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廣場

他山之石—中區水資源局湖山水庫參訪活動業務簡介
劉 松 烈 、陳 憲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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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湖山大壩工務所 副工程司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湖山大壩工務所 工程員

前言
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奉行政院於民國

社區型水庫等 4 大特色，截至目前為止已

90 年元月核定實施，預計民國 103 年完

陸續發包施作，整體進度亦達約 57％，為

工，計畫位置為雲林縣斗六市、古坑鄉及

國內唯一正在興建中之水庫工程。

南投縣竹山鎮範圍內，水庫容量約 5,300

因此，興建中之湖山水庫實為土木及

萬立方公尺，工程計有水庫工程(大壩工

水利界之水利工程觀摩良好之實務教育訓

程、取出水工、溢洪道)、引水工程(攔河

練場所，無論是產、官或學各專家學者均

堰及引水路)、配合工程(下游河道整治、

視為湖山水庫為一工程與勞安、環保及生

聯外道路及輸水管路)以及生態保育措施。

態保育結合之良好典範，截至目前為止本

本工程計有結合工程與生態共存、大

局已接待近百場參觀活動，茲將本局湖山

壩工程填方量全國之冠、首座採用塑性混

水庫參訪活動業務措施作一概述並舉數參

凝土截水牆於壩基處理以及與地方結合之

訪案例介紹。

標準流程概述
為執行湖山水庫參訪活動業務，本局
品管課湖山水庫工務所特制訂標準作業流
程供參，詳如下圖所示，並一一陳述如右：
一、欲參訪單位申請
一般而言，本局湖山水庫參訪活動可分
為個人申請及團體申請兩項，分述如下：
(一)個人申請：
1.申請人規定
每次申請人數最多 30 人，最少 5 人。
(申請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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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間規定
(1)受理時間：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為 13 時 30
分至 17 時。
(2)參訪時間：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下午
14 時至 16 時。例假日(週六)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國定假日、
連假不辦理)。
3.參訪地點(如下圖所示)
(1)湖山總工務所生態展覽教育中心會
議室(定點簡報)。
(2)植物保存區及週邊(生態類)。
(3)湖南壩參觀台(工程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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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請方式與回復
(1)預定參訪日前 2 日(不含例假日) 於
受理時間內向本局湖山水庫總工務
所提出。

(5)參訪期間遇臨時天候狀況不佳，應
遵從本局人員指示離開。
(6)參訪人員請自行酌量投保意外險。
(二)團體申請：

(2)申請人填具湖山水庫工區參訪申請

機關學校或學術團體之參訪需另以公

表(如附表，含附所有人員名冊)以

函專案申請，惟接獲欲參訪單位來文時需

傳真或網路或親送湖山水庫總工務

確認以下事項(即確認 5W1H1T，who 何人、

所提出申請；資料不全者不予受理。

when 何時、where 何地、why 為何要來、

(3)本局湖山水庫總工務所：

what 什麼、how 如何來及 time 停留時間)，

地址：雲林縣 64061 斗六市湖山里

若未於來文中敘明，需電洽欲參訪單位聯

檨仔坑路 43-7 號

絡人。

電話：(05) 557-4851

1.參訪日期、參訪對象及人數（when 何時

傳真：(05) 557-4774

及 who 何人？）

(4)參訪申請之回復一律以電話通知。

確認本事項是因對象之不同而需提早

(5)本局保留參訪申請同意與否之權

準備簡報資料，另人數之多寡影響是否

利，視同一時段申請案總人數、天
候狀態、現場施工、生態保育作業

需分組進行及提早安排講師。
2. 參 訪 對 象 從 哪 裡 來 (where 北 上 或 南

狀況及工區安全性審酌之，必要時

下？)

得變更參訪時間。

因湖山水庫位處雲林縣斗六市梅林及

5.本局提供之服務
提供人員解說、簡報影片與文宣資料。
6.注意事項
(1)參訪人員之車輛不得進入工區。
(2)參訪人員應於參訪當日 9 時 30 分

湖山里間，一般參訪團體均未到過本
地，故需提早詢問參訪對象從何處來，
以利函文時提供相關路線圖。
3.為何要來參訪及如何來(why 基於業務
需求或課程需要?how 交通工具為小客

