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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名稱： 

台灣淺山平原地下水地表水調查及志工行動計畫(第二年) 

 

二、 計畫目的：    

    台灣淺山平原地下水地表水都是重要的民生及灌溉水源，不過近年來卻面

臨廢棄物掩埋場設置威脅，多個開發案東山永揚、龍崎歐欣及馬頭山富駿案，

皆於環評書涉嫌偽造沒有地下水，環評通過後隨之遭受地方民眾及環團抗議反

對，耗費鉅額社會成本。推究原因，政府沒有好好調查淺山平原水源(地下水地

表水)安全，且飲用水源汙染後，常加藥劑處理及訂定寬鬆標準，造成灌溉用水

汙染，農民只能自求多福。 

    為保護珍貴水資源，本計畫藉由調查淺山平原水源安全及培訓調查志工，

第一階段進行包括台南、高雄、屏東、彰化、雲林、台北等地區，水源區的監

測與安全管理監督，成效有馬頭山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及龍崎區歐欣案已停止開

發，本會乘勝追擊提出第二年計畫，透過資料收集、實地檢測水質、水位量測

等方式，持續累積水位水質監測資料，作為阻擋垃圾掩埋場不當設置的依據。

另外又辦理專題講座、家戶用水水質檢測 DIY 活動，讓更多民眾關心生活用水

來源、了解台灣水資源問題現況。期望呼籲政府重視淺山及平原的水源水質安

全並加強管理監督檢測水源水質。 

 

 



三、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簡介 

（一） 成立起源 

     有感於水資源污染日益嚴重，水資源保育益發重要，結合各地環保人士，

於 2014年 3月正式成立「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為台灣水資源保育盡一份心

力。 

（二） 宗旨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結合關心水資源保育之各界

人士及團體，推展水資源保育運動，以維護水資源安全及品質，進而建立良好

的生態環境，保障個人神聖的生存權利為宗旨。 

（三） 具體行動與工作簡表 

時間 行動與工作 

2014年～至今 關心水源保育相關修法案 

2014年～至今 守護水庫集水區反對水土保持法修正案 

2014年～至今 長期檢測及測量地下水井水位 

2014年～至今 守護自來水保護區，反對不當開發汙染飲用水源 

2014年～至今 確保國家永續發展，匡正全國區域計畫及各縣市區

域計畫（全國國土計畫及各縣市國土計畫） 

2015年～至今 反對馬頭山設置事業廢棄物掩埋場 

2016年～至今 搶救水資源，反對龍崎歐欣事業廢棄物掩埋場 

2017年～至今 參與湖山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案多次環評會議 



2018 年～至今 參與全國水庫集水區水源保護總體檢計畫會議 

2019年～至今 守護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加強監測周邊地下水水質問

題 

2020年～至今 關心雲林縣永光、斗南第一水源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解編廢止問題 

2021年～至今 參與劉厝排水(七股溪)污水整治案及反坤輿事業廢

棄物掩埋場污染南瓜王國(龍昇村)灌溉水質案 

2022年～至今 參與白河區馬稠後里在河川地建設大型養豬場，汙

染水源案 

（四） 網站： 

http://www.twwpu.org.tw/ 

 

四、主辦及協辦單位 

（一）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二） 協辦單位：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南市環境保護聯盟、荒

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草山生態文史聯盟、反歐欣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聯盟、

台南市社區大學研究發展學會、反馬頭山掩埋場自救會、雲林縣環境保護聯

盟、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要健康婆婆爸爸媽媽團彰化團/高雄團/台北

團/中部團 

（三） 贊助單位：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南分社公益金贊助活動 

 

五、參與對象： 

   全台灣關心水資源保育的民眾、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社員及志工。 

http://www.twwpu.org.tw/


六、活動執行成果 

(一)、記者會活動 

1.場次一 

(1)主題：應修法讓水土保持計畫資訊公開上網審查也應有公民參與 

(2)時間：2020年 04月 07日 

(3)地點：立法院中興樓 102室 

(4)內容：請政府落實水土保持計畫書的審查資料應公開，審查也讓公民參與。

針對水土保持計畫未公開審查一事質詢農委會陳吉仲主委，陳主委當場承諾，未

來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開發案，水土保持計畫審查也會公開。這是一個很重

要的突破，只要水土保持公開審查、並納入公民參與，就不會再發生水保計畫審

查錯誤的亂相。 

    唯獨農委會主管的水土保持計畫審議，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納入公民參與機

制，導致審查品質良莠不齊、甚至出現錯誤。但水土保持涉及山坡地或森林區開

發的環境風險，一旦發生水土災難，也會危及周遭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因此，

請農委會盡速比照環保署、內政部，訂定水土保持計畫審查的公民參與機制，農

委會亦可先公布水保計畫資料並上網。 

    高雄旗山 28.74公頃的馬頭山掩埋場開發案，前幾年水土保持計畫審查過程

中，當地民眾無法參與也無法取得相關資訊。環評中有監測井未開篩引發極大爭

議。業者在環說書中多處記載，場址沒有常態性的地下水，經自救會契而不捨的

追查，才發現業者鑽的地下水觀測井有多口未開篩，導致即使有地下水也量不到



水位。地下水資訊不正確，相對也影響邊坡穩定分析，一旦發生水土災難，將會

危及二仁溪下游 2000公頃糧倉及周遭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呼籲農委會對於水

土保持計畫審議，應將審查資訊公開並納入公民共同參與機制。水土保持計畫審

議，關係到當地居民權益及安全，卻被摒除在外，呼籲要改進。     

    當馬頭山掩埋場開發案審議水土保持計畫時，當地居民強烈要求，參與會

議，列席發表意見，並要求提供水土保持計劃書，均遭到拒絕。水土保持計劃，

由開發廠商提供，計畫內容往往避重就輕，開放對當地環境最了解的居民參與，

正可以補足資料不足的部分，讓審議委員有足夠的資料來審議。且在審議過程，

充分討論溝通、取得共識，可以省掉未來因反對、甚至抗爭等不必要的浪費與社

會成本，能創造多贏，應該要改進！ 

    呼籲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應該要公諸於民，這是人民「知」的權利，國家重大

建設的各個階段與步驟在執行時應該要步步到位，也不會引起民怨。高鐵的建設

有按部就班的執行嗎? 在桃園蘆竹段的高鐵是走隧道的，在座的各位應該都坐過

這一段高鐵。事實上這段不全部是隧道，除了龜山一小段約 1公里左右和出蘆竹

營盤到青埔是高架外，其餘才是走隧道，也就是開山挖鐵路。 挖隧道的結果讓

蘆竹山鼻子的地下水喪失了一半，讓當地的農民無水可耕作只好休耕，這是剝奪

農民的生計讓良田變荒地，原先高鐵承諾賠償之事至今尚無下文。幸好那邊的山

勢不高，才不至於發生像如小林村的悲慘事故。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網站有關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作業要點審查小組組成

有召集人、學者專家、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就是無設置公民參與席位。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記者會現場，環團呼籲公部門重視水資源 

而都市計畫山坡地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召集專家學者、建築、都市計畫、地

政、水土保持、環境保護、衛生下水道等主管機關、自來水及電力機構共同組成

審查小組，完全沒讓公民參與，此水土保持計畫書審查可能造成民怨與訴訟，許

多案例就是審查內容涉及不實而對簿公堂的比比皆是。因此要求會議內容現在就

公開透明，行政命令就可公開，並且讓公民參與。 

(5)記者會照片 

2.場次二 

(1)主題：防止掩埋場汙染失控應建置環境監測系統並立即啟動補救措施        

(2)時間：2020年 08月 25日 

(3)地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門口 

(4)內容：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居於廢棄物掩埋場長期未建立環境監

測系統，導致無法確知掩埋場是否因建置選址錯誤或設備老化，造成滲透水而污

染地下水，甚至污染了周邊土地，故不應只測地下水砷、鎘、鉻、銅、鉛、汞、

 
記者會上環團代表說明當地不當開發造成水資源汙染  



鎳、鋅等，應該加測土壤中的鋇、鍶、鋯、釷等。 

<1>、廢棄物掩埋場應建置環境監測系統，以避免長年下來掩埋場滲水汙染地下

水，更禍及飲用水。 

<2>、「一般廢棄物回收清理處理辦法」第三十條與第三十一條中，首度將地下水

質監測項目納入使用中的掩埋場管理機制，但未能保留原條文中對於「汙染超標

者」所因應的「補救措施」，要求要保留，更要執行機關發現超標後儘速提出「補

救計畫」，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後執行，才能讓監測機制最終能達到保護水源的

效果。掩埋場封閉後應每季監測並拉長時間 更應包括封閉已久之舊掩埋場 

<3>、第三十二條之二，針對封閉後的掩埋場，環境監測應該要能更頻繁且持續

更久，因地下水位會因豐枯水期而時高時低，因此應每季檢測一次，且至少持續

十年後，再經持續監測且連續三年符合規定，才能安心終止監測，以確保掩埋場

在當初設置不佳或後續外力造成的滲水問題，在時間累積下惡化，還能透過長期

監測來掌握。 

    此外，針對封閉已久的掩埋場，累積至目前為止即有兩百多場，經過時間摧

殘，難道不會更需要基礎監測來確認有無汙染環境之虞嗎?一般廢棄物掩埋場多

為公有，即使此次修法前已封閉的舊掩埋場，也需要建立監測機制，並即刻採取

補救措施。為避免一般廢棄物再利用有環境汙染之虞，應訂立再利用產品合格認

定規範 

<4>、第三十四條，明定一般廢棄物之再利用及再利用之貯存及清除方式，應先

明定一般廢棄物「再利用產品合格認定規範」(用於事業廢棄物與有毒事業廢棄



 
防止掩埋場失控監督會議現場記者會 

物亦同理)，也就是此條第二項提及之「有汙染環境之虞」者，即應定義為「廢

棄物」，而非「再利用產品」，以防止執行機關不慎或意圖以「再利用產品」營利

卻汙染環境。 

(5)記者會照片 

 

3.場次三 

(1)主題：台南沿海種電案，砍樹種電橫柴入灶七股潟湖不是死地，小蝦米來申 

         冤 

(2)時間：2020年 11月 24日 

(3)地點：立法院中興樓 102室 

(4)內容：關於台南沿海種電案，出現亂章了！即將由台灣地圖上消失的七股潟

湖，周邊居民自救宛如小蝦米，無人理會。因此只好環團北上來訴求:我們贊成

以綠電替代核電。但不合程序、不尊重鄉親意見、不重視環境生態，不理會環保

 

