決條件必需要

行有餘力，在照顧其他人之前，自我本

身的生活也不需要其他人來擔心；在擔

任志工時要將時間管理調整最合適的

狀態，更需要獲得家人的認同，以免因

為太投入單一工作項目而耽誤了其他

重要的事項；以正確的人生觀念幫助需

要幫助的人，更可充實自我身心促進身

體健康，如此良性循環就是促使志工群

們為何可以奉獻出如此多的時間、心血

的主因。 

(二)志願服務倫理 

志願服務的定義乃民眾出於自由

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律責任，秉

持誠心以知識、體能、勞力、經驗、技

術、時間等貢獻社會，不以報酬為目

的， 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

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McNulty 

and Klatt（1987）研究發現志工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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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志願工作者與一般機構工作人員

相同，有許多令人不喜歡行為；例如光

說不練、沒有保守機構與案主祕密、抱

怨和工作倦怠感等等行為。故 Nacy

（1989）指出運用志願工作者提供服務

時，應考慮有關傷害案主與受到傷害的

倫理與法律問題。因此，要對志工服務

提供督導工作。 

志願服務的發展，就助力來說，志

工會帶來新的能源、觀念、才賦與資

源， 並且影響機構的生存與發展（Rapp

＆Poertner，1992）。就阻力來說，如果

志願工作者的人力沒有妥善規劃與督

導時，則志願工作者對組織不一定能充

分發揮積極性的貢獻。助人過程最重要

的不是在於最後目標的達成，而是在助

人者「如何」協助他的困境無助中，覺

知自己與環境的關係；並能引發採取有

效的行動來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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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的重要性 

1 導引專業倫理方面的認知，提升責任感與道德感。  

2 喚起對倫理情境的想像，提高對倫理情境的敏感度。  

3 協助發現專業倫理問題，培養分析判斷情境與抉擇的技巧。  

4 培養實踐專業倫理與解讀倫理兩難困境的能力。  

5 
結合傳統倫理精神與現代倫理的規範，研討未來倫理發展的

新方向。 

 

常見的志工倫理議題 
1 在服務時遲到早退、不請假亦未服務。 

2 在志工成員間進行金錢往來。 

3 未思考清楚就承諾服務對象。 

4 當志工另有私人的期待與目的，如學習所需的知識技能。  

5 未做好任何擔任志工的準備，無法配合機構的期待。  

6 未能做到保密及尊重服務對象。 

7 以志工的生活經驗及期待要求服務對象或其他的志工夥伴。 

8 當志工能獲取更多資源，如服務費及物資。 

9 未能遵守機構的要求或期待。 

10 向志工夥伴或服務對象推銷私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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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的倫理守則 
1 我願誠心奉獻，持之以恆，不無疾而終。 

2 我願付出所餘，助人不足，不貪求名利。 

3 我願專心服務，實事求是，不享受特權。 

4 我願客觀超然，堅守立場，不感情用事。 

5 我願內心建言，尊重意見，不越俎代庖。 

6 我願學習成長，汲取新知，不故步自封。 

7 我願忠心職守，認真負責，不敷衍應付。 

8 我願配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遵守規則，不喧賓奪主。  

9 我願熱心待人，調和關係，不惹事生非。 

10 我願自我肯定，實現理想，不好高騖遠。 

11 我願尊重他人，維護隱私，不輕諾失信。 

12 我願珍惜資源，拒謀私利，不牽涉政治、宗教、商業行為。 

內政部九十年四月二十四日台九０內中社字第九０七四七五０號

令頒布 

 

(三)快樂志工就是我 

生涯變化，各有巧妙。工作做久

了， 厭煩、倦怠、缺乏新鮮生涯變化，

各有巧妙。工作做久了，厭煩、倦怠、

缺乏新鮮感，總是難免的。再喜歡的菜

吃久了都會膩，更何況是每天投入八小

時， 每週超過四十小時的工作。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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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份穩定的工作，同時在工作之餘安排

自己有興趣的事，在穩定與創新之間，

尋找平衡點，可以使生活更為豐富。 

愉悅與滿足感的不同，神經心理學

家老早就發現，沒有意義的快樂不能持

久 。 正 向 心 理 學 大 師 塞 利 格 曼

(MartinSeligman)認為：必須先區分愉悅與

滿足感的不同。愉悅是感官上的狂喜， 

但來得快、去得快。滿足感必須是做了

最喜歡的事後帶來的意義和感覺，快樂

的感覺才會更深層。大多數人(包括成

功人士)並不自知，他們所追逐到的， 

是愉悅，感官上的狂喜。 

透過無私的付出，滿足的心態來做

事，面對這個世界就不再是那麼的枯

燥，在樂生療養院的麻瘋奶奶，奉獻一

甲子時間的大愛，養大了十八個窮孩

子， 老奶奶說：人會很苦就是不滿足，

貪念太重，每一項都要往上比，才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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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 你往下比，就會滿足，人滿足

