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度「高屏溪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

「106年水資源教育宣導暨健康重陽」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項次：第八款項次十 

子計畫名稱：「106年水資源教育宣導暨健康重陽」活動 

宣導列車：水資源教育 

執行單位：高雄市杉林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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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 106年水資源教育宣導暨健康重陽活動 

計畫類別 

■水資源教育活動（保護區內）： 

□社區活動 

□學校活動 

□宗教民俗活動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 

□水資源教育觀摩活動（保護區外） 

宣導列車 

■水資源保育專車： 

□節約用水 □LID □BMPs □人工溼地 □水污染防治 

□水土保持 ■水資源教育（含自來水管理） 

□環境教育專車： 

□水環境教育 □環保清潔劑 □生態旅遊 □永續觀光 

□自主防災專車： 

□水災防災社區 □水旱災災害潛勢 

□無毒農業專車： 

□自然農法 □有機栽培 □友善農業 □合理化施肥 □

有機液肥 □無毒行銷 □保育社區 

□政令宣導：  

執行單位 

■公所自辦 

□補助學校：  

□補助立案團體：  

主 持 人 曾勇清 聯 絡 人 張卉中 

聯絡地址 高雄市杉林區上平里山仙路 6 號 

聯絡電話 07-6771340-234 傳真電話 07-6772874 

實施期程 106 年 10 月 21 日 辦理地點 
大愛園區活動中心及周邊

道路 

預算金額 

回饋費：100,000 

自籌款： 

其他： 

合計：100,000 

支出金額 

回饋費：99,698 

自籌款： 

其他： 

合計：99,698 

預計人數 2000 實際人數 1400 

備註 

■按原計畫執行 

□修正計畫內容：（說明修正原因、調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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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成果 

一、計畫摘要 

臺灣地處北迴歸線帶屬海島型氣候，夏潮冬旱，且山高河短，山林

地過度開發致涵水量少且流失快、河道陡且短蓄水不易，夏季雨量豐

沛，時會氾濫成災，冬季乾旱雨量不足致使民生、農業、工業用水捉

襟見肘，須靠夏季水庫儲水供應及配合（1）農業短期休耕（2）工業

限水（3）民生節水（4）抽取地下水補水源不足之措施，是故「水是

萬物生命的源頭」水資源保護乃全民共有之責任無人能置之度外，對

民眾教育及宣導水資源之重要性乃政府施政一大課題。 

本區地處山區出口處，旗山溪中游地帶，屬水資源保護區，大高雄

都會區佰萬人飲用水源之一，故應教育本地民眾如何保護旗山溪不受

污染，以道德心為中，積德為實，長期接觸性的宣導教育區民，習慣

變自然後昇華成內在使命。爰透過敬老尊長重陽節慶活動之舉辦，在

弘揚崇老美德，提倡正確老人育樂休閒活動，鼓勵銀髮長輩走出戶外，

享受溫馨歡聚氣氛的同時，宣導本區水資源環境空間之永續利用，需

要各位民眾的配合與參與，期在「節流與開源」及「保育與開發」間

尋求平衡，以提高用水效率及品質，並積極研發多元化的水資源替代

開發方式，加強河川逕流開發使用效率，達到水資源永續發展之最終

目的。 

宣導如下： 

（一）橡膠、塑膠、玻璃等不腐爛之瓶罐桶確實回收處理，不要閒置

於屋外或田野，避免雨季漂流入河。 

（二）農藥罐、工業用油桶、藥劑桶應妥善擱置，避免傾倒、滲漏致

污染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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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藥噴灑要遵守政府規定範圍內。 

（四）大雨季節河水暴漲，發現化學、油罐車輛進入本區河主、支流

附近時，應馬上通知警方前往查察，嚴防傾洩有毒液體入河。 

（五）遵守不破壞就是最好的保護。讓南梓仙溪水經過杉林區段變的

更清澈乾淨流入旗山區段，沿溪各區段以上述維護水源，讓市民

有乾淨水可飲用。 

二、計畫目的 

（一）宣導重視水資源保育、珍惜水資源及水資源之重要性、留給後

代子孫美好環境之教育概念。 

（二）活動內容以舞台表演、政令宣導、趣味休閒等方式進行，鼓勵

本區長輩參加，歡迎民眾扶老攜幼共同歡慶重陽，聯繫社區民

眾彼此間情誼，凝聚社區共識，共同保育水源區。 

三、工作內容 

（一）邀請本區清潔隊資源回收及節能減碳宣導、衛生所流感疫苗施

打、旗山分局防詐騙宣導及消防分隊防火宣導等多元化的福利

服務，滿足民眾需求。 

（二）結合旗山醫院辦理肝篩、口腔篩檢、中醫義診、骨質密度檢測

等健康檢查項目，照護長輩健康。 

（三）邀請社區各團體準備精采節目，載歌載舞逗現場長輩開心，並

請社區志工共襄盛舉協助服務長輩，聯繫里民彼此間的情誼，

促進社交生活。 

（四）本區區長邀集社會各界善心人士與團體認桌，於活動後備有 175

桌之午餐饗宴，長輩們可憑餐會入場券入席同歡，讓銀髮長輩

聯繫彼此情誼，享受溫馨歡聚氣氛。 

（五）透過重陽敬老活動之舉行，不但讓長輩們擁有歡聚難忘的回憶，

並藉此宣導民眾確實做好水資源保育，讓後輩子孫有好水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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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亦有保護地球的重大意義，寄以寓教於樂方式使民眾對於水