(上午時段者)或 14 時(下午時段者)

車或遊覽車？)

在湖山水庫總工務所前集合完畢。

某些機關團體基於本身為工程單位，又

(3)工區內重型機械載具出入頻繁，地

或學校課程案例分析需工程參觀，例如

形多變，參訪人員不得自行進入，

國營事業單位、或逢甲大學水利系參訪

以維安全。

均為以湖山水庫工程作為「他山之石」

(4)參訪人員於參訪過程不得攜入及攜
出任何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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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則僅能至植物保存區參觀而無法至

中、小學則需以簡易水資源宣導為主題

庫區內參觀水庫工程。

循序漸進介紹本湖山水庫工程。

4.欲參訪重點為何(what 參觀什麼？工程

5.欲停留時間(time 半天或一天時間?若

施作、勞安環保、生態保育或水資源宣

為半天是上午或下午時間？)

導？)

確認本事項主要是因若欲參訪對象為

本項與欲參訪對象有關，一般而言，工

上午到達，必經過中午時間，需電洽承

程單位或本科系之學校團體均欲參觀

辦人確認是否需代購餐盒，若時間為下

大壩工程施作事宜；某些民間團體如勞

午則無此需求；另若為一天時間則務必

安促進會則對本工程之勞安措施感興

詢問是否代購餐盒又或者介紹本地臨

趣；若為學校環境工程系或司法官研習

近餐廳供參考。

等均想對生態保育措施瞭解；另有關國

二、依來函排定預定行程
依據欲參訪團體來函排定預定行程
表，於行程表內記載時間、預定行程(簡報

植物保存區或參觀台)及本局聯絡人(承辦
人姓名及聯絡電話)等，範例如下。

及現地導覽)、參觀地點(簡報室、模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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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函覆欲參訪單位
以稿代簽(含行程表及交通路線圖)函覆欲參訪對象。範例如下：

四、簡報製作

行規劃、設計內容作簡述說明，並可

本局湖山工務所歷經多次參訪接待，

以已完成之水庫為例進行材料、機具

已將簡報分為上級機關長官視察版、專業

及施工流程及施工檢驗介紹，若能說

人員(含碩博士)版、大學部本科系(土木或

明本局主辦機關及監造單位執行水

水利)版、大學部非本科系(其他非土木水

利署第二級品管相關品質保證及品

利)版及一般民眾(含國中、小學)版，分述

質管理更可達到宣導效果。

如下：
(一)上級機關長官視察版

本版本僅需以簡單施工流程作介

本項可簡單區分局內或水利署長官

紹，並輔以照片簡要說明材料及機具

視察版及經濟部或其他單位長官訪

之功能及能量，最後以完工營運之願

視版，前者為土木水利背景專業長

景為主題扼要說明。

官，關心重點為施工品質及進度，故

(四)大學部非本科系(其他非土木水利)版

需簡報工程總進度及各分項工程進

由於非本科系參訪重點並非著墨於

度，並以圖表內容表示，後者較非水

工程，可以最簡單照片或動畫說明施

利專業人士，僅需以照片配合比較性

工過程，可將重點放在工程之特色，

質或動畫呈現即可。

如生態保育措施或社區型水庫等特

(二)專業人員(含碩博士)版
需詳列施工及檢驗過程，並以本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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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或國中小學生對於水庫工

協助解說生態保育措施則需事先通知且需

程均無相當概念，此時，需先以台灣

告知欲協助事項，除此之外，當日需準備

地理環境為前提說明為何需興建水

事項如下：

庫及各地水庫介紹，及台灣水庫之最

(一)準備相關器材設備並填寫查對表

為主軸，並搭配有獎徵答，可讓民眾

器材準備計有擴音器及麥克風設備

或小學生更貼近及清楚湖山水庫。

(務必充電)、雷射筆、相機、指揮棒、

五、參訪當日應行事項

簡報播放器，若為上級長官視察另需

參訪當日前夕需告知主持人(可能為

準備本工程之平面圖、斷面圖或其他

局長、副局長、主任工程司、課長或主任)