廢棄物掩埋場監測未設置會議現場 



團體，還以欺騙手法隱瞞鄉親，然後又違法施工…，已經失去綠電的意義。以北

門蘆竹溝為例，市府 5月份承諾生態熱區暫緩施工，業者卻於 6月把大卡車＆怪

手開進去大肆整地開挖；又以地層下陷區＆無法耕作為由，准予種電…。 

    然而地層下陷區在急水溪南側非將軍溪畔；且養蚵 魚塭養殖為當地居民之

命脈，養蚵需要健康的藻類與浮游生物；但業者粗暴的工程擾動，將導致水中濁

度飆升，又因無法光合作用，溶氧降低，水中藻類＆浮游生物將無法生存，使蚵

苗斷失營養鹽而瘦癟死亡，養蚵業者亦將斷失生計，養殖漁業亦同。 

    且該村週遭為生態熱區，無數國際級鳥種在此棲息覓食，與當地的斜陽夕

日、居民、歷史、人文、文化融為一體，如此珍貴的自然景觀，市府竟然不予重

視！ 

    而七股偷偷砍樹種電案，亦是如出一轍。七股平地造林已經 18年以上，鹽

分地帶種樹，除了可供生物棲息，又能阻擋東北季風與強烈吹沙而改善空氣品

質；有效固碳，一公頃闊葉林一天可以固碳 1千公斤，而且利於水土保持，改善

土壤品質，她們默默為七股貢獻 20年，結局竟遭【格殺勿論】…。 

    爭議性的重大工程，又牽涉生態議題或生態熱區，理當做好生態檢核；如果

與當地居民意見嚴重相左，請做好社會檢核，為何市府什麼都不做，卻硬要橫柴

入灶？ 

綜合以下訴求: 

<1>以綠電替代核電也須程序符合，不該忽視鄉親意見，不重視環境生態。 

<2>承諾生態熱區暫緩施工，任由業者欺騙隱瞞鄉親，然後又違法施工。 



<3>地層下陷區＆無法耕作為由，准予種電（此為區域亂套），因為地層下陷區在

急水溪南側非將軍溪畔。 

<4>養蚵、魚塭養殖受擾動，蚵苗死亡，蚵農、養殖漁業斷失生計。 

<5>國際級鳥種覓食區將消失。 

    包括北門區的施工非常粗糙，七股的樹無論是人工造林或自然生長的紅樹林

都非常珍貴，不容許砍樹來種電，四孔碼頭的防風林木麻黃幾十年形成的，八八

風災一夕不見了，廢置的氣象站延伸到潟湖的中央大道形成一座高大的沙丘，國

聖燈塔三次更換地點，可見人工防風林和紅樹林多七股防止沙漠化和滯洪的作用

多大，路旁邊的生態非常完整，招潮蟹滿坑滿谷七股濕地就是天然的滯洪地區，

絕對不能填地墊高，否則農漁牧牡蠣養殖和水鳥棲息地都成了大問題， 

    七股的綠蔭比其他地區形成更不易，怎麼容忍砍樹種電！用生態工法，考慮

重視七股濕地綠化護水排洪的功能，才能施做任何工程，我們不是反對綠電，但

是不能打著種電之名漠視沿海地區養殖漁撈耕作排洪蓄水觀光功能，事關國土保

安。 

    綠能發展政策是台灣永續發展的根本。但是因缺乏相關配套，就有可能造成

反效果。我們可以看到至今已經產生了各種矛盾衝突，良田被取代，危及農漁民

生產工具，生態系統和生活其中的動物也受影響。我國土地資源有限，面對 2025 

年的再生能源目標，各縣市勢必持續加碼設立光電場，在發展同時，也要顧及自

然環境，乃至社會環境的衝擊。 

    台糖造林地、鹽灘濕地都被規畫作為種電使用，但是缺乏尚未的面區位調查



 

台南沿海種電，砍樹種電危害魚塭養殖，邀請公部門來說明現

況記者會 

         

及空間引導，透過環境與社會檢核，整合生態與社會環境因素考量，做好重大環

境與社會議題快篩及調查，引導業者到爭議較小的區域，並納入民眾參與，找到

有利生態保育及區域發展的共識。   

    尤其是七股台糖地造林地，在充滿鹽分的地方好不如容易長成的樹林，開發

單位在還沒有取得所有的許可之前就開始砍樹施工，就是一個很負面的案例，我

認為這個負面的案例，政府應該要考慮禁止該案場售電作為懲處。避免開發商進

行這種不重視環境社會檢核，投機的開發方式。   

    為了讓綠能發展更穩健，建議我國光電發展應加速屋頂或是農村地區非農業

用地來發展再生能源，發展農電共生模式，促進農業生產與農村發展。減少開發

森林或是濕地。 

(5)記者會照片 

 

4.場次四 

(1)主題：缺水是糧食、國安大問題工業如何共體時艱？民生發揮節水了嗎？替 

         代水源在何處？ 

 

記者會上黃安調理事長說明七股溼地種電對生態影響

詢問公部門是否有評估相關報告 



 (2)時間：2020 年 11 月 24 日 

 (3)地點：立法院中興樓 102室 

 (4)內容：抗旱防澇已是極端氣候變化不可避免的大功課，缺水時農民何辜？總

是當砲灰，民生用水誰能落實節水教育？工業是否共體時艱，改善設備？農業如

何更智慧供水？政府如何開源尋找替代水源？ 

    近年來颱風侵台機率大減，台灣也因此減少很多風災影響，但俗語說「有一

好沒兩好」，少了風災，結果我們水情也拉警報，最直接衝擊的就是農業，10月

農糧署就宣布桃竹苗的二期稻作暫停灌溉，而目前嘉南一期稻作恐怕也將停灌，

對農民生計將產生重大衝擊。 

    根據 ESI環境可持續指數（Environment Sustainable Index）評比，台灣

是全球 146個國家中第 18位缺水國家，如同撒哈拉地區的國家一樣險峻。 

因此台灣水資源的調配就非常的重要，依據「水利法」第 18條所定，用水標的

之順序應是：<1>、家用及公共給水。<2>、農業用水。<3>、水力用水。<4>、工

業用水。<5>、水運。<6>、其他用途。 

    而依據水利法第 19條，民生用水供給不足時，可以調整優先給水順序，而

每次優先停水的都是農業用水，然而他在第 18條中是第二優先的，僅次於家用

及公共給水，且優先於工業用水。 

    此次桃竹苗完全停灌，整個農地擺在那邊閒置，對比我們政府對工業用水，

僅要求節水 5%，而且這 5%的用水是節約在製程還是最後節約到員工的用水上了？

要求員工洗手用小小的水量在那邊「內外大立弓」，結果製程一樣毫無節制地去



使用，這樣合理嗎？防疫沒問題嗎？ 

    且目前工業用水與民生用水的水費依然沒有脫鉤，造成台灣水價便宜，我們

對外招商時，都以此為利器，引入高耗水的業者，這對於全球缺水國家排名 18

位的台灣，究竟是否是好事？經濟部、水利署、工業局等都應該審慎思量。 

    11月起全台進入枯水期，除了之前二期已經停灌的桃竹苗地區，臺南、嘉義、

臺中等農業大縣，明年一期農作的農業水情同樣不樂觀。本次若再停灌，估計受

到影響的一期水稻種植面積恐高達 8萬公頃，影響範圍非常大，幾佔全國水稻種

植面積 16萬公頃之五成，對農民甚不公平。 

    特別是，我國有 8,500家用水大戶，每月用水在一千度以上，這些工商大戶

僅佔總用戶數的 0.12%，用水量卻佔了百分之三十，而且每年以 0.22～1.72％的

比例持續增加中。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中就有「適時檢討水價計算公式及詳細項目」

這項指標，也在 2016年《水利法》增訂向用水超過一定水量用水人徵收耗水費

之規定，對月用水量大於 1,000 度的用戶，包括石化、基本金屬、造紙、紡織

與電子等業者，附徵 10%~30% 的水費，經濟部卻一直沒有依法開徵，實有行政

怠忽之嫌。呼籲經濟部加快開徵耗水費，維護用水的公平正義，同時引導產業提

高節水效率及多元水源利用，以解決氣候異常下的水資源短缺問題。 

    台灣農業生產科技研發及農業節水科技研發，對氣候變遷的調適研究及處置

經費預算不足，造成農業用水效率落後，對氣候變遷衝擊的應變能力不足，我們

農業生產技術須更精進，農委會預算除了四成用於老農年金，只有百分之 3用於

研究發展，以至極端氣候變化下，農業補貼逐漸升高，我們不希望農委會只轉型



為農業社會福利部，應該加強農業競爭力逐年回春計畫。 

    再論石化業（化材+石油）是最耗水的行業，佔比超過工業用水的三分之一，

對台灣 GDP的佔比却相對偏低。 

 

(引自:2016科學工業園區廠務技術研討會 工業用水效率提升策略蔡仁傑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坊間說今年沒颱風，導致水庫集水區降水不足，所以造成台灣缺水，這種說

法太過狹隘，又說農業用水佔原水供應量 70％，太不合理云云。雖然農業產值不

如工業，但農業除提供國人安全糧食自給率，她更是【環境生態產業】。農作提

供大面積之綠覆率，能有效固碳 降低温室氣體，提供生態棲地；是天然滯洪區，

能減緩地表逕流，增加入滲，是極重要的【地下水庫】之上源，雖然使用原水 70

％，但入滲量高達 46％，是非常重要卻鮮為人知的的【水循環】系統，不少人要



降低農業用水排序，個人則認為需集思廣益 審慎斟酌。黃安調指出：水為公共

財，依農業水利法規定，取水、汲水、輸水、蓄水、排水，乃至任何設施工程，

在一定規模以上之規劃、設計、監造…等，均需依法辦理，開發地下水庫亦復如

是。其次，依水利法第 18條規定，水權之排序，依序為民生＆公共給水、農業

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但歷次缺水，工業用水＆農業用水之爭又是浮上

檯面。水資源管理應包含水循環  綠色水庫 平面水庫 地下水庫 管線漏水率以

及水價等多面向思考，才不致於失焦。 

    缺水已經造成糧食危機了，政府做決策前都沒有跟我們農民溝通，農民第一

個為國捐軀似的首先被停灌，但是國家扶植工業時調撥農業用水給工業，我們看

到工業為人民做了甚麼? 反而看到農田漸漸變少，閒置的工業區越變越多，而水

權一樣沒還給農業。 

    另外民生發揮節水了嗎？節水教育該由誰來宣導教育?停灌就算有補償給農

業，但是補償只能短期應急，政府應該補助農業智慧供水設備，以促進農業更進

步。  

整體訴求： 

<1>上位政策不應重工輕農，一再犧牲農民之權利。 

<2>依法用水農業該優先於工業，何允一再違反法令？ 

<3>何以未能事先及早宣布，如向國外（如荷蘭）訂購之花苗種子，早已寄達農

民手中，難不會平白損失？。 

<4>補償金額遠為不足，一些高經濟作物之利潤，遠高於補償金所能彌補。 



<5>不公不義：居少數之地主或可撐住甚獲利，但居絕大多數之佃農不免平白遭

殃。 

    青年農民回鄉耕作（花卉，果樹，蔬菜，五穀雜糧，畜牧），為了節省成本

提高品質，自然就要機械化與溫網室的投資，成本之高自然不在話下。 

    因為缺水，沒有辦法耕作，收入短收，貸款還不出來，生活開銷自然出問題。

政府對於補貼的部份，對地不對人，這些代耕的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要怎

麼維持生計。 

    推動永續用水新思維，是必然的措施，期望政府有魄力和執行力，造福農民，

永續發展。 

    伏流水可兼具開發地表水及地下水源，相對於其他工程，開發伏流水對於生

態環境衝擊較低。因為「伏流水」的流速較慢，因此在使用上不會有濁度過高的

問題。近年來，許多縣市政府都進行伏流水的開發及利用，以穩定地供給農業及

民生用水，如：以伏流水為地下水庫的屏東二峰圳、彰化縣利用伏流水解決農業

用水的不足、高屏堰上游利用集水暗管及輻射管開發伏流水等案例，未來期待伏

流水的收集及開發能持續推動，以讓水資源能永續且有效的應用，以平衡臺灣缺 

水的問題。 

     