資源有更進一步的理解與觀念，期透過民眾們的支持與配合，

使水資源能夠永續發展下去，留給下一代良好的水資源可以使

用。 

四、計畫人力 

（一）計畫主持人 

本案計畫主持人為杉林區公所社會課曾課長勇清。 

（二）工作團隊人員名單、分組及其負責工作項目 

組 別 姓 名 工 作 項 目 

總指揮  鍾區長炳光 統籌活動各項事務 

總協調 劉主秘貴貞 協助全場運作 

機動組 
組長－社會課

課長曾勇清  
綜理會場運作及危機處理 

報到及壽桃兌

換組 

組長－會計室

主任宋美玓 
給與長輩壽桃與餐券 

表演及攝影組 
組長－農業課

課長顏伶娟 
活動拍照、舞台表演順序確認 

引導組 
組長－民政課

課長陳建設 
引導民眾入座 

貴賓接待組 
組長－民政課

課員林芳珠 

來賓、志工、表演單位報到，

發放水資源宣導摺頁 

交通指揮組 
組長－經建課

課長朱國棟 
協助會場入口交通指揮服務 

 

（三）動員或參與之志工、團隊等 

社區志工、社區巡守隊。 

 

五、經費運用 

 



 5 

（一）經費分攤表 

經 費 來 源 
計 畫 經 費 實 支 經 費 

金 額 % 金 額 % 

水源保與回饋費 100,000 100% 99,698 99.7% 

自籌款     

其他補助經費     

總經費 100,000 元 99,698 元 

 

（二）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支用明細 

支 用 項 目 用 途 說 明 
合 計 

金 額 % 

印刷費 邀請卡之設計、印刷 9000 9 

主持人 主持全場活動 1500 1.5 

講師費 水資源教育宣導 1600 1.6 

表演費 
邀請本區社區發展協會或

社團表演 
9000 9 

場地佈置 

舞台背板、地毯、關東旗、

攤位帳棚、攤位牌(8個

里、報到處及服務台)等佈

置物品、裝置之設計及輸

出 

45300 45.4 

胸花 含名條 3000 3 

音響租金 
音響用品、麥克風、發電

機 
13000 13 

茶水 礦泉水 450 0.5 

保險 
含參加人員、來賓及工作

人員 
9878 10 

水資源宣導 彩色印刷 1770 1.8 

便當費 工作人員、志工便當 5200 5.2 

合計  99,698 100 

六、宣導列車 

（一）橡膠、塑膠、玻璃等不腐爛之瓶罐桶確實回收處理，不要閒置

於屋外或田野，避免雨季漂流入河。 

（二）農藥罐、工業用油桶、藥劑桶應妥善擱置，避免傾倒、滲漏致

污染水源。 

（三）農藥噴灑要遵守政府規定範圍內。 

（四）大雨季節河水暴漲，發現化學、油罐車輛進入本區河主、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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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時，應馬上通知警方前往查察，嚴防傾洩有毒液體入河。 

（五）遵守不破壞就是最好的保護。讓南梓仙溪水經過杉林區段變的

更清澈乾淨流入旗山區段，沿溪各區段以上述維護水源，讓市民

有乾淨水可飲用。 

七、執行情形 

（一）實施期程：106 年 10 月 21 日上午上午 08：00~11：10 

（二）辦理地點：大愛園區活動中心及周邊道路 

（三）活動照片：（檢附 4 張活動照片） 

照片 1 

 

水資源講師宣導水資源重要性 

照片 2 

 

水資源講師宣導水資源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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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長官致詞並宣導重視水源保育 

照片 4 

 

向民眾宣導珍惜水資源並發送宣導 DM 

八、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無 

 

參、績效評估 

一、量化分析 

（一）參加人數分析： 

與會對象為本區民眾，請民眾鼓勵家中長輩走出戶外，計約有

1400 人共襄盛舉。 

（二）活動內容： 

以水資源政令宣導、舞台表演、趣味休閒等方式進行，鼓勵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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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參加，歡迎民眾扶老攜幼共同歡慶重陽，聯繫社區民眾彼此

間情誼，凝聚社區共識，共同保育水源區，活動內容： 

1.除了水資源政令宣導並邀請本區清潔隊資源回收及節能減碳宣

導、衛生所流感疫苗施打、旗山分局防詐騙宣導及消防分隊防

火宣導等多元化的福利服務，滿足民眾的需求。 

2.結合旗山醫院辦理肝篩、口腔篩檢、中醫義診、骨質密度檢測

等健康檢查項目，照護長輩健康。 

3. 邀請社區各團體準備精采節目，載歌載舞逗現場長輩開心，並

請社區志工共襄盛舉協助服務長輩，聯繫里民彼此間的情誼，

促進社交生活。 

4. 透過重陽敬老活動之舉行，不但讓長輩們擁有歡聚難忘的回

憶，並藉此宣導民眾確實做好水資源保育，讓後輩子孫有好水

可使用亦有保護地球的重大意義，寄以寓教於樂方式使民眾對

於水資源有更進一步的理解與觀念，期透過民眾們的支持與配

合，使水資源能夠永續發展下去，留給下一代良好的水資源可

以使用。 

（三）教材或宣導品： 

A4 彩色宣傳單。 

（四）成效調查： 

水資源宣導活動執行後未有不滿意或建議事項等之陳情案件。 

 