有什麼苦？ 人就是這樣，沒有很深的

道理，只要你的觀念轉一轉就沒事了。 

(四)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志願服主要內容，對機構而言，擴

大服務功能、創新服務、因應需求、共

同擴展服務、建立形象。對社會而言，

改造社會風氣、求助有門、貢獻有方。

對個人而言，當可貢獻所長、體驗服務

價值、促進自我肯定、增加人際關係、

學習工作態度、充實生活領域。「志願

服務」就是基於個人自由意願、自動自

發貢獻自己的能力、物力與財力，以不

計報酬的態度來參與各種公益慈善工

作所提供之服務。 

身為志工如果能熟知社會上的各

項資源，適時有效地進行溝通、轉介，

即可使志願服務的力量更為發揮，達到

確實解決問題的目的。舉凡與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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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區服務有關的資源，可分個人和機

構兩大類。 

1.個人的部份：學習者的同儕、地方士

紳、民意代表、鄉鎮區里長等，都屬

個人資源。 

2.機構資源：除了社教行政機關外，還

包括了社會服務、犯罪防治、醫療服

務、專業學術、傷殘服務，及音樂、

大眾傳播等機關團體。 

一般從事志願服務最常遇到的困

擾有： 沒有經費、人力不足、資源有

限、社區問題不知該如何著手等等。其

實這些都可以尋求社會資源的協助。社

會資源的運用：包括場地、器材、資料

的商借或使用，專業知能的諮詢及諮商

服務或是直接請求專家協助指導、轉介

輔導者。 

運用的方式：則可依實際的狀況而

有所變通，志工可以用個人名義或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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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社區大學等有關單位，藉電話、公

文、信函、親自拜訪等方法來進行聯

繫。其中又以社區資源的運用最為便捷

有效，尤其是鼓勵志工團隊與社會資源

相互流通，最能彰顯志願服務功能。志

工的人力資源則可靈活運用，使家庭、

社區結合成一體，對社區的發展必有助

益。媒體：電視、報紙、雜誌、廣播、

網路， 其他組織：基金會、協會。 

(五)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志願服務法主要之特色： 

1.績效優良並經過認證之志工，得優先

服相關兵役替代役。 

2.績優志工應予以獎勵，並得列入升

學、就業之部分成績評比。 

3.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發給志願服務績

效證明書。 

4.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 

5.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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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保障。 

6.志工應遵守倫理原則。 

志願服務法(90 年 1 月 20 日華總一義

字第 9000011840號令)：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主管機關 

第三章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職責 

第四章 志工之權利及義務 

第五章 促進志願服務之措施 

第六章 志願服務之法律責任 

第七章 經費 

第八章 附則 

(六)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在西方國家，早期的社會福利工

作， 主要是由宗教團體以其本身的資

源，志願為教區內的貧苦病弱者提供照

顧服務。後來受到工業化與都市化的衝

擊， 需要照顧的人群遽增，遂由政府

與民間共同擔負起照顧的責任，並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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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志願服務主義，強調結合廣大的社會

資源， 共同促進社會福利。 

在台灣地區，現代化的社會福利工

作，也是由民間志願性的慈善活動不斷

地成長演化而來，而且更加強調志願服

務及社會資源的整合運用。 

現今發展趨勢，企業為了善盡企業

公民的責任，由企業主動將員工組成志

工團或提供服務機會，鼓勵員工參與志

願服務。如此，不僅企業的產能未見降

低，反而提高工作效率，而且企業志工

方案也是最好的員工教育訓練方案，將

形成企業、員工、與社區三贏的策略。

若企業無法經常性得提供志願服務方

案，也可每年推動「志工日」，當天企

業支薪讓員工從事志願服務。 

志工服務價值新趨勢，接觸不同人

群，思考人際關係，提升表達能力與專

業能力(第二專長)、專業化，提供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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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專業知識，重視志工的興趣與技