相關進度資料，最後務必填寫查對表

日期、時間及相關流程，若需生態總顧問

確認。

擴

音

設

備

組

簡 報 播 放 設 備

(二)請工務所小姐協助

風正常可用，另外需視需要開始湖山

協助項目為提早半小時開啟會議室

水庫模型教室，最後將反光背心及安

及準備茶水、將投影設備測試簡報資

全工地帽放置桌上以利至工區人員

料、會議室音響設備開始並確認麥克

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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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至會議室準備

投

影

布

幕

投影機1
投影機2

會 議 室 音 響 中 控

提 醒 來 賓 安 全 帽 位 置

反 光 背 心 置 於 櫃 台 上

(三)預留公務車輛
因引領參訪團體至工區需有前導

一來必能清楚的宣傳湖山水庫的行

車，故需事先預留並應清洗車輛。

銷特色。

(四)拍照

六、參訪結束填寫活動紀錄表

以往水庫興建過程中，長官視察或參

每次參訪活動結束後，參訪小組成員

訪因攝錄影器材不普及，往往「船過

於當日下班前填寫活動概況，包含人、事、

水無痕」未留下任何可紀念之文件資

時、地、物約 250 字以內並附上 4 張照片，

料，實為相當惋惜之事，故本局從湖

經主辦人員及主任核章後由承辦人留存乙

山水庫起以身作則每次參訪或視察

份。

必請接待小組成員從各種角度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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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佈最新消息

照片、大事紀要、常見問答、影音文宣宣

本局所轄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因生態保

導活動、執行進度及參觀申請等資料，活

育措施特別請生態總顧問架設專屬網站，

動結束後需於後台上傳最新消息，內容需

其網址為 http://www3.wracb.gov.tw/，內容

250 字以內，並可上傳照片 10 張(需調整

包含最新消息、工地剪影、計畫說明、工

像數 800*600；剪裁成 325：215)。

程內容、生態保育、相關報告下載、施工

八、活動紀錄表歸檔

E13 參訪活動紀錄表，內容需包含活動紀

本項亦將定義為查核文件之一，本局

錄表、參訪單位來文或個人申請表、本局

監造單位湖山大壩工務所特別將參訪活動

函覆文及附件(預定行程表及路線圖)等內

紀錄訂為工程稽核類 E 類中第 13 項，即

容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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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或視察案例：
(一)經濟部施顏祥部長至本局湖山水庫計畫梅南橋通車典禮剪綵(99.02.07)
湖山水庫工程計畫下游河道（梅林溪）
靠近梅林社區之「梅南橋為斗六市與古坑

堅固又美觀之橋樑，對當地環境具有美化
功能。

鄉社區」重要聯絡橋樑之一，原橋興建於

通車典禮當日由經濟部施顏祥部長親

民國 66 年橋齡已屆 31 年，其下部結構為

自至現場主持剪彩，本署署長、本縣縣長、

直接基礎，97 年 7 月 18 日卡玫基颱風災

中央民代及梅南橋兩端村、里民熱烈參

害造成梅南橋毀壞當時 97 年 7 月 19 日蒙

予，典禮於上午吉時先行舉行祭拜儀式，

總統及前行政院長南下勘災，要求配合地

由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謝局長世傑

方需求剋期修建完成，改建後之梅南橋，

主祭，剪彩前由四村、里各派一隊陣頭有

橋長 115m，橋型中段為鋼拱橋構造並新建

陣頭、花鼓陣、國樂團及開路鼓熱場並於

護岸長 159m 保護新橋兩岸基礎，可算一座

上午 11 時舉行剪彩通車儀式，正式通車。

(二)經濟部國營事業單位參訪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及生態保育措施(99.03.15)
經濟部國營會於 99 年 3 月 15 日率領

植物現地及移地保育措施，其間並由南華

國營事業單位包含中油、台電、自來水公

大學教授講解特稀有植物(圓葉布勒德

司、漢翔……等公司主管參訪本局湖山水

藤、岩生秋海棠)，之後至湖南壩臨時參觀

庫工程計畫及其生態保育措施，本局由江

台由劉松烈主任解說大壩施工事宜，最後

副局長明郎、汪課長平洋、大壩劉松烈主

回到會議室意見交流，行程及解說相當豐

任等人接待，上午先由品管課汪課長簡報

富讓國營事業單位主管受益良多，讚賞本

整體湖山水庫計畫及生態保育措施，中午

局湖山水庫計畫為模範工地，國營事業單

用餐時並播放本局所執行生態保育措施影

位至本局取經後，相信未來工程勢必青出

片，下午先至植物保存區、人工濕地參觀

於藍勝於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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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山水庫工程計畫環評監督小組 99 年度第 1 次現地監督查核(99.03.29)
環保署環評監督小組於 99 年 3 月 29