 

 

 



    水情吃緊，水公司在烏溪與貓羅溪匯流處開發伏流水，去年 10 月完工啟用，

每天供應彰化市東郊 1萬噸水源，有 9600戶受惠。（水公司第 11區管理處提供） 

讓全民為水資源把脈，農、工、商、民做了什麼？ 節水教育須作足、農業智慧

型管理，沒水時與其要加蓋水庫，為何不好好探討何處還有被遺失的水資源？除

了回收水之外，事實眼睜睜看著營建業抽取地下水，而且是 24小時抽掉沒收集，

這是讓人心痛的。地下水是救命水，尤其台灣土地一直蓋大樓，每年抽掉多少地

下水？政府雖有管制，但是誰隨時稽查？常見到有的工地抽取的地下水一直放

流，這些水資源若能以水車運至所須之處，而不是只於工區沖洗車胎，灑水，能

善用水資源，每滴水「涓滴必較」，如此才是節水、善用之道。 

(5)記者會照片 

5.場次五 

(1)主題：2021水庫乾涸見底的世界水資源日珍惜水資源，拯救缺水危機 

(2)時間：2021年 3月 19日 

(3)地點：台南市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大門口 

 

環團呼籲公部門重視水資源及管理記者會 

 

記者會現場民眾說明當地缺水影響耕作 



 (4)內容：台灣年均雨量高達 2550 公釐，是豐水量國家，惟降水受時間空間限

制，而去年迄今雨量不足，導致水庫全國水庫乾涸見底，農工民生等各項產業備

受衝擊，到底台灣的缺水原因為何？值得國人深思。 

    水資源可分海水與淡水，淡水來自降雨、地表逕流與地下水；而水庫水源則

大都來自降雨，部份來自綠色水庫的地表逕流。惟去年迄今，降雨量僅及常態之

7成，導致水庫潴留不足，成為水情嚴峻之主因。 

坡地完整 植被良好的一公頃闊葉林，可以貯水 500～2000噸，500公頃的則可貯

水 100萬噸，相當於一座小型水庫，但許多山區瀑布為何已經斷流？而水利署的

治水政策，偏重於【流域綜合治理 逕流分攤 出流管制】，一旦大雨，即迅速將

內水排向外水，而海綿城市的政策，以【增加地下水補注】之構思，如今安在？

其次，淨水管末漏水率依然高達 20％，幾乎每年漏掉五座烏山頭水庫的容量，非

常可惜。 

    各級污水處理廠的中水，經三級處理後即可供應產業之用，但目前僅安平及

永康污水廠規劃三級處理，每日可供 15萬噸，其他處理廠尚未規劃；而國人的

用水習慣與分級計價水費，則有教育與檢討空間。 

    降雨來自【水循環】系統，過度的開發破壞綠色植被，熱島效應將使水循環

功能降低，減少地表逕流量與蒸散功能；而地下水的取用，自 1982年的 41億 5

千 2百萬噸，已超過補注量的 40億萬噸，至 1991年抽取量更高達 71億 3千萬

噸，而補注量僅為 40億萬噸…，若不做好【海綿城市】的【地下水補注計畫】，

台灣除了缺水，也將潛藏地層下陷危機；除此，水庫的清淤與排沙，以增 



加庫容，則需積極進行。 

    農業是生態產業，農業用水除了植物根系吸收，多數則入滲成為地下水源，

農業用水的水循環功能，不應被污名化。 

    農業用水量佔原水 70％，但農業是生態產業，又有減碳降溫效果；而且農業

用水除了植物根系吸收，多數則入滲成為地下水源，具有良好的水循環功能，而

且依照水利法第 18規定，水權之排序為民生＆公共給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

工業用水、航運，故農業用水不能被污名化 

※曾文水庫成球場(水資源蔡志宏理事長提供) 

  

 

 

 

 

 

 

 

※高雄腳帛寮農塘乾凅(照片高雄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提供) 



https://www.wra.gov.tw/cp.aspx?n=3681106 年與 108 年各地下水區補注及抽用情形統計表比對   

 (5)記者會照片 

地下水區 抽用量 補注量 超抽量 

臺北盆地 0.413 0.510 - 

桃園中壢台地 1.589 3.432 - 

新竹苗栗地區 1.697 4.350 - 

臺中地區 2.721 5.554 - 

濁水溪沖積扇 20.345 13.807 6.538 

嘉南平原 13.854 8.528 5.326 

屏東平原(含恆春平

原) 

11.484 7.778 3.706 

蘭陽平原 0.611 3.042 - 

花蓮臺東縱谷 1.571 3.518 - 

離島地區 0.087 0.094 0.021 

合計 54.37 50.61 15.59 

 

世界水資源日珍惜水資源，搶救缺水記者會 

 

邀請公部門來說明台南回收水再利用的情形 

https://www.wra.gov.tw/cp.aspx?n=3681


6.場次六 

(1)主題：消防泡沫氟 PFAS!廢液排放造成水污染流入河川、海洋生物如何活?  

         要求消防署針對 PFAS如何因應管理? 

(2)時間：2021年11月26日 

(3)地點：立法院中興樓 102室 

(4)內容：日前台北市環境保護局依水污染防治法舉發了消防專技人員，因其排

放了消防測試後的消防泡沫排放至排水溝渠而流入景美溪造成水污染。引發了台

北市政府消防局函詢內政部消防署，而內政部消防署函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泡

沫滅火設備檢修後產生泡沫水溶液排放處理」案，引起了環團的注意與研究。而

從內政部消防署函詢的公文內可以發現，泡沫原液內含有氟化表面活性劑，也就

是「PFAS」。 

    泡沫原液或泡沫水溶液，如含有「PFAS」等毒性化學物質，除了未經廢(污)

水處理或不當排放，會直接造成水污染外。也應該擔憂泡沫放射測試時會造成消

防專技人員(消防設備師、士)或消防人員的健康，因為「PFAS」等毒性化學物質

可能從呼吸道吸入、或皮膚接觸而造成影響；更有可能「PFAS」已污染到民生用

水危害著國人健康。 

    經查毒物局回覆109年9月8日修正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附表

三「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得使用用途一覽表」規定，全氟辛烷磺酸、全氟辛烷

磺酸鋰鹽、全氟辛烷磺醯氟及全氟辛酸，規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前，得用於泡沫滅火設備中 B 類火災之滅火泡沫。 故於該期限後禁止用於泡

沫滅火設備中 B 類火災之滅火泡沫。自公告列管後，已無工業大量用途許可案，

僅剩研究、試驗、教育之申請。 

毒物局雖有限制消防設備，但是物質沒人管流向，含氟消訪泡沫不該由廠商自行

處理。 



    什麼是「PFAS」?簡單讓民眾知道就是鐵氟龍不沾鍋的含氟表面活性劑塗層!

使用了 PFAS 化學品的商品很多，食品包裝，化妝品、家具都有。這些商品都被

發現已經造成了健康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在人、動物和環境中積聚，包括肝

臟損傷、腎癌和新生兒先天缺陷以及影響飲用水等。  

我們也看到了美國白宮 EPA才於2021年10月18日發布新聞稿 

White House Unveils Multiagency Plan to Cut PFAS Pollution (1) 

 The White House EPA announced on Monday plans, ongoing efforts, and research eight 

agencies have undertaken to reduce PFAS in the nation’s air, water, land, and food. 

白宮 EPA 週一宣布了八個機構已著手減少美國空氣、水、土地和食物中的 「PFAS」 的計劃、

正在進行的努力和研究。 

新聞出處

(https://news.bloomberglaw.com/environment-and-energy/white-house-unveils-multiagency-plan-to-cut

-pfas-pollution?fbclid=IwAR2HZ0dM0Yww1_OJ-TmBrFGMZpiHb-B7aw8BnNwgFFnbN-rK8SgLHjzaE_8) 

    由簡報我們可看到許多我們詢問的問題未獲解答，因此公會特別應還團邀請

參與此記者會特別呼籲給民眾、消防專技人員及消防人員一個安全的泡沫原液及

處置辦法。 

環團特邀公會呼籲主管機關應正視「PFAS」的危害! 

     <1>呼籲主管機關公佈現有泡沫原液是否含有 PFAS的管理情形。解除民眾、消防

專技人員、消防人員的疑慮。 

<2>呼籲主管機關源頭管理:杜絕有毒物質 PFAS成為商品。與其開放含有 PFAS的

泡沫原液，除了造成使用者、消防專技人員、消防人員健康上的危害外，還需要

高額的(廢)污水處理費用，何不在源頭管理上就把關，杜絕有毒物質 PFAS 及具

有低污染性的泡沫原液。 而且泡沫全是進口的，乾粉已出現問題，泡沫含有鐵

氟龍物質，民眾消防人員有知與拒用權力，所以才要求管制因應管理機制，不可

只要求廠商自行送驗，自己回收。 

如廢機油有回收機制，廢泡沫如何回收？你想想全台多少大樓有此物，甚至設備

老舊如環南市場常爆管泡沫灑在魚蝦食物上，商人洗洗繼續賣，廢水流向呢？ 

https://news.bloomberglaw.com/environment-and-energy/white-house-unveils-multiagency-plan-to-cut-pfas-pollution?fbclid=IwAR2HZ0dM0Yww1_OJ-TmBrFGMZpiHb-B7aw8BnNwgFFnbN-rK8SgLHjzaE_8
https://news.bloomberglaw.com/environment-and-energy/white-house-unveils-multiagency-plan-to-cut-pfas-pollution?fbclid=IwAR2HZ0dM0Yww1_OJ-TmBrFGMZpiHb-B7aw8BnNwgFFnbN-rK8SgLHjzaE_8


 

消防泡沫氟廢氣排河川，要求管制機制記者會 

        湖 

<3>呼籲主管機關後市場管理:面對毒化物，需建立有效制度，建議建立後市場抽

驗制度並定期公佈結果，不應放任由廠商自行送驗，以昭公信。 

<4>期盼主管機關能重視此事，還給民眾、消防專技人員及消防人員一個安全的

泡沫原液。 

比照廢機油有回收站

https://enews.epa.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01e2b6f9-c976-4311-9bce-136c7d602755 

新聞: 

消防泡沫廢水污染 五股出現「雪花飄飄河」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408727 

環保局馬拉松式稽查 桃園環境堅定守護者 | 桃園電子報 (tyenews.com)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聞稿-大量不明白色泡沫污染北投溪 環保局迅速查明來源開罰並要求立即改善  

(5)記者會照片  

(二)、水質檢測、志工培訓、地下水井監測 

1.烏山頭水庫飲用水保護區及鄰近區域-地下水井監測、水質檢測及志工培訓 

(1)檢測地點：東山嶺南村永揚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測地下水井水位 NA2、NA6 