能，傳授新的教育訓練方法，結合其他

單位策略聯盟，重視服務品質與績效。

不是一群有愛心、熱心的人共襄盛舉做

善事而已。 

台灣交換青年從事的相關志工案

例：於冰島、紐西蘭及德國的農場工

作。芬蘭及德國的幼稚園協助教學及活

動安排。比利時的青年中心為年輕人策

劃及組織活動。迦納及哥斯大黎加的小

學協助教學及活動課程。瑞士及比利時

的劇院協助行政工作及服務觀眾。法國

的難民營和移民勞工中心策劃及舉辦

各式活動。韓國、法國及瑞士的養老院

協助照顧老人的生活起居。墨西哥為的

大學電視製作部門協助拍攝及剪輯的

工作。哥斯大黎加之環保方案中搶救巨

龜和珊瑚礁，並準備環境教育資料。義

大利藉著和身心障礙人士一同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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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來組織活動及提供協助。 

理解別人真正的需要，另類修行苦

過才知人生美暫時放下轉個彎 有種悟

道的喜悅，專心、單純的工作，越工作

越有能量，越工作越起勁，越快樂，明

明生活條件比原本不堪幾十倍，這種回

饋卻是從來沒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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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訓練專業課程 

透過專業的訓練課程介紹，深入地

解說巡守樣態、違規事件，使得志工在

日後進行巡守工作時更能明確地判定

當地是否有違規事件，明確規劃巡守路

線訂定巡守紀錄日誌，填寫及上傳機制

的確立，巡守設備、儀器介紹及使用說

明。 

(一)水土保持法規實列分析-附論水利

法規相關案列 

趙燕利檢察官，法務部司法官訓練

所 39 期結業，曾任屏東地檢署檢察官，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導師，目前為桃園

地檢署檢察官，藉由實務分析以水土保

持法、水利法規及刑事觀點切入，討論

上揭案例會涉及何項罪名？是否構成

犯罪？與志工朋友進行互動討論，瞭解

法規適用標準及時機、分享辦案心得。

另說明何謂水源水量保護區，透過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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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法第 11 條禁止或限制其貽害水質與

水量之行為，介紹自來水法案例分析， 

探討竊水行為觸犯自來水法第 98 條抑

或是刑法第 320條竊盜罪兩法之間的關

係，而自來水法第 98 條第 1 款之罪，

該條之竊水罪為刑法 320條第 1項之普

通竊盜罪之特別法，故不論以普通竊盜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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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巡守樣態、路線規劃 

以自來水法第十一條(水源保護)來

展示其可能貽害水質水量之行為樣

態，經由相似案例圖片的解說使得志工

朋友們在巡守的過程中更能準確判斷

違規情事。 

1.濫墾、濫伐 

  

2.無告示牌之建築用地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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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路之興建或拓寬 

 

4.土石採取或探礦、採礦致污染水源 

 

5.排放工礦廢水或家庭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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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污染性工廠 

 

7.設置垃圾掩埋場或焚化爐、傾倒、施

放或棄置垃圾、灰渣、土石、污泥、

糞尿、廢油、廢化學品、動物屍骸或

其他足以污染水源水質物品 

 

8.集水區養豬，飼養家畜、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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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爾夫球瑒之興建或擴建 

 

10.核能或其他能源之開發、放射性廢棄

物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 

 

11.集水區內毒魚影響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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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生成崩塌地 

  

13.水利設施損壞 

  

巡守路線之規劃依照地區性不同

進行劃分，中壢隊志工人數較多目前分

為九小組，故巡守範圍較廣目前共有六

條路線遍佈整個水質水量保護區，其巡

查之重點為違規開發、濫墾濫伐及崩塌

等情事，依據自辦計畫及志工通報案件

中，整理出十個查核點分別為霞雲、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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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台、爺亨、角板山、長興、詩朗、巴

陵、義興、雪霧鬧及羅馬公路，其十個

查核點皆在中壢隊巡守路線範圍內，故

請志工們每次巡守紀錄上須詳填該查

核點之巡查狀況，以達減少違規情事發

生率。百吉隊為配合在地生活區域，因

此以居家位置為原則，其路線劃分為三

區域，採認養之方式進行巡守。雪霧鬧

部落之巡查路線為部落發展協會至上

游養鱒魚場之河段為重點巡守區域。玉

峰隊巡守路線以志工日常工作生活路

線為原則。以下為四分隊之巡守路線劃

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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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隊巡守路線 1 

中壢隊巡守路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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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隊巡守路線 3 

中壢隊巡守路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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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隊巡守路線 5 

中壢隊巡守路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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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巡守設備、儀器介紹及操作  