局由江副局長率相關人員及廠商代表列

日上午 9 時 30 分由督察總隊施科長勝鈞率

席。當日查核過程首先由本局湖山大壩工

隊至湖山水庫工施進行湖山水庫工程計畫

務所劉主任松烈進行整體計畫之簡報說

現地監督查核，出席之委員、學者專家及

明，接著分別生態顧問公司專案報告八色

單位代表計有李委員錦地、林教授惠貞、

鳥調查研究之結果及監測單位說明施工環

白教授子易、程教授淑芬、農委會特有生

境執行結果，隨後進行開發場現勘查核及

物中心研究保育中心、中央地質調查所、

室內書面資料審查，最後進行綜合套討

中區環境督察大隊、雲林縣環保局等，本

論，並於下午 1 時 10 分圓滿結束。

(四)雲林縣議會暨雲林縣政府訪視本局湖山水庫工程計畫(99.06.08)
雲林縣議會暨縣政府於 99 年 6 月 8

先由汪課長對湖山整體計畫及議員關切議

日上午 10 時由資深議員王清貴及水利處

題、地方民眾陳情事宜說明後，隨後針對

長帶隊約 50 人至本局湖山工務所訪視湖

各議員及地方民眾關心議題由邱主工說

山水庫工程計畫，包括雲林地區新聞記者

明，若有無法解決之事宜亦將提報上級機

亦全員到齊，本局由邱主任工程司忠川、

關處理，在模型室中汪課長針對湖山水庫

品管課汪平洋課長及劉松烈主任接待，首

各設施進行說明，讓在場議員及縣府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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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本局推動湖山水庫之精髓，最後至湖

填築之嚴謹性及安全性後，於參觀台上合

南壩參觀台由邱主工說明壩體填築之概

影留念留下完美的訪查行程。

況，讓在場議員及縣府一級主管瞭解壩體

(五)各媒體記者暨水利署長官參訪本局湖山水庫工程(99.07.20)
水利署吳副署長約西帶領媒體記者進

隨後說明水利署推動各項水利建設之理念

行中南部水利建設參訪活動，於 99 年 7

及效益，並藉由溝通協調化解阻力以發展

月 20 日到達本局湖山水庫，謝局長世傑率

水利事業。簡報結束後，劉主任於模型室

領工務所同仁接待，吳副署長簡單致詞

進行人文生態作品、大壩施工機具及水庫

後，謝局長接著向記者概述湖山水庫整體

模型介紹，使初次接觸水庫的記者朋友，

工程，緊接著由大壩工務所劉松烈主任進

瞭解何謂社區型水庫並建構湖山水庫之雛

行湖山水庫簡報，向媒體朋友講解大壩施

型。當然，只有親自走一趟湖山水庫施工

工過程、動植物保育措施與湖山水庫獨具

現場，才能真正體驗湖山水庫壯觀的一

之特色，劉主任簡報結束後，吳副署長以

面，到達現場後，劉主任實地講解湖南壩

湖山水庫為切入點進行總結，向媒體朋友

施工現況，並由吳副署長與謝局長為媒體

敘說興建一座水庫大約需 20 年時間及推

朋友解惑，使湖山水庫之美更加清晰，讓

動湖山水庫之困難重重，截至目前為止已

媒體朋友瞭解湖山計畫是一種隨時代進步

達和平相處、創造雙贏狀態，現今最重要

的新型態水庫。

的是水資源人才的培育與技術根留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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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特生中心舉辦 2010 湖山水庫夏令營之「梅林國小」參訪(99.08.12)
本局與特有生物保育中心聯合舉辦之