(2)測量時間：○1 2021 年 02月 18日 ○2 2021 年 02月 26日  ○3 2021 年 03月 08日 

             ○4 2021 年 03月 17日 ○5 2021 年 04月 15日  ○6 2021 年 05月 22日 

    ○7 2021 年 05 月 29 日 ○8 2021年 06 月 07 日  ○9 2021年 07 月 07 日 

 

消防泡沫廢氣排河川，造成汙染記者會 

https://enews.epa.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01e2b6f9-c976-4311-9bce-136c7d602755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408727
https://tyenews.com/2019/05/18037/
https://www.dep.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CB6D5C560DE4D2DD&sms=72544237BBE4C5F6&s=16362E3A726C25D3


    ○10 2021 年 08月 19 日 ○11 2021年 10月 30 日 ○12 2022年 03月 22日 

(3)檢測目的：東山嶺南村是個非常純樸的鄉村，原屬急水溪的水源保護區，村

民靠種植龍眼及柳丁維持生計，養活一家大大小小，原本單純的村莊，在九十年

(2001年時突然解編)通過環評設立的永揚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卻在這安靜的

山村生活裡，投下一枚炸彈，場址就設立在急水溪的上游處，計畫容納一般的家

庭廢棄物之外，還有灰渣、礦渣等等，村民來到現場後，發現只有覆蓋一層防水

布，感到憂心不已。村民從九十一年開始抗爭，過程非常艱辛，歷經數次的苦行、

靜坐抗爭，經過重重的環評關卡，抗戰了十年終於結束了。 

永揚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場址位於台南縣東山鄉嶺南村，嶺南村是鄰近烏

山頭水庫的偏遠村莊，村民大多種植龍眼和柳丁，世世代代安穩的在這裡居住了

數百年。當時要設置，一座是佔地九公頃的永揚掩埋場，一座是佔地十八公頃的

南盛隆掩埋場，讓當地居民人心惶惶。 

由於急水溪是當地灌溉的水源，村民擔心掩埋場當鄰居的話，滲出的汙水有

可能會沿著烏山頭向斜的特殊地形汙染到急水溪，當地果園的灌溉都仰賴這條溪

流，一旦產生危機，將會毒害當地農作物。 

其實在嶺南村設立廢棄物掩埋場，不只是威脅到嶺南村民的生計，還影響到

大台南地區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因為永揚的場址距離烏山頭水庫集水區距離不到

一公里，污水非常有可能順著地形流到烏山頭水庫的集水區，注入烏山頭水庫。 

為了證明有地下水及流向，自救會跟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共同設置了 12口

井，井的深度 10-30米，長期監測其水位及檢測其水質，至今仍然繼續監測



 

檢測東山掩埋場地下井水位 

 

          居民手上是量水位的工具 

NA2(29.11米)及 NA6(15.65米)的地下水井水位及水質。以避免掩埋場可能死灰

復燃或開發其他汙染工廠，本會基於重視水源區安全，將會持續關注其動向。 

(4)檢測照片： 

 

 

 

量水位、測水質及下載資料的情形 

 

       當地居民協助量水位及記錄 



備註：水位紀錄表 

    

     

     

     

     

     

     

  

 

 

 

 

 

    

      

 

 

 

 



2.二仁溪流域-地下水井監測及志工培訓 

 (1)檢測地點：龍崎歐欣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地下水井測量水位 

 (2)測量時間：每隔 2-3天會測量一次，當地居民相當重視自己家園地下水井的 

              問題，自發性協助測量水位。 

 (3)檢測目的：歐欣場址位於二仁溪上游，場址有牛埔溪通過，又有龍船潛移活 

              動斷層通過，場址遍佈破碎地層。 

以下四點說明： 

<1>歐欣場址有許多地調所公告的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合設置掩埋場。 

<2>況且掩埋場預定地在二仁溪上游，汙水、滲出水會造成中、下游汚染。 

<3>掩埋場預定地，動、植物生態豐富，地質地景特殊，應定為地景公園做為教

學及休閒之用，不容破壞。景特殊，應定為地景公園做為教學及休閒之用，不容

破壞。 

    龍船斷層穿過歐欣場區，向南延伸到高雄，龍船斷層帶掩埋有毒廢棄物，嘉

南、高屏的地下水都將受到汙染，這是危害台南及高雄的不當掩埋。 

    為了證明此區域有地下水，本會募資鑿設簡易觀測井，設井位置在歐欣場址

西北邊約 200公尺處，鑽井 35公尺深，設觀測井，地表下 9米至 32米處開篩，

設井後二次汲水，皆發現汲水後地下水迅速補注入觀測井管內，顯示此地地下水

充沛，因 20米至 28米深處岩心破碎(陳文山教授判讀)，又汲水後水位回升快，

研判井下約 19米有受壓含水層，地下水層可能有 9米厚。裝設自動連續水位檢

測儀(GW2000，盛邦科技)，每 10分鐘量測地下水位一次，水位有上下起伏現象，



證明地下水有受地潮影響，也證明井內存在地下水。 

    然而在 35公尺發現充滿了斷層剪切構造，在 9.5公尺以下的斷層剪切構造

非常密集，尤其在 20-28公尺之間，岩層受到斷層破壞，非常的破碎，這些斷層

破碎帶都是位在龍船斷層帶之內，龍船斷層帶的寬度可達到 300公尺，所以鄰近

的地層都非常的破碎，此岩芯的密集斷層剪切構造也證明鄰近龍船斷層的兩側具

有破碎的岩層。 

    由鑽井岩心及地下水資料，研判歐欣場址有龍船斷層經過，寬度至少有 300

公尺寬，而且岩層破碎，而且場址下有受壓含水層，掩埋廢棄物，將汙染嘉南及

高屏地下水，可見龍崎牛埔有豐沛地下水。由於歐欣公司於各報告書都登載歐欣

場址地表 20公尺以下沒有地下水， 

    歐欣場區內的岩盤也會呈現密集的斷層剪切構造，因為龍船斷層走向呈北東

約 10度，斷層帶寬度(西側)可達數百公尺，此鑽井位在地表龍船斷層西側約 500

公尺。從岩芯紀錄來看，分布密集的斷層剪切構造，尤其在深度 20 公尺至 29 公

尺之間。由於斷層剪切構造的走向都會與斷層走向平行，而龍船斷層走向呈北東

約 10度，因此依據斷層走向，此鑽井所呈現的斷層剪切構造也會延伸至歐欣場

區內。因此推測歐欣場區內的岩盤也會呈現密集的斷層剪切構造。 

    歐欣場址北邊約 400公尺，所鑿地下水觀測井地下水有硫磺味，似溫泉，又

發現位於歐欣場址東南約 100公尺範圍內有泥火山噴泉(屬溫泉)，又有大量地下

水。再根據退休龍崎兵工廠員工陳秀理表示，這個噴泉水池以前是泥漿池，現在

則也噴出地下水。所以，種種證據顯示歐欣場址及鄰近區域有泥火山、地下水、



 

龍崎監測地下水水井 

溫泉。 

    台南龍崎掩埋場案抗爭多年，於 2019年 3月行政院長蘇貞昌、總統蔡英文

相繼允諾開發案永久終止，該案設置許可到期後不再展延。並將成立跨部會專案

小組，推動龍崎的自然景觀保存。  

    龍崎掩埋場開發案預定地附近，擁有地下水、泥火山地質，後又被發現該地

出現斷層活動、湧泉等重要事證，不適合開發，蔡英文總統親訪龍崎，承諾該案

永久終止，指示行政院成立跨部會專案小組，朝文化、觀光兼具的方向規劃。 

    雖然已終止開發，但本會跟當地居民仍然持續監測地下水井的水質跟水位。 

    2021年 4月，南市府將該工礦炸藥廠區列入自然保留區，該棄土場雖沒列入

但已被保留區包圍，此舉被視為「終局之戰」。龍崎工業區排除約 54公頃私有地，

另約 281公頃國、公有地依自然地景指定基準，指定約 149公頃自然保留區及約

132公頃地質公園，將成為台灣首座同時具自然保留區及地質公園的自然地景。 

(4)檢測照片： 

 

 

志工美 2-3天量測地下水位，手拿測量儀器 



備註：水位紀錄表 

 

 

 

 

 

 

 

 

 

 

 

 

 

 

 

 

 

 

 

 

 

 

 

 

 

 

 

 

 

 

 

 

 

 

 

 

 



3.鹽水溪流域-河川監測及志工培訓 

(1)測量地點：鹽水溪排水，如附表一 

(2)測量時間：○1 2021年 5月 2日 ○2 2021年 10月 30日 

(3)檢測目的：鹽水溪，舊稱新港溪發源於台南市龍崎區大坑尾中央山脈南部，鹽

水溪主流再細分為，從龍崎區到關廟區的河段又稱「咬狗溪」（舊籍載為「鑒裏

溪」，鑒裏即今嗊哩）、從關廟到新市新化交界的河段稱為「許縣溪」，再往下便

稱為鹽水溪。而在主流之外，有鹽水埤溪、大目幹溪（虎頭溪）、潭頂溪、柴頭

港溪四大支流。地質屬於頭嵙山層的頁岩＆砂岩，流域為熱帶季風氣候區，河道

坡降平緩，受暴雨影響，土沙容易淤積底床。台南市區段設有河濱公園，鹽水溪

中游河段偶有農作。 

    主要支流有上游之咬狗溪，中游之虎頭溪與潭頂溪；下游之大洲排水、永康

排水、柴頭港溪與嘉南排水線，主流於安南區四草里注入台灣海峽。 

    鹽水溪全長 41.3 公里，流域面積 339.7 平方公里，生活圈人口有 100 萬人之

生活廢水；之外，又有南科、樹谷、新市、永康、和順、總頭寮等工業區之工業

廢水，以及列管之畜牧、電鍍等之廢水污染，2009 年之前，為全台最嚴重污染河

川之一。 

    鹽水溪自 1970 年代開始，因工業區、工廠聚落與民生用水之排廢，水污使

環境與生態嚴重惡化，遭受到長期之「嚴重污染」，溪水烏黑惡臭，水質甚差。

污染之大宗來源則以工業廢水、生活污水為主，其中又以工業廢水佔總污染量的

最大比例，化背景消失。 

https://zh.m.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5%85%89%E9%87%8C_(%E8%87%BA%E5%8D%97%E5%B8%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E5%BB%A2%E6%B0%B4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94%9F%E6%B4%BB%E6%B1%A1%E6%B0%B4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E5%BB%A2%E6%B0%B4