志工在巡守的過程中，除了發揮嚇

阻違規事項的發生，即時通報相關單位

來處理，為了可以讓志工更能方便、準

確的紀錄現場情形，每一組巡守隊將會

配予一套設備，包括：數位相機、GPS、

對講機及手電筒，以後背雙肩背包收

納，這些設備將會置於巡守志工聚會之

工作站，以便巡守任務時之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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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數位相機 

Sony Cyber-shot 數位相機 HX 系

列，簡易的操作系統配上強大的攝影、

拍照功能，為巡守工作增添便利性及實

用性。 

 

2.GPS 

巡守工作進行時，利用 GPS 定位

出正確的位置，以便日後提報，本計畫

所提供之 GPS 為 GARMIN DAKOTA 

20，開機時設定語言為正體中文，座標

格式為台灣地區二度分帶，座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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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S 84(TWD 97)，對應系統 WGS 

84(TWD 97)，方能開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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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講機 

每一組巡守隊將會配置一組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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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以方便巡查時隊員之間之聯繫。對

講機採用 Motororla SMP508 單頻式對

講機，其功能性強大、操作簡易，僅需

要雙方頻率一致，控制音量旋扭至適當

音量，按壓通話鍵即可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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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巡守作業系統介紹、上傳及操

作  

1.巡守志工交流網連結網址： 

http://shwaterprotection.blogspot.tw/ 

以部落格的方式呈現巡守計畫工

作情形，提供一個交流平台記錄志工們

執行巡守工作之過程，使一般民眾瞭解

本計畫之緣起與目的，喚起社會大眾對

於集水區水質水量保護之共識，吸引更

多的人一同來參與巡守志工的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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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水質水量保護區保育巡守志

工為保護區污染與違規防治重點工

作，在組織運作上，希望透過部落民眾

及關懷保護區團體的結合熱誠加入

下，並藉由主管機關協助整合及日常經

營工作，活絡巡守隊之例行運作，並結

合稽查人力建構綿密的稽查網絡，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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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法與污染行為。對於預期成果，期望

經由巡守隊之訓練運作，將環境教育逐

步推廣，並藉由生活環境融入「在地人」

之方式，將行動轉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並在配合稽查嚴予處分下，能促違

規與污染行徑能收斂改善，而維護水質

水量保護區保育之效。為了確保巡守志

工之權利與義務，以及巡守工作執行上

的輔助教學，制定其相關機制包括：保

育巡守志工招募及終止機制、保育巡守

志工編組方式、值勤、輔導與運作制

度、保育巡守志工通報及處置標準作業

機制、保育巡守志工與本局聯繫機制、

保育巡守志工獎勵實施要點、保育巡守

志工成效考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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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綜合討論  

討論巡守路線之規劃、執行困難

性、可行性。雪霧鬧分隊因其巡守路線

較為單純但困難度高，是否找尋其路線

至高點或最佳觀測點即可觀測巡查流

域範圍，降低巡守志工直接行走於河床

沿岸之困難度及風險，以最佳觀測點之

設置增加其巡查效率及頻率。 

大溪分隊則配合桃園縣山坡地巡

守隊之既定規劃路線，由於巡守路線較

長，對於巡守隊之路線規劃，設立重要

巡查點以達到巡守之嚇阻效力，配合拍

照舉發之工作、常態巡守之流程，以增

進在地居民之認同感、一般遊客之正面

觀感，降低違規情事的產生，帶動水質

水量保護之重要性，為水源區帶來一個

優良蓄水環境、永續發展。 

百吉復興分隊之在地巡守分為三

條巡查路線，以居民之居家附近環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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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巡守範圍，大致上以居住地分區，由

每位志工認養責任區域進行巡守工

作；登記志工所認養之巡守區域，調配

各路線之認養人數，以避免巡守成員過

於集中某區域。設立巡守隊工作站，裝

備索取及歸位，當日巡查工作結束後資

料上傳之作業，皆可於巡守隊工作站一

併完成。 

現場使用數位相機、GPS 及對講

機，其中以數位相機之上照片機制最為

重要，可增加巡守作業流程之便捷性，

同時也增進巡守志工使用電腦的操作

技能。GPS之基本設定將會製作簡明版

使用手冊，確保座標格式能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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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合格志工依法申請防汛護水

志工證，並擇期召開成立大會，以彰顯

本計畫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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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門水庫巡守志工隊宗旨 