特色暨用水標的，使大小朋友對於水庫之

2010 年湖山水庫水資源保育小尖兵夏令

運用有初步概念；接著講述湖山水庫工程

營活動第三梯次，於 8 月 12 日上午 9 點於

計畫之興建目的及效益，使居住於梅林社

湖山水庫舉行，本次參加夏令營活動的成

區之保育尖兵清楚湖山水庫對於雲林縣水

員為梅林國小的三十餘位大小朋友，從國

資源供應之重要，揭開外界不明瞭湖山水

小三年級到七十多歲的梅林社區耆老皆是

庫之迷思；最後，陳工程員為使大小朋友

本次保育尖兵。特生中心率領大小朋友們

更加珍惜水資源，親自表演水利署「水之

於湖山工務所生態教室聽取本局專業人員

歌」帶動唱，活潑又生活化之歌詞內容，

簡報，本次簡報由品管課陳憲儀工程員主

使小朋友節水觀念根深蒂固，時刻不忘水

講「認識水庫與水資源」
，陳工程員為使大

資源之重要。湖山水庫夏令營之重頭戲當

小朋友們皆能對水庫與水資源有進一步暸

然就是現地參觀湖山水庫，在親身見證壯

解，首先講述水利署所屬各機關對於水資

觀的水庫工程後，必定使保育尖兵們難忘

源之執掌，再說明台灣為何需興建水庫為

水資源建設之艱辛過程，爾後當更加愛惜

前提，繼而舉出國內多處大小水庫建設之

水資源。

(七)司法研習所第 3 期法官新思維研習會(水資源專題)湖山水庫實地教學(99.08.05)
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辦理「99 年第

關同仁接待，活動於上午 9 時 40 分在湖山

3 期法官新思維研習會(水資源專題)」
，於

水庫總工務所會議室開始。活動首先由田

99 年 8 月 5 日上午由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林

主秘致詞歡迎，隨後由本局品管課汪課長

庭長正雄率隊至本局湖山水庫工地進行實

進行「興建水庫與生態保育間之衝突與調

地教學參訪，參與研習人員為一、二審庭

和」之專題簡報，接著進行意見交流，經

長及法官共約 40 人，為表重視經濟部水利

由田主秘及謝局長就水庫與河川清淤、水

署由田主任秘書巧玲及賴組長建信陪同參

資源開發成本、水資源政策、中部地區水

加，本局由謝局長世傑親率江副局長及相

資源規劃利用與調配等相關議題詳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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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相信與會的庭長與法官們已有更進一

物保育措施，藉由此次司法人員實地參訪

步的了解。隨後全體人員即前往戶外實地

後，相信對於本局執行湖山水庫工程計

觀摩湖山水庫生態保育措施執行情形，沿

畫，在工程開發與生態保育兼顧並重的努

途由本局生態人員詳細解說，內容包括：

力，應該會有更多人給予肯定與鼓勵，本

生態圍籬、生物逃出設施、植物保存區、

次活動於中午 12 點 10 分圓滿結束。

稀特有植物現地保育及復育等各項動、植

(七) 總統親臨本局湖山水庫工區視察(100.04.17)
馬總統為關心本工程計畫執行概

團隊本誠譽履約、克服空間使用及

況，特於昨(17)日下午 3 時許親臨

土方量體上的種種困難多有讚許

工區視察，並聽取楊署長就雲林地

外，並期勉本團隊能持續精進、確

區水資源利用與地層下陷防治對

保湖山水庫於民國 103 年底前完

策及湖山水庫工程執行現況簡

工。

報，簡報後總統除了對本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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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水資源開發之同時，必定與地方民

來至水庫完工仍有數年時間，相信未來亦

眾、民間團體、機關學校甚至媒體記者牽

能精益求精，也希冀大眾能於湖山水庫參

連在一起，如何在一個國家重大工程建設

訪之同時給予正面的鼓勵及鞭策，最後期

中讓大眾瞭解並解惑實為重要之議題，本

許湖山水庫工程計畫於未來 3 年多推動順

局自從湖山水庫動工以來已經歷數十場參

利，也歡迎各界團體能至貴地給予批評指

訪活動，亦留下許多紀錄及照片，也同時

教。

於湖山水庫計畫專屬網站中公開資訊，未

參考資料：
1.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專屬網站(http://www3.wracb.gov.tw/)。
2.湖山水庫大壩工務所智能補充教育訓練簡報資料。
3.中區水資源局－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全球資訊網-功能新增系統操作手冊。
收稿：100 年 5 月 2 日
修改：100 年 5 月 6 日
接受：100 年 5 月 11 日

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