    鹽水溪以工業與生活廢水污染最為嚴重，導致水域生態幾乎滅絕，陸域生態

也寥寥可數；近出海口之主流與大港口水域，早有漁業行為，故必需做常態性之

水質檢測。 

    長期監測鹽水溪支流水質檢測及調查，了解其污染程度，找出污染源頭，盡

而能通報有關單位，改善其水質，使其能形成豐富的水文化之知性休憩場所及民

眾運動兼生態環境親子同樂的休憩散步的好場所。然而盡有民眾在釣魚，也發現

有死魚，可見其水質是非常不健康的，需要長期監測其水質變化，勿讓民眾認為

有魚有生物存在，水質就是很好，釣的魚是可以吃的，也可以賣給其他人。 

(4)檢測結果如下：附表一 

                                                             製表:110 年 10月 30 

編號/姓名 第 1次張芳玲、黃安

調、黃美月 

第 2次 A 區張芳玲、

黃安調、、黃美月 

第 2次 B 區張芳玲、黃

安調、、黃美月 

地點 鹽水溪與嘉南排水

線匯流口 

大洲排水 2號橋 

下游 50M 處 

府安路 3 段與堤頂道路

之高灘地水域 

檢測時間  2021/5/2 Pm4:30 2021/10/30 Pm4:00 2021/10/30,Pm4 : 50 

Cond 導電度 

μs/m ms/m 

39.36ms 4594us 47.17ms 

RES - - - 

TDS 總溶解固體 

ppm,ppt 

40.43ppt 3510ppm 9358ppm 

ORP氧化還原電

位 mv 

288 259 303 

pH 7.58 7.14 7.30 

溫度℃ 27.1 27 26.7 

備註 水質普通 導電度過高 

水中總懸浮固體 

物偏高 

導電度過高 

水中總懸浮固體 

物偏高 



(4)檢測照片： 

志工至鹽水溪檢測水質 志工採集鹽水溪水做水質檢測 

 

 

 

 

 

 

 

 

 

 

 

 

 

志工於鹽水溪高灘地取溪水檢測水質 

 

 

 

 

 

 

 

 

 

 

 

 

 

志工取鹽水溪大洲排水 2號橋的水做水質檢測 

 

志工取溪水就地檢測水質 

 
  志工手上拿的是檢測器及水質紀錄表 



(三)進行淺山平原飲用水地下水地表水專題演講(共 3 場) 

 1.第一場    

 (1)主題：氣候變遷環境下，台灣水資源的前膽基礎建設 

 (2)講師：蔡志宏醫師 

 (3)時間：109年 11月 21日(六)早上 9：30-11：30 

 (4)地點：百達文教中心(台南市東區勝利路 85號) 

 (5)參加人數：21位 

 (6)演講大綱： 

• 氣候變遷對台灣水資源有何影響？ 

• 台灣的水資源豐富嗎？ 

• 台灣的水是怎麼用掉的？ 

• 台灣的水庫出了什麼問題？還能用多久？ 

• 台灣枯水期怎麼辦？ 

• 那一種產業用水最多？ 

 (7)活動 DM： 

  

 



 

  

 

 

 

 

 

 



 

  

 

 

 

 

 

 

 



2.第二場  

  (1)主題：因應氣候變遷之挑戰-國內水資源政策該如何調適？ 

  (2)講師：張豐年醫師 

  (3)時間：110年 8月 14日(六)早上 9：30-11：30 

  (4)地點：百達文教中心(台南市東區勝利路 85號)  

  (5)參加人數：18位 

  (6)演講大綱： 

   <1>全球過度經建開發導致溫室效應加劇，連帶氣候遽變、澇旱二級化乃不爭

之事實。 

   <2>針對水資源政策，卻忽略其會產生嚴重上淤下淘後遺症、低估伏流水可扮

演備援角色、重工輕農而輕易調撥農用水等等政策 

<3>期能化解公私間之歧見，讓整大環境之改善能儘早出現一些契機！ 

   講解大綱：  

    全球過度經建開發導致溫室效應加劇，連帶氣候遽變、澇旱二級化乃不爭之

事實。如今國內上半年出現嚴重缺水，但八月上旬又出現水患，無疑作了最佳見

證。 

    要能解此危機，建議如下：除經建開發需從上訂出一上位門檻加以限制外；

針對水資源政策，過往供應主賴水庫卻忽略其會產生嚴重上淤下淘後遺症、低估

伏流水可扮演備援角色、重工輕農而輕易調撥農用水等等政策是有必要儘早加以

矯正過來。 



    個人二十餘年來實際勘查無數、並參與極多案例之環評，且為河川局之流域

綜合治理諮詢委員，謹此將該些心得分享各方，期能化解公私間之歧見，讓整大

環境之改善能儘早出現一些契機！ 

 (6)活動 DM： 

 

 

 

     

 

 

 

 

 

 

 

 

 

 

 

 

 

 

 

 

 

 

 

 

 

 

 

 

 

 

 



 

 

 

 

 

 

 

 

 

 

 

 

 

 

 

 

 

 

 

 

 

 

 

 

 

 

 

 

 

 

  

 

 

 

 

 

 

 



 3.第三場  

 (1)主題：氣候變遷環境下台灣要如何能源轉型以走向淨零排放？和如何因應水 

         資源危機的衝擊？ 

 (2)講師：蔡志宏醫師 

 (3)時間：111年 2月 19日(六) 早上 9：30-11：30 

 (4)地點：台南市東區崇善路 225號(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南站) 

 (5)參加人數：現場 8位，因疫情開放線上直播 

 (6)演講大綱：  

<1>2021年碳排放及空污排放真的有減少嗎？ 

<2>台灣能源轉型的再生能源在 2025年能否達成全國總發電量的 20%？ 

<3>台灣如何由 2050年探排減半走向淨零排碳？ 

<4>台灣水資源耗用逐年增加，未來如何因應氣候變遷水資源危機？ 

 (7)活動 DM： 

 

 



 



 

 

   

 

 

 

 

 

 



(8)活動成果照片： 

 

第一場講師蔡醫師演講 

 
會員、義工關心水資源前來聽演講 

 

演場現場聽眾任鎮聽講 

 

講師講得非常精采，受益良多 

 

第二場張醫師演講現場情況 

 

聽眾很認真聽講，來張全體合照 



 

認識因氣候的影響，聽眾很認真聽講 

 

講師與聽眾互動，聽眾提出問題問講師 

 
第三場蔡醫師講能源轉型 

 
現場直播，因疫情關係現場人很少 

 

人雖少!講師演講內容超棒 

 

講師還連結一些影片分享給聽眾 

                         

(9)活動流程：三場座談會流程安排如下 

             9：15 ~  9：30 報到 

             9：30 ~ 11：30 專題演講 

 



(四)辦理居家用水檢測活動 

1.活動說明：邀請水資源專家介紹台南地區民生用水的來源及水源區保護議題。

並請參加民眾帶家中飲用水進行檢測(如自來水、井水、礦泉水、RO水)，讓民眾

了解家中使用的水是否安全。 

(1).第一場 

 ○1 時間：110年 1月 23日(六)早上 9：00-11：30 

 ○2 地點：台南市東區崇善路 225號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南站) 

 ○3 參加人數：20人 

 ○4 講師：陳椒華老師 

 ○5 助理：吳美香、張芳玲 

○6 活動 DM： 



 



 

 

 

 

 

 



○7 檢測結果：  





 

社員、民眾關心自紮飲用水認真聽講 

         

 

講師親自操做檢測儀器，後面是聽眾帶來的水體 

        湖 

 

○8 活動成果照片： 

 

居家水質檢測第一場上課情形 

清除 

 

聽眾認真聽並記錄重點 



 (2)第二場 

  ○1時間：110年 3月 6日(六)早上 9：00-11：30 

  ○2地點：高雄市苓雅區仁德街 20號(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三多站) 

  ○3參加人數：23位 

  ○4 )講師：陳椒華老師 

  ○5助理：吳美香、張芳玲 

○6 活動 DM： 

 



 
 

 

 

 

 

 

 



  ○7 檢測結果： 





 
 

 



 

社員認真聽講，講師演講內容很豐富 

 

參加人員最多的場次，來張合照 

 ○8 活動成果照片： 

(3)第三場 

 ○1 時間：110年 4月 10日(六)早上 9：00-11：30 

○2 地點：嘉義市大雅區二段 410號(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嘉義站) 

 ○3 參加人數：10位 

 ○4 講師：陳椒華老師 

 ○5 助理：吳美香、張芳玲 

 

居家水質檢測第二場參加人員很踴躍 

 

檢測社員帶來的水體並記錄 



○6 活動 DM： 

 



 
 

 

 



 ○7 檢測結果： 

 

 



社員非常關心自家飲用水是否安全，很認真聽講      

 ○8 活動成果照片： 

(4)第 4場 

 ○1 時間：111年 4月 23日(六)早上 9：00-11：30 

○2 地點：台南市新營區民生路 93號(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新營站) 

 ○3 參加人數：8位 

 ○4 講師：陳椒華老師 

 ○5 助理：吳美香、張芳玲 

○6 活動 DM： 

 

第三場報名人數少但還是很認真聽講 



 



 

 

 

 

 



 ○7 檢測結果：

 



 

○8 活動成果照片： 

 

參加人數不多，每位都很關心自家飲用水 
 

跟講師合照 

 

桌上的瓶瓶罐罐的水是社員帶來檢測的水 

 

講師先介紹自己及說明今日演講主題水資源 



2、活動流程： 

            8：45 ~  9：00 報到 

            9：00 ~ 10：30 演講及說明(講師；吳麗慧老師) 

           10：30 ~ 11：15  DIY實地操作 

           11：15 ~ 11：30 檢測結果討論(心得分享) 

備註：請家戶將水裝瓶帶來活動現場實地進行檢測，親自 DIY檢測自家的水。 

 

3、檢測項目說明：      

 (1)Cond導電度(μs/m)、(ms/m)     

  ○1 導電度乃借用電化學的概念，為水中所有離子綜合導電程度的指標。導電度

越高，表示含有腐蝕或水垢生成要因的物質很多。 

  ○2 逆滲透純水機作出來的水導電度約 10μS/cm、自來水的導電度約 350μ

S/cm。 

  ○3 農委會「灌溉用水水質標準」中電導度（EC）之限值為 750 µS/cm, 25℃ 

(2)RES 電阻值     

    導電度與電阻值均用來表示水中導電物質的多寡。純水，由於導電度極低，

因此以電阻值來表示。超過範圍則顯示 (-----) 

(3)TDS 總溶解固體值(ppm)、(ppt)     

  ○1 TDS值越高，表示水中含有的雜質越多。軟水：0-50 ppm，硬水>200 ppm 

○2 總溶解固體量是指將水過濾再蒸發後殘留的物質量，亦即可說是水中礦質



量，而這些 

     微量礦質中很多是對人體無害的，如鈣、鎂、氯鹽、硫酸鹽等。「飲用水水

質標準」總溶解固體量的最大限值是 500 ppm ；此項標準的訂定並非基於它對

人體健康有害，而是一項水質適飲性的指標。 

(4)ORP 氧化還原電位 mv     

   用來測量溶液的氧化程度及還原（抗氧化）程度,以"mV"單位表示,並且正值

（+）表示氧化程度,負值（一）表示還原程度。一般家庭用自來水都是正電位表

示含有氧化力,而水質污染愈嚴重則其正電位值愈高。 

(5)pH  酸鹼值     

   pH=7的水溶液呈中性，pH<7者顯酸性，pH>7者顯鹼性。「飲用水水質標準」

之 pH值的含量是 6.0～8.5，pH值對水處理系統是非常重要的指標，pH值低的

液體易造成設備的腐蝕而 pH值高時，則易形成結垢，pH值對碳酸鈣結垢的重要

性更甚於硬度和鹼度，對矽石(Silica)溶解度也有很明顯的影響。 

(6)溫度℃  

 