志工是將付出、服務人群當作志向，

出錢又出力，有責任心、使命感，不計

較時間、代價、體力的付出，能克服艱

難，完成任務，並且做得滿心歡喜。成

立水質水量保護區保育巡守志工為保

護區污染與違規防治重點工作，在組織

運作上，希望透過部落民眾及關懷保護

區團體的結合熱誠加入下，並藉由主管

機關協助整合及日常經營工作，活絡巡

守隊之例行運作，並結合稽查人力建構

綿密的稽查網絡，遏止不法與污染行為。

對於預期成果，期望經由巡守隊之訓練

運作，將環境教育逐步推廣，並藉由生

活環境融入「在地人」之方式，將行動

轉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在配合稽

查嚴予處分下，能促違規與污染行徑能

收斂改善，而收維護水質水量保護區保

育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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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門水庫巡守志工隊組織 

(一)目的 

為改善大台北、桃園地區飲用水源、

維護集水區在地居民生活環境品質，成

立巡守志工隊，以期防制違規與污染事

件、即時災情通報，確實改善集水區環

境。 

(二)組成 

凡年滿 18歲以上且符合保險公司

承保之條件者為招募對象，籌組 3(3人

以上可分配時段或巡守地域，分攤巡守

志工之工作量，因此 3人以上為成立巡

守隊較合適之人數。)人以上之團體向

北水局(保育課)報名參與巡守志工隊，

經本局評估其志工年齡、健康狀況且符

合保險公司承保之條件並審核通過者，

新進志工完成教育課程後，發給證明文

件，由北水局授以志工服務證與核發志

願服務記錄冊，正式成為石門水庫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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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 

(三)組織方式 

本志工隊遴選大隊長一人，各分隊

之小隊長各一人，下有組員另行分組。 

(四)教育訓練 

1.基礎訓練：課程時數共計十二小時。 

A.志願服務的內涵/二小時 

B.志願服務倫理/二小時 

C.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 or快樂志

工就是我(以上二種課程二選

一)/二小時 

D.志願服務經驗分享/二小時 

E.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二小時 

F.志願服務發展趨勢/二小時 

2.專業訓練：以強化志工專業知能，由

北水局規劃相關課程六小時，訓練期滿

後，發給結業證明書。 

A.水土保持法規實例分析附論水

利法規相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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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巡守樣態、路線規劃 

C.巡守設備、儀器介紹及操作 

D巡守作業系統介紹、上傳及操作 

E.綜合討論 

(五)服務項目 

1.協助進行石門水庫集水區違規巡查。 

2.通報違規案件。 

3.協助辦理相關活動。 

(六)管理 

志工出勤時間由志工隊隊長視實

際需要排定，以不影響志工之工作、課

業或家務為前提；視天候狀況機動調整

巡查工作，以志工值巡安全為第一優先

考量。 

(七)待遇 

原則屬無給職，另相關巡查設備及

意外事故保險等由北水局衡酌經費提

供。 

(八)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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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優秀之志工人員適時予獎勵，

並頒發獎牌或獎狀，以茲鼓勵。依經濟

部水利署水利志工及管理要點，志工表

現優良者，給予下列各項表揚： 

1.全勤獎：依執勤規定全年值班無曠職，

服務確具績效者。 

2.特殊貢獻獎：於服務期間，確有特殊

貢獻，並由志工運用機關之督導單位

依具體事蹟推薦，經運用機關審查確

定者。 

3.服務獎：全年出席狀況良好（出席率

達百分之八十五），服務確具績效

者。 

4.榮譽獎：凡服務確具績效，且符合下

列標準之一者。 

A.二級榮譽獎：滿三年且執勤六百小

時者。 

B.一級榮譽獎：滿五年且執勤一千小

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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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特級榮譽獎：滿十年且執勤一千八

百小時者 

對於服務績優志工除以公開方式

予以表揚外，並視狀況頒給獎品（金）

予以鼓勵。在這二年試辦計畫期間，榮

譽獎將以各巡守隊中巡查時數最多者

頒發榮譽與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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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門水庫巡守志工守則 

(一)志工的理念 

1.志願服務是無酬勞的，志工所提供的

服務是不支薪的。 

2.志工對於所從事的志願服務工作具有

使命感，願意奉獻自己的時間、精神

與能力。 

3.志願服務是利他、公益的，並且認同

服務組織的使命與宗旨，對於組織交

付的任務願意努力配合完成。 

4.志工與機構內的專職支薪人員，具有

不同的責任與義務，對於同一使命應

分工合作。 

(二)志工的權利 

1.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

練。 

2.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

及信仰。 

3.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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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4.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5.參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擬定、設