二、質化分析 

項 目 自 我 評 估 

參 

與 

人 

員 

1.水資源議題的迴響 本區屬水資源保護區，應教育本地民眾如何保護旗山

溪不受污染，藉由活動型態、寓教於樂方式使民眾對

於水資源有更進一步的理解與觀念。 

2.環境保護的踐行 宣揚高屏溪水質水量保護區之重要水資源保育觀念，

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妥善運用水源，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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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浪費。 

3.宣導列車學習成效 每年度起動防災機制，準備防災物資及定期土石流演

練，鼓勵員工每年學習一定時數之環境教育課程，杜

絕水污染，及採用節約用水措施。 

4.社會影響 教育社區友善環境，促進社區和諧，長期接觸性的宣

導教育本區民眾，秉持道德心與公德心，讓民眾習慣

變自然後形成心中理念。 

5.其他效益 減少碳排放量、提高能源或資源利用、瞭解水源保育

與回饋費立法精神、認同計畫執行成果。 

執 

行 

單 

位 

6.執行單位運作能力的

提升 

由本課主辦活動、公所各課室同仁及各里辦公處、社

區發展協會協助辦理，請課室主管擔任各項職責分工

項目之組長，於活動進行中督促所管組員積極參與。

本活動以舞台表演、政令宣導、趣味休閒等方式進行，

並邀請本區鄰近機關團體共襄盛舉，並結合旗山醫院

辦理健康檢查以照護民眾健康，計有杉林消防分隊、

市府環保局杉林清潔隊、旗山分局與杉林分駐所、杉

林衛生所等贊助支持，活動中邀請本轄社區民眾登台

表演，一同歡樂。 

7.資源動員、管理、檢

討能力的提升 

本所近四分之三人力皆投入本活動，並有外部機關團

體與會共襄盛舉，活動地點訂於本區大愛園區活動中

心及周邊道路，交通便利。本案派有工作人員全程拍

照，依計畫執行及辦理核銷，並上網公告活動辦理之

成果。 

8.文化傳承與經濟效益 提昇本區水源保護區居住環境品質、居民公益福利事

項及促進觀光產業繁榮發展。 

9.平等促進 邀請市府環保局清潔隊出席活動攤位，宣導落實垃圾

分類、資源回收、節約能源。 

會場中有 12 位社區志工：7 位巡守隊志工協助交通引

導、5 位大愛社區志工協助會場內民眾需求，並不時

分發水資源傳單宣導。 

10.外部效益與內部控

制 

妥善運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提昇本區水源保護區居住

環境品質，以有效落實不浪費、不污染、珍惜水資源

為政策目標。 

 

肆、檢討與後續改進措施 

一、成效檢討： 

妥善運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提昇本區水源保護區居住環境品質、居民

公益福利事項及促進觀光產業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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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剖析： 

執行成果與原先計畫目的無落差。 

三、後續改進措施： 

無。 

伍、佐證資料 

一、計畫成案： 

依據本所 106年 9月 8日高市杉區社字第 10630829900號函暨市府水利

局 106年 9月 11日高市水利字第 10635833100號函。 

二、活動公告： 

本案活動對象為本區民眾，印製邀請卡請本所各里幹事協助發送，並請

里、鄰長協助宣傳。 

三、執行狀況： 

順利執行完畢（詳如活動照片）。 

四、媒體報導： 

真晨報、民眾日報等 3 家平面媒體刊登，台灣時報、聯合新聞網、今日

新聞、Pchome 新聞、Hinet 新聞、Yahoo 新聞等多家電子媒體刊登。 

五、宣導成效： 

（一）長期潛移默化地宣導教育區民，每一滴水的珍貴與重要，邀請水

資源講師蘇文華講授宣導水源保育之重要性，藉由講師生動活潑的

授課內容，讓在地居民習慣變自然後昇華成內在使命，進而達到水

源保育之永續使用。 

（二）增強健康在地老化，以多元化福利服務方式，達成敬老尊老崇老

傳承精神。 

六、經費運用： 

詳核銷文件。 

七、其他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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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核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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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講師授課 

 

水資源講師授課 

 

區長宣導水資源重要與祝福現場民眾重陽

節快樂 

 

區長宣導水資源重要與祝福現場民眾重陽

節快樂 

 

現場長官宣導珍惜水資源 

 

活動充氣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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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眾宣導珍惜水資源並發送宣導 DM 

 

向民眾宣導珍惜水資源並發送宣導 DM 

 

社區團體表演 

 

社區團體表演 

 

社區團體表演 

 

各界慈善團體贊助餐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