    

 

 

 

 



七、公益金七、經費豬支出表 

項目 細目 金額 說明 

人事費 
工讀人力 200 元/時 

 主持人 2000 元/次 
366,000 

工讀人力 200元/時×150時＝300,000(自籌) 

主持人 2000元/次×3次＝6,000(主婦聯盟合作

社公益金支出 

工作人員 5000元 X6次 X2人=60000(自籌) 

事務費  30,000 
電話連絡、郵寄、影印資料、場地費、等行政雜

支(自籌) 

旅運費  32,700 

250元/次 X30次=7500元檢測志工交通費(自籌) 

4200元/次/6人=25200演講之出席費、交通費(主

婦聯盟合作社公益金支出) 

食宿費 餐費、點心、茶水 60,000 

70元/次 X20次 X30人=42000餐費(主婦聯盟合

作社公益金支出) 

30元 X20次 X30人=18000元飲料、點心(主婦聯

盟合作社公益金支出) 

檢測費  50,000 水質送驗費用(自籌) 

儀器保養液  8,800 
儀器保養液、清潔液(主婦聯盟合作社公益金支

出) 

設備費 
Ultrameter II 攜帶

式檢測器 
200,000 

Ultrameter II 攜帶式檢測器 4組 

50,000 元/組×4次＝200,000(自籌) 

合計 747,500 元 

※※補助經費 100,000萬，其餘費用自籌。 

 

 

 

 



八、電子、平面媒體報導(電子媒體報導) 

1.2020/04/07 媒體報導 

(1) 中央社 立委籲修法讓水保計畫資訊上網公民參與審查

https://style.yahoo.com.tw/%E7%AB%8B%E5%A7%94%E7%B1%B2%E4%BF%AE%E6%B3%95

%E8%AE%93%E6%B0%B4%E4%BF%9D%E8%A8%88%E7%95%AB%E8%B3%87%E8%A8%8A%E4%B8%8A

%E7%B6%B2-%E5%85%AC%E6%B0%91%E5%8F%83%E8%88%87%E5%AF%A9%E6%9F%A5-%E5%9C%

96-114311157.html 

 

(2) TVBS 立委促農委會水保計畫資訊上網公民參與審查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1305103 

 

(3) 台灣醒報 水保計畫需公民參與 立委促公開資訊

https://anntw.com/articles/20200407-Pa2W 

 

2.2020/08/25 媒體報導 

(1)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防止掩埋場汙染失控 應建置環境監測系統並立即啟 

動補救措施 

http://www.twwpu.org.tw/?m1=article&artid=791 

 

3.2020/11/24 媒體報導 

(1)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的直播影片 台南沿海種電案 砍樹種電橫柴入灶 七股潟 

湖不是死地 小蝦米來申冤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

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5%8F%B0%E5%8D%97%E6%B2%BF%E6%B

5%B7%E7%A8%AE%E9%9B%BB%E6%A1%88-%E7%A0%8D%E6%A8%B9%E7%A8%AE%E9%9B%BB%E6%A9%AB%E6%

9F%B4%E5%85%A5%E7%81%B6%E4%B8%83%E8%82%A1%E6%BD%9F%E6%B9%96%E4%B8%8D%E6%98%AF%E6%

AD%BB%E5%9C%B0-%E5%B0%8F%E8%9D%A6%E7%B1%B3%E4%BE%86%E7%94%B3%E5%86%A4%E6%99%82%E9

%96%931124%E4%BA%8C%E4%B8%8A%E5%8D%881040%E5%9C%B0%E9%BB%9E%E7%AB%8B%E6%B3%95%E9%

99%A2%E4%B8%AD%E8%88%88%E6%A8%93102%E6%9C%83%E8%AD%B0%E5%AE%A4%E4%B8%BB%E8%BE%A6%

E5%8F%B0%E5%8D%97%E5%B8%8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81%AF%E7%9B%9F%

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

3466929533388554/ 

 

(2) 自由時報 環團批七股種電偷砍樹 台南市府：業者已停工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361303 

 

(3) 公視新聞網 台南沿海區 屢傳砍樹、農田魚塭種電爭議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01260 

 

http://www.cna.com.tw/
https://style.yahoo.com.tw/%E7%AB%8B%E5%A7%94%E7%B1%B2%E4%BF%AE%E6%B3%95%E8%AE%93%E6%B0%B4%E4%BF%9D%E8%A8%88%E7%95%AB%E8%B3%87%E8%A8%8A%E4%B8%8A%E7%B6%B2-%E5%85%AC%E6%B0%91%E5%8F%83%E8%88%87%E5%AF%A9%E6%9F%A5-%E5%9C%96-114311157.html
https://style.yahoo.com.tw/%E7%AB%8B%E5%A7%94%E7%B1%B2%E4%BF%AE%E6%B3%95%E8%AE%93%E6%B0%B4%E4%BF%9D%E8%A8%88%E7%95%AB%E8%B3%87%E8%A8%8A%E4%B8%8A%E7%B6%B2-%E5%85%AC%E6%B0%91%E5%8F%83%E8%88%87%E5%AF%A9%E6%9F%A5-%E5%9C%96-114311157.html
https://style.yahoo.com.tw/%E7%AB%8B%E5%A7%94%E7%B1%B2%E4%BF%AE%E6%B3%95%E8%AE%93%E6%B0%B4%E4%BF%9D%E8%A8%88%E7%95%AB%E8%B3%87%E8%A8%8A%E4%B8%8A%E7%B6%B2-%E5%85%AC%E6%B0%91%E5%8F%83%E8%88%87%E5%AF%A9%E6%9F%A5-%E5%9C%96-114311157.html
https://style.yahoo.com.tw/%E7%AB%8B%E5%A7%94%E7%B1%B2%E4%BF%AE%E6%B3%95%E8%AE%93%E6%B0%B4%E4%BF%9D%E8%A8%88%E7%95%AB%E8%B3%87%E8%A8%8A%E4%B8%8A%E7%B6%B2-%E5%85%AC%E6%B0%91%E5%8F%83%E8%88%87%E5%AF%A9%E6%9F%A5-%E5%9C%96-114311157.html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1305103
https://anntw.com/articles/20200407-Pa2W
http://www.twwpu.org.tw/?m1=article&artid=791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__tn__=kC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5%8F%B0%E5%8D%97%E6%B2%BF%E6%B5%B7%E7%A8%AE%E9%9B%BB%E6%A1%88-%E7%A0%8D%E6%A8%B9%E7%A8%AE%E9%9B%BB%E6%A9%AB%E6%9F%B4%E5%85%A5%E7%81%B6%E4%B8%83%E8%82%A1%E6%BD%9F%E6%B9%96%E4%B8%8D%E6%98%AF%E6%AD%BB%E5%9C%B0-%E5%B0%8F%E8%9D%A6%E7%B1%B3%E4%BE%86%E7%94%B3%E5%86%A4%E6%99%82%E9%96%931124%E4%BA%8C%E4%B8%8A%E5%8D%881040%E5%9C%B0%E9%BB%9E%E7%AB%8B%E6%B3%95%E9%99%A2%E4%B8%AD%E8%88%88%E6%A8%93102%E6%9C%83%E8%AD%B0%E5%AE%A4%E4%B8%BB%E8%BE%A6%E5%8F%B0%E5%8D%97%E5%B8%8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81%AF%E7%9B%9F%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3466929533388554/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5%8F%B0%E5%8D%97%E6%B2%BF%E6%B5%B7%E7%A8%AE%E9%9B%BB%E6%A1%88-%E7%A0%8D%E6%A8%B9%E7%A8%AE%E9%9B%BB%E6%A9%AB%E6%9F%B4%E5%85%A5%E7%81%B6%E4%B8%83%E8%82%A1%E6%BD%9F%E6%B9%96%E4%B8%8D%E6%98%AF%E6%AD%BB%E5%9C%B0-%E5%B0%8F%E8%9D%A6%E7%B1%B3%E4%BE%86%E7%94%B3%E5%86%A4%E6%99%82%E9%96%931124%E4%BA%8C%E4%B8%8A%E5%8D%881040%E5%9C%B0%E9%BB%9E%E7%AB%8B%E6%B3%95%E9%99%A2%E4%B8%AD%E8%88%88%E6%A8%93102%E6%9C%83%E8%AD%B0%E5%AE%A4%E4%B8%BB%E8%BE%A6%E5%8F%B0%E5%8D%97%E5%B8%8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81%AF%E7%9B%9F%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3466929533388554/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5%8F%B0%E5%8D%97%E6%B2%BF%E6%B5%B7%E7%A8%AE%E9%9B%BB%E6%A1%88-%E7%A0%8D%E6%A8%B9%E7%A8%AE%E9%9B%BB%E6%A9%AB%E6%9F%B4%E5%85%A5%E7%81%B6%E4%B8%83%E8%82%A1%E6%BD%9F%E6%B9%96%E4%B8%8D%E6%98%AF%E6%AD%BB%E5%9C%B0-%E5%B0%8F%E8%9D%A6%E7%B1%B3%E4%BE%86%E7%94%B3%E5%86%A4%E6%99%82%E9%96%931124%E4%BA%8C%E4%B8%8A%E5%8D%881040%E5%9C%B0%E9%BB%9E%E7%AB%8B%E6%B3%95%E9%99%A2%E4%B8%AD%E8%88%88%E6%A8%93102%E6%9C%83%E8%AD%B0%E5%AE%A4%E4%B8%BB%E8%BE%A6%E5%8F%B0%E5%8D%97%E5%B8%8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81%AF%E7%9B%9F%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3466929533388554/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5%8F%B0%E5%8D%97%E6%B2%BF%E6%B5%B7%E7%A8%AE%E9%9B%BB%E6%A1%88-%E7%A0%8D%E6%A8%B9%E7%A8%AE%E9%9B%BB%E6%A9%AB%E6%9F%B4%E5%85%A5%E7%81%B6%E4%B8%83%E8%82%A1%E6%BD%9F%E6%B9%96%E4%B8%8D%E6%98%AF%E6%AD%BB%E5%9C%B0-%E5%B0%8F%E8%9D%A6%E7%B1%B3%E4%BE%86%E7%94%B3%E5%86%A4%E6%99%82%E9%96%931124%E4%BA%8C%E4%B8%8A%E5%8D%881040%E5%9C%B0%E9%BB%9E%E7%AB%8B%E6%B3%95%E9%99%A2%E4%B8%AD%E8%88%88%E6%A8%93102%E6%9C%83%E8%AD%B0%E5%AE%A4%E4%B8%BB%E8%BE%A6%E5%8F%B0%E5%8D%97%E5%B8%8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81%AF%E7%9B%9F%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3466929533388554/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5%8F%B0%E5%8D%97%E6%B2%BF%E6%B5%B7%E7%A8%AE%E9%9B%BB%E6%A1%88-%E7%A0%8D%E6%A8%B9%E7%A8%AE%E9%9B%BB%E6%A9%AB%E6%9F%B4%E5%85%A5%E7%81%B6%E4%B8%83%E8%82%A1%E6%BD%9F%E6%B9%96%E4%B8%8D%E6%98%AF%E6%AD%BB%E5%9C%B0-%E5%B0%8F%E8%9D%A6%E7%B1%B3%E4%BE%86%E7%94%B3%E5%86%A4%E6%99%82%E9%96%931124%E4%BA%8C%E4%B8%8A%E5%8D%881040%E5%9C%B0%E9%BB%9E%E7%AB%8B%E6%B3%95%E9%99%A2%E4%B8%AD%E8%88%88%E6%A8%93102%E6%9C%83%E8%AD%B0%E5%AE%A4%E4%B8%BB%E8%BE%A6%E5%8F%B0%E5%8D%97%E5%B8%8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81%AF%E7%9B%9F%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3466929533388554/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5%8F%B0%E5%8D%97%E6%B2%BF%E6%B5%B7%E7%A8%AE%E9%9B%BB%E6%A1%88-%E7%A0%8D%E6%A8%B9%E7%A8%AE%E9%9B%BB%E6%A9%AB%E6%9F%B4%E5%85%A5%E7%81%B6%E4%B8%83%E8%82%A1%E6%BD%9F%E6%B9%96%E4%B8%8D%E6%98%AF%E6%AD%BB%E5%9C%B0-%E5%B0%8F%E8%9D%A6%E7%B1%B3%E4%BE%86%E7%94%B3%E5%86%A4%E6%99%82%E9%96%931124%E4%BA%8C%E4%B8%8A%E5%8D%881040%E5%9C%B0%E9%BB%9E%E7%AB%8B%E6%B3%95%E9%99%A2%E4%B8%AD%E8%88%88%E6%A8%93102%E6%9C%83%E8%AD%B0%E5%AE%A4%E4%B8%BB%E8%BE%A6%E5%8F%B0%E5%8D%97%E5%B8%8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81%AF%E7%9B%9F%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3466929533388554/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5%8F%B0%E5%8D%97%E6%B2%BF%E6%B5%B7%E7%A8%AE%E9%9B%BB%E6%A1%88-%E7%A0%8D%E6%A8%B9%E7%A8%AE%E9%9B%BB%E6%A9%AB%E6%9F%B4%E5%85%A5%E7%81%B6%E4%B8%83%E8%82%A1%E6%BD%9F%E6%B9%96%E4%B8%8D%E6%98%AF%E6%AD%BB%E5%9C%B0-%E5%B0%8F%E8%9D%A6%E7%B1%B3%E4%BE%86%E7%94%B3%E5%86%A4%E6%99%82%E9%96%931124%E4%BA%8C%E4%B8%8A%E5%8D%881040%E5%9C%B0%E9%BB%9E%E7%AB%8B%E6%B3%95%E9%99%A2%E4%B8%AD%E8%88%88%E6%A8%93102%E6%9C%83%E8%AD%B0%E5%AE%A4%E4%B8%BB%E8%BE%A6%E5%8F%B0%E5%8D%97%E5%B8%8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81%AF%E7%9B%9F%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3466929533388554/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5%8F%B0%E5%8D%97%E6%B2%BF%E6%B5%B7%E7%A8%AE%E9%9B%BB%E6%A1%88-%E7%A0%8D%E6%A8%B9%E7%A8%AE%E9%9B%BB%E6%A9%AB%E6%9F%B4%E5%85%A5%E7%81%B6%E4%B8%83%E8%82%A1%E6%BD%9F%E6%B9%96%E4%B8%8D%E6%98%AF%E6%AD%BB%E5%9C%B0-%E5%B0%8F%E8%9D%A6%E7%B1%B3%E4%BE%86%E7%94%B3%E5%86%A4%E6%99%82%E9%96%931124%E4%BA%8C%E4%B8%8A%E5%8D%881040%E5%9C%B0%E9%BB%9E%E7%AB%8B%E6%B3%95%E9%99%A2%E4%B8%AD%E8%88%88%E6%A8%93102%E6%9C%83%E8%AD%B0%E5%AE%A4%E4%B8%BB%E8%BE%A6%E5%8F%B0%E5%8D%97%E5%B8%8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81%AF%E7%9B%9F%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3466929533388554/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5%8F%B0%E5%8D%97%E6%B2%BF%E6%B5%B7%E7%A8%AE%E9%9B%BB%E6%A1%88-%E7%A0%8D%E6%A8%B9%E7%A8%AE%E9%9B%BB%E6%A9%AB%E6%9F%B4%E5%85%A5%E7%81%B6%E4%B8%83%E8%82%A1%E6%BD%9F%E6%B9%96%E4%B8%8D%E6%98%AF%E6%AD%BB%E5%9C%B0-%E5%B0%8F%E8%9D%A6%E7%B1%B3%E4%BE%86%E7%94%B3%E5%86%A4%E6%99%82%E9%96%931124%E4%BA%8C%E4%B8%8A%E5%8D%881040%E5%9C%B0%E9%BB%9E%E7%AB%8B%E6%B3%95%E9%99%A2%E4%B8%AD%E8%88%88%E6%A8%93102%E6%9C%83%E8%AD%B0%E5%AE%A4%E4%B8%BB%E8%BE%A6%E5%8F%B0%E5%8D%97%E5%B8%8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81%AF%E7%9B%9F%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3466929533388554/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5%8F%B0%E5%8D%97%E6%B2%BF%E6%B5%B7%E7%A8%AE%E9%9B%BB%E6%A1%88-%E7%A0%8D%E6%A8%B9%E7%A8%AE%E9%9B%BB%E6%A9%AB%E6%9F%B4%E5%85%A5%E7%81%B6%E4%B8%83%E8%82%A1%E6%BD%9F%E6%B9%96%E4%B8%8D%E6%98%AF%E6%AD%BB%E5%9C%B0-%E5%B0%8F%E8%9D%A6%E7%B1%B3%E4%BE%86%E7%94%B3%E5%86%A4%E6%99%82%E9%96%931124%E4%BA%8C%E4%B8%8A%E5%8D%881040%E5%9C%B0%E9%BB%9E%E7%AB%8B%E6%B3%95%E9%99%A2%E4%B8%AD%E8%88%88%E6%A8%93102%E6%9C%83%E8%AD%B0%E5%AE%A4%E4%B8%BB%E8%BE%A6%E5%8F%B0%E5%8D%97%E5%B8%8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81%AF%E7%9B%9F%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3466929533388554/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361303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01260