計、執行及評估。 

(三)志工的義務 

1.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2.遵守北水局訂定之規章。 

3.參與北水局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4.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5.妥善保管各單位所提供之可利用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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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石門水庫巡守志工實施要點 

為貫徹志願服務法之施行，有效運

用社會人力資源與公共事務。透過石門

水庫巡守志工氜的巡守與通報，來杜絕

集水區內可能危害水質水量之行為，也

希望透過志工隊努力推廣水質水量保

護區保育之重要性，讓更多的鄉親主動

開始關心並愛護大自然。 

(一)組織與職掌 

1.關心保護區之熱心民眾以年滿 18 歲

以上且符合保險公司承保之條件者

為招募對象，籌組 3 人以上之團體向

北水局(保育課)報名參與巡守志工隊， 

經本局評估其志工年齡、健康狀況且

符合保險公司承保之條件並審核通

過者，志工人員為無給職。 

2.為發揮志工隊分工精神、自我管理及

協調合作，設置大隊長一人，依巡守

地點及區域不同成立三分隊，分別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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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小隊長三人，其餘人員均為隊員。 

(二)服務事項與規範 

1.志工應協助北水局巡查集水區治理範

圍，嚇阻、降低違規情事之發生，若

遇天然災害現象立即通報相關單

位。 

2.志工值勤時應遵守之規定。 

A.不可利用職務向民眾索取收受

酬勞或贈品。 

B.不得假藉名義在外招搖或涉及

不法。 

C.不得無故缺席，臨時有事需與其

他志工調班。 

D.值勤時應穿著志工背心，以利民

眾辨別。 

E.志工執勤時間依排班表值勤。 

(三)召募訓練與權利義務 

1.新進志工須完成 12 小時基礎教育訓

練， 並接受 6 小時以上專業教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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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經本局完成「保護區巡守志工之

教育訓練」後，發給證明文件，由北

水局授以志工服務證與核發志願服

務記錄冊， 正式成為北水局水質水

量保護區巡守志工。 

2.志工除依規定享有保險權利及有關於

志願服務相關法令規定外，尚可參加

北水局所辦理之觀摩活動、教育訓練、

裝備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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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門水庫集水區現況 

石門水庫位於大漢溪中游，地處桃

園縣大溪鎮與龍潭鄉、復興鄉、新竹縣

關西鎮之間，由於溪口處有雙峰對峙狀

若石門，因而得名。 

其興建緣由，主要是因為大漢溪上

游陡峻，無法涵蓄水源，延及下游各地

區常遭水旱之苦；政府為解決民困、發

展農業、興修水利，自民國四十五年七

月展開興建石門水庫工作，並於五十三

年六月完工，歷時八載，參加員工七千

餘人，建設經費約達新台幣三十二億元，

水庫總長度為十六．五公里，滿水位面

積八平方公里，有效蓄水量約二億七百

萬立方公尺，為一多目標水利工程，具

有灌溉、發電、給水、防洪、觀光等效

益。主要工程可分為大壩、溢洪道、排

洪隧道、電廠、後池及後池堰、石門大

圳及桃園大圳進水口等結構物，自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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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以來，對北部地區農業生產之改良，

工業之發展，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以及

防止水旱災害等方面均有重大貢獻。 

近年來環保意識高漲，本局為供應

民生及農、工業之用水需求，除積極辦

理集水區治理及環境保護工作，防止水

源污染；並提倡全民節約用水之觀念，

共同珍惜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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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石門水庫集水區違規樣態之類型 

自來水事業對其水源之保護，除依

水利法之規定向水利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外，得視事實需要，申請主管機關會商

有關機關，劃定公佈水質水量保護區，

依自來水法第十一條、飲用水管理條例

第五條等相關法律規定，禁止或限制下

列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 

(一) 濫墾、濫伐(水保法第八條) 

  

(二) 無告示牌之建築用地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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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道路之興建或拓寬(水保法第八條) 

 

(四) 土石採取或探礦、採礦致污染水源(水

利法第 78-1 條、水保法第八條) 

 

(五) 排放工礦廢水或家庭污水(水利法第

54-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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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污染性工廠 

 

(七) 設置垃圾掩埋場或焚化爐、傾倒、施放

或棄置垃圾、灰渣、土石、污泥、糞尿、

廢油、廢化學品、動物屍骸或其他足以

污染水源水質物品(水利法第 54-1 條) 

 

(八) 集水區養豬，飼養家畜、家禽(水利法

第 54-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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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高爾夫球瑒之興建或擴建(水保法第八

條) 

 

(十) 核能或其他能源之開發、放射性廢棄物

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 

 

(十一) 集水區內毒魚影響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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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新生成崩塌地 

  

(十三) 水利設施損壞(水利法第 54-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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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違規開發查報 

巡守志工隊在巡守區域內發現異

常現象，如污染水源、違規、傾倒廢土、

災情等，通報北水局駐守人員通知局內

相關人員一同前往，如發現違規與災情

事實，立即告知所屬機關，後續處理情

況會報巡守隊並納入績優記點之考

評。 

北水局駐守人員及北水局承辦人

員聯絡方式： 

北水局駐守人員分機 

(03)471-2001#602 鍾小姐 

北水局承辦人分機 

(03)471-2001#603 廖小姐 

台大水工所 

(02)3366-2609 邱博士 

通報及處置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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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際巡查作業管理、執行技巧 Q&A: 

◎管理 

(一)北水局 

Q:接獲志工通報案件時該如何處理? 

A:收到志工通報本計畫駐守人員後，通知局

內相關人員一同前往現場勘查，如發現違

規與災情事實，立即告知所屬機關(林班

地範圍通知林務局、山坡地範圍通知水保

局、原民地範圍通知原民會、省道範圍通

知公路局、其他除水域外區域通知鄉鎮公

所)，後續處理情況會報該志工隊，請志

工隊於後續巡查作業時持續追蹤處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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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掌握志工隊巡守作業次數、巡守路線

及重點違規樣態、地點? 

A:每月 10 日前將前月志工巡守記錄表彙整

成冊以月報形式存查，其內容有依通報疑

似違規案件畫成違規圖，巡查次數、路線

統計後以表格方式呈現，以利後續相關重

點違規地點 

(二)台大水工所 

Q:成立志工隊初期，如何讓志工隊員們了解

巡守作業及實際巡守時遭遇困難有何管

道可諮詢? 

A:依志願服務法第九條，志願服務單位應對

志工辦理基礎教育訓練及特殊教育訓練，

其中特殊教育訓練課程有巡守樣態、路線

規劃、巡守設備、儀器介紹及操作說明、

通報方法讓志工們有基本的概念，並於開

始執行巡守作業後，根據志工們每週上傳

的巡守記錄表及照片，由駐點人員電話連

繫了解是否有遇到任何問題並提供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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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Q:志工們巡守績效不彰該如何改善? 

A:志工們於完成巡守作業時皆會上傳巡守

記錄表及照片，故駐點人員可隨時掌握志

工目前巡守情形，若當週巡守次數較低時，

駐點人員會電話聯繫志工隊隊長，詢問是

否有遇到任何困難，並提供相關協助；定

期舉辦成效檢討會議，請志工們將問題、

困難提出，共同討論解決方法，另每隊志

工因巡守區域、志工人數等條件不同，所

以研擬最合適各小隊運作模式訂定小隊

規章。 

(三)志工隊隊長 

Q:如何編排志工們執行巡守作業時間?  

A1:志工隊人數較少:依志工隊人數編排小組，

統計志工們可參加的時間，訂定每周固定

巡守時間表。  

A2:志工隊人數較多:因中壢隊人數較多目前

分成 10小組、巡守範圍分成十條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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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半年輪換一次。 

Q:志工參與巡守作業次數過少? 

A:每兩個月舉辦一次檢討會議，組長以上幹

部須參加，會議中請各小組長提出於巡守

作業中所遭遇之問題，並檢討各小組巡守

次數，若次數過低請小組長提出說明，將

前兩個月巡守次數過少的志工名單予各

小組長，請小組長口頭輔導志工並了解原

因，以提供志工協助。 

◎執行 

(一)觀察 

Q:如何判斷溪流遭到汙染? 

A:水的顏色有異、臭味、岸邊植物或生物死

亡，不明臭味是否為垃圾或餿水或有刺鼻

味，是否只有特定一區的植物死亡或生長

不良，岩石土壤是否有被侵蝕或重金屬汙

染的痕跡，並檢查附近是否有暗管存在，

並多加留意是否有不明車輛在河岸旁逗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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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判斷是否違規? 

A:於志工加入時特殊教育訓練課程中即會

加強違規樣態的介紹，並請志工在工作手

冊上詳細記載之違規樣態外，發現任何異

樣皆須詳加拍照定位記錄，以利查證，每

年度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提升志工專

業知識。 

(二)記錄 

Q:如何清楚記錄? 