(4)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2021水庫乾涸見底的世界水資源日 環團籲珍惜水資源拯救缺水危

機

https://ne-np.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

%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7%BC%BA%E6%B0%B4%E6%98%AF%E7

%B3%A7%E9%A3%9F%E5%9C%8B%E5%AE%89%E5%A4%A7%E5%95%8F%E9%A1%8C%E5%B7%A5%E6%A5%AD%E5

%A6%82%E4%BD%95%E5%85%B1%E9%AB%94%E6%99%82%E8%89%B1 

 

4.2021/03/19 媒體報導 

(1) 府城人與新聞網  2021 水庫乾涸見底的世界水資源日 環團籲珍惜水資源拯救缺水危機 

https://tainantalk.com/20210319-10/ 

 

(2) 自由時報 水庫乾涸見底 環團籲珍惜水資源拯救缺水危機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472166 

 

(3) 台灣好新聞(yahoo新聞) 水庫乾涸見底 台南環團籲拯救缺水危機 

https://tw.news.yahoo.com/%E6%B0%B4%E5%BA%AB%E4%B9%BE%E6%B6%B8%E8%A6%8B%E5%BA%95-

%E5%8F%B0%E5%8D%97%E7%92%B0%E5%9C%98%E7%B1%B2%E6%8B%AF%E6%95%91%E7%BC%BA%E6%B0%B4

%E5%8D%B1%E6%A9%9F-080120123.htmlhttps://ssur.cc/5znQkXL 

 

(4) 新浪新聞水 庫乾涸見底 台南環團籲拯救缺水危機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10319/37945846.html 

 

(5)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FB  2021 世界水資源日：珍惜水資源，拯救缺水危機北部記者會直

播 

https://www.facebook.com/hsinchu.drink/videos/2021-%E4%B8%96%E7%95%8C%E6%B0%B4%E8

%B3%87%E6%BA%90%E6%97%A5%E7%8F%8D%E6%83%9C%E6%B0%B4%E8%B3%87%E6%BA%90%E6%8B%AF%E6

%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E5%8C%97%E9%83%A8%E8%A8%98%E8%80%85%E6

%9C%83%E7%9B%B4%E6%92%AD%E8%A8%98%E8%80%85%E6%9C%83%E6%91%98%E8%A6%811993%E5%B9%B

43%E6%9C%8818%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7%92%B0%E5%A2%83%E8%88%87%E7%9

9%BC%E5%B1%95%E6%9C%83%E8%AD%B0%E6%B1%BA%E8%AD%B0%E8%A8%82%E5%AE%9A%E6%AF%8F%E5%B

9%B43%E6%9C%8822%E6%97%A5%E7%82%BA%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

6%97%A5%E8%81%AF%E5%90%88%E5%9C%8B%E4%BB%8A%E5%B9%B4%E4%B8%BB%E8%A8%B4%E6%B1%82/2

64678295238642/ 

 

(6) 苦勞網 2021 水庫乾涸見底的世界水資源日 珍惜水資源，拯救缺水危機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5426 

 

(7)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網頁  2021 水庫乾涸見底的世界水資源日珍惜水資源，拯救

缺水危機 

https://www.twwpu.org.tw/?m1=article&ak=11&artid=795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__tn__=kC
https://ne-np.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7%BC%BA%E6%B0%B4%E6%98%AF%E7%B3%A7%E9%A3%9F%E5%9C%8B%E5%AE%89%E5%A4%A7%E5%95%8F%E9%A1%8C%E5%B7%A5%E6%A5%AD%E5%A6%82%E4%BD%95%E5%85%B1%E9%AB%94%E6%99%82%E8%89%B1
https://ne-np.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7%BC%BA%E6%B0%B4%E6%98%AF%E7%B3%A7%E9%A3%9F%E5%9C%8B%E5%AE%89%E5%A4%A7%E5%95%8F%E9%A1%8C%E5%B7%A5%E6%A5%AD%E5%A6%82%E4%BD%95%E5%85%B1%E9%AB%94%E6%99%82%E8%89%B1
https://ne-np.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7%BC%BA%E6%B0%B4%E6%98%AF%E7%B3%A7%E9%A3%9F%E5%9C%8B%E5%AE%89%E5%A4%A7%E5%95%8F%E9%A1%8C%E5%B7%A5%E6%A5%AD%E5%A6%82%E4%BD%95%E5%85%B1%E9%AB%94%E6%99%82%E8%89%B1
https://ne-np.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videos/%E7%BC%BA%E6%B0%B4%E6%98%AF%E7%B3%A7%E9%A3%9F%E5%9C%8B%E5%AE%89%E5%A4%A7%E5%95%8F%E9%A1%8C%E5%B7%A5%E6%A5%AD%E5%A6%82%E4%BD%95%E5%85%B1%E9%AB%94%E6%99%82%E8%89%B1
https://tainantalk.com/20210319-10/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472166
https://tw.news.yahoo.com/%E6%B0%B4%E5%BA%AB%E4%B9%BE%E6%B6%B8%E8%A6%8B%E5%BA%95-%E5%8F%B0%E5%8D%97%E7%92%B0%E5%9C%98%E7%B1%B2%E6%8B%AF%E6%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08012012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0%B4%E5%BA%AB%E4%B9%BE%E6%B6%B8%E8%A6%8B%E5%BA%95-%E5%8F%B0%E5%8D%97%E7%92%B0%E5%9C%98%E7%B1%B2%E6%8B%AF%E6%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08012012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0%B4%E5%BA%AB%E4%B9%BE%E6%B6%B8%E8%A6%8B%E5%BA%95-%E5%8F%B0%E5%8D%97%E7%92%B0%E5%9C%98%E7%B1%B2%E6%8B%AF%E6%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080120123.html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10319/37945846.html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__tn__=kC
https://www.facebook.com/hsinchu.drink/videos/2021-%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7%8F%8D%E6%83%9C%E6%B0%B4%E8%B3%87%E6%BA%90%E6%8B%AF%E6%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E5%8C%97%E9%83%A8%E8%A8%98%E8%80%85%E6%9C%83%E7%9B%B4%E6%92%AD%E8%A8%98%E8%80%85%E6%9C%83%E6%91%98%E8%A6%811993%E5%B9%B43%E6%9C%8818%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7%92%B0%E5%A2%83%E8%88%87%E7%99%BC%E5%B1%95%E6%9C%83%E8%AD%B0%E6%B1%BA%E8%AD%B0%E8%A8%82%E5%AE%9A%E6%AF%8F%E5%B9%B43%E6%9C%8822%E6%97%A5%E7%82%BA%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4%BB%8A%E5%B9%B4%E4%B8%BB%E8%A8%B4%E6%B1%82/264678295238642/
https://www.facebook.com/hsinchu.drink/videos/2021-%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7%8F%8D%E6%83%9C%E6%B0%B4%E8%B3%87%E6%BA%90%E6%8B%AF%E6%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E5%8C%97%E9%83%A8%E8%A8%98%E8%80%85%E6%9C%83%E7%9B%B4%E6%92%AD%E8%A8%98%E8%80%85%E6%9C%83%E6%91%98%E8%A6%811993%E5%B9%B43%E6%9C%8818%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7%92%B0%E5%A2%83%E8%88%87%E7%99%BC%E5%B1%95%E6%9C%83%E8%AD%B0%E6%B1%BA%E8%AD%B0%E8%A8%82%E5%AE%9A%E6%AF%8F%E5%B9%B43%E6%9C%8822%E6%97%A5%E7%82%BA%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4%BB%8A%E5%B9%B4%E4%B8%BB%E8%A8%B4%E6%B1%82/264678295238642/
https://www.facebook.com/hsinchu.drink/videos/2021-%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7%8F%8D%E6%83%9C%E6%B0%B4%E8%B3%87%E6%BA%90%E6%8B%AF%E6%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E5%8C%97%E9%83%A8%E8%A8%98%E8%80%85%E6%9C%83%E7%9B%B4%E6%92%AD%E8%A8%98%E8%80%85%E6%9C%83%E6%91%98%E8%A6%811993%E5%B9%B43%E6%9C%8818%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7%92%B0%E5%A2%83%E8%88%87%E7%99%BC%E5%B1%95%E6%9C%83%E8%AD%B0%E6%B1%BA%E8%AD%B0%E8%A8%82%E5%AE%9A%E6%AF%8F%E5%B9%B43%E6%9C%8822%E6%97%A5%E7%82%BA%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4%BB%8A%E5%B9%B4%E4%B8%BB%E8%A8%B4%E6%B1%82/264678295238642/
https://www.facebook.com/hsinchu.drink/videos/2021-%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7%8F%8D%E6%83%9C%E6%B0%B4%E8%B3%87%E6%BA%90%E6%8B%AF%E6%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E5%8C%97%E9%83%A8%E8%A8%98%E8%80%85%E6%9C%83%E7%9B%B4%E6%92%AD%E8%A8%98%E8%80%85%E6%9C%83%E6%91%98%E8%A6%811993%E5%B9%B43%E6%9C%8818%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7%92%B0%E5%A2%83%E8%88%87%E7%99%BC%E5%B1%95%E6%9C%83%E8%AD%B0%E6%B1%BA%E8%AD%B0%E8%A8%82%E5%AE%9A%E6%AF%8F%E5%B9%B43%E6%9C%8822%E6%97%A5%E7%82%BA%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4%BB%8A%E5%B9%B4%E4%B8%BB%E8%A8%B4%E6%B1%82/264678295238642/
https://www.facebook.com/hsinchu.drink/videos/2021-%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7%8F%8D%E6%83%9C%E6%B0%B4%E8%B3%87%E6%BA%90%E6%8B%AF%E6%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E5%8C%97%E9%83%A8%E8%A8%98%E8%80%85%E6%9C%83%E7%9B%B4%E6%92%AD%E8%A8%98%E8%80%85%E6%9C%83%E6%91%98%E8%A6%811993%E5%B9%B43%E6%9C%8818%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7%92%B0%E5%A2%83%E8%88%87%E7%99%BC%E5%B1%95%E6%9C%83%E8%AD%B0%E6%B1%BA%E8%AD%B0%E8%A8%82%E5%AE%9A%E6%AF%8F%E5%B9%B43%E6%9C%8822%E6%97%A5%E7%82%BA%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4%BB%8A%E5%B9%B4%E4%B8%BB%E8%A8%B4%E6%B1%82/264678295238642/
https://www.facebook.com/hsinchu.drink/videos/2021-%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7%8F%8D%E6%83%9C%E6%B0%B4%E8%B3%87%E6%BA%90%E6%8B%AF%E6%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E5%8C%97%E9%83%A8%E8%A8%98%E8%80%85%E6%9C%83%E7%9B%B4%E6%92%AD%E8%A8%98%E8%80%85%E6%9C%83%E6%91%98%E8%A6%811993%E5%B9%B43%E6%9C%8818%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7%92%B0%E5%A2%83%E8%88%87%E7%99%BC%E5%B1%95%E6%9C%83%E8%AD%B0%E6%B1%BA%E8%AD%B0%E8%A8%82%E5%AE%9A%E6%AF%8F%E5%B9%B43%E6%9C%8822%E6%97%A5%E7%82%BA%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4%BB%8A%E5%B9%B4%E4%B8%BB%E8%A8%B4%E6%B1%82/264678295238642/
https://www.facebook.com/hsinchu.drink/videos/2021-%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7%8F%8D%E6%83%9C%E6%B0%B4%E8%B3%87%E6%BA%90%E6%8B%AF%E6%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E5%8C%97%E9%83%A8%E8%A8%98%E8%80%85%E6%9C%83%E7%9B%B4%E6%92%AD%E8%A8%98%E8%80%85%E6%9C%83%E6%91%98%E8%A6%811993%E5%B9%B43%E6%9C%8818%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7%92%B0%E5%A2%83%E8%88%87%E7%99%BC%E5%B1%95%E6%9C%83%E8%AD%B0%E6%B1%BA%E8%AD%B0%E8%A8%82%E5%AE%9A%E6%AF%8F%E5%B9%B43%E6%9C%8822%E6%97%A5%E7%82%BA%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4%BB%8A%E5%B9%B4%E4%B8%BB%E8%A8%B4%E6%B1%82/264678295238642/
https://www.facebook.com/hsinchu.drink/videos/2021-%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7%8F%8D%E6%83%9C%E6%B0%B4%E8%B3%87%E6%BA%90%E6%8B%AF%E6%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E5%8C%97%E9%83%A8%E8%A8%98%E8%80%85%E6%9C%83%E7%9B%B4%E6%92%AD%E8%A8%98%E8%80%85%E6%9C%83%E6%91%98%E8%A6%811993%E5%B9%B43%E6%9C%8818%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7%92%B0%E5%A2%83%E8%88%87%E7%99%BC%E5%B1%95%E6%9C%83%E8%AD%B0%E6%B1%BA%E8%AD%B0%E8%A8%82%E5%AE%9A%E6%AF%8F%E5%B9%B43%E6%9C%8822%E6%97%A5%E7%82%BA%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4%BB%8A%E5%B9%B4%E4%B8%BB%E8%A8%B4%E6%B1%82/264678295238642/
https://www.facebook.com/hsinchu.drink/videos/2021-%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7%8F%8D%E6%83%9C%E6%B0%B4%E8%B3%87%E6%BA%90%E6%8B%AF%E6%95%91%E7%BC%BA%E6%B0%B4%E5%8D%B1%E6%A9%9F%E5%8C%97%E9%83%A8%E8%A8%98%E8%80%85%E6%9C%83%E7%9B%B4%E6%92%AD%E8%A8%98%E8%80%85%E6%9C%83%E6%91%98%E8%A6%811993%E5%B9%B43%E6%9C%8818%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7%92%B0%E5%A2%83%E8%88%87%E7%99%BC%E5%B1%95%E6%9C%83%E8%AD%B0%E6%B1%BA%E8%AD%B0%E8%A8%82%E5%AE%9A%E6%AF%8F%E5%B9%B43%E6%9C%8822%E6%97%A5%E7%82%BA%E4%B8%96%E7%95%8C%E6%B0%B4%E8%B3%87%E6%BA%90%E6%97%A5%E8%81%AF%E5%90%88%E5%9C%8B%E4%BB%8A%E5%B9%B4%E4%B8%BB%E8%A8%B4%E6%B1%82/264678295238642/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5426
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B0%B4%E8%B3%87%E6%BA%90%E4%BF%9D%E8%82%B2%E8%81%AF%E7%9B%9F-513541995390375/?__tn__=kC
https://www.twwpu.org.tw/?m1=article&ak=11&artid=795


5.2021/11/26 媒體報導 

(1)公民行動 消防泡沫氟 PFAS 廢液排放恐造成水污染 要求消防署針對 PFAS因應管理 

https://www.civilmedia.tw/event/%E3%80%90%E6%8E%A1%E8%A8%AA%E9%80%9A%E7%9F%A5%E3%

80%91%E6%B6%88%E9%98%B2%E6%B3%A1%E6%B2%AB%E6%B0%9Fpfas%E5%BB%A2%E6%B6%B2%E6%8E%92

%E6%94%BE%E6%81%90%E9%80%A0%E6%88%90%E6%B0%B4%E6%B1%A1%E6%9F%93 

 

(2) 環境資訊中心 含氟消防泡沫毒性高 民間團體籲政府主動查驗、全面禁用 

https://e-info.org.tw/node/232872 

 

(3) 警政時報 驚！消防泡沫竟有毒｜環團要求消防署善盡主管機關之責 

影片說明：消防泡沫含有毒成份，消防設備測試噴灑泡沫後該如何回收處理?（影片轉載自

www.tiktok.com/@wei931931939） 

https://www.tcpttw.com/cover/2021/11/26/5625/ 

 

(4) 公視新聞網 含 PFAS等氟化表面活性劑 112年起禁用於消防滅火泡沫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55796 

 

(5)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網站  消防泡沫氟 PFAS!廢液排放造成水污染流入河川、海洋生物如

何活]??要求消防署針對 PFAS 如何因應管理? 

https://www.twwpu.org.tw/?m1=article&ak=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