A:用 GPS定位違規地點座標亦可拍下附近

明顯地標，且使用相機拍下違規照片並將

詳細情形填寫於巡查記錄表上以利相關

單位進行後續查證。 

Q:如何蒐集證據? 

A:已發生之違規樣態先拍照、座標定位並通

報，若是進行中之違規行為，首先須注意

自身安全進行蒐證，拍下可疑人、事、物

並即刻通報相關單位。 

Q:如何兼顧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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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遇危險區域不可擅自進入，於安全範圍內

拍照記錄存證即可，執行巡守作業於山區

若遇天氣不佳，需特別注意易有落石、土

石流等情況發生，應立即停止巡守作業。 

Q:遇到蛇時該如何處理? 

A:由於大部分蛇不會主動向人類發起進攻，

所以如果遇到蛇要鎮靜，不要驚慌亂動，

這樣大多數蛇都會自己避開離去，在蛇密

度高的地區行走，最好手提一根長木棍，

邊走邊抽打周圍的草木，大多數蛇類聞聲

會很快離開，並且要穿長褲、穿靴、穿襪，

加強下肢的防護。 

Q:被蛇咬傷時該如何處理? 

A:不要倉慌逃走，而是要停下來，採取以下

措施： 

1、儘可能觀察並認清蛇的形狀、顏色及

其它可能的特徵，有助於診斷。 

2、移除肢體上可能束縛物，包括戒指、

手環等，以避免肢體腫脹後，使肢體



石門水庫巡守志工隊工作手冊 

- 27 - 

 

的傷害加重。 

3、患肢保持低於心臟之位置，以夾板或

護木固定患肢使其不能亂動。 

4、特別是神經毒蛇咬傷，儘快以具彈性

的衣料等，在心臟及傷口之間給予壓

迫性包紮，不要束太緊，須要容許手

指頭伸入的空間且維持血流暢通。 

5、儘速就醫是最重要的，行動電話或無

線電馬上呼叫最近的緊急醫療網及

119，可得到立即的救治。 

Q:遇到蜜蜂該如何處理? 

A:通常採集體攻擊，被攻擊時可以橫躺在地

面上不動，可減低其攻擊的情勢，而假如

附近有河川或者湖泊，潛入水中的效果是

最好的，請盡量避免塗擦香水或者穿著鮮

艷的服裝，就可以避免遭受攻擊。若真的

不幸被蜜蜂螫傷可先用尿液塗抹後，再盡

速送醫急救。 

Q:遇到熊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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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熊很少會主動攻擊人類，不過若是您表現

出驚恐的態度，反而會使牠誤認為要攻擊

牠，所以保持鎮靜才是自保的上上策，而

冬眠期前後的熊較具危險性，所以經過有

熊出沒的地方時，可以以大聲唱歌的方式

將牠嚇跑；另外，大家常說爬樹可以避開

熊的追擊是錯誤的，因為熊的身軀雖然龐

大，但是爬樹這項技能，人類可能還比不

上牠唷！ 

Q:遇到山豬該如何處理? 

A:山豬並不會主動攻擊人，不過如果遇到襲

擊時，可爬到樹上，越高越好，以免山豬

在樹下逗留不走，最切忌以逃跑來迴避，

因為山豬的腳程十分的快速，你絕對是跑

不過牠的！ 

Q:遇到野狗該如何處理? 

A:可用利用身邊可隨手拿到的棍子或者石

頭等嚇牠，另外大聲威嚇也有立即的效果，

不過如果被咬傷，得盡快將傷口血液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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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快速送醫急救，以防止感染到狂犬病。 

(三)通報 

Q:發現違規情事處理辦法? 

A:巡守志工隊在執行巡守作業時發現異常

現象，如污染水源、違規、傾倒廢土、災

情等，若疑似違法之行為人正在進行違法

行為時，即刻通報派出所並通報本計畫駐

點人員後，由駐點人員通知局內相關人員

一同前往；若違法行為已發生，則將違法

行為拍照並將違規事項、地點及時間詳細

記錄於巡守記錄表後上傳，由駐點人員通

報局內相關人員處理。 

十、查核點 

依據自辦計畫及志工通報案件中，

整理出十個查核點分別為霞雲、溪口台、

爺亨、角板山、長興、詩朗、巴陵、義

興、雪霧鬧及羅馬公路，請志工們於每

次巡查時於查核點拍照定位並紀錄詳

填該查核點之巡查狀況，以達減少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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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發生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