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局在地諮詢小組設置及作業注意事項
一、 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規範所屬各河川局(以下簡稱
河川局)設置在地諮詢小組(以下簡稱諮詢小組)及其作業方式，
以加強轄區內各項計畫之民眾參與，監督各項溝通活動執行成效，
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本注意事項所稱民眾，指在地居民或民間團體。
三、 本注意事項所稱溝通活動，指河川局為執行各項計畫所辦理之地
方說明會、協調會、座談會、工作坊、現場勘查等邀請民眾參與
之活動。
四、 本注意事項所稱轄區，除各河川局所轄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及
海岸轄區外，並包括委託代辦或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計畫，
依縣市區分如下：
第一河川局：宜蘭縣、連江縣
第二河川局：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第三河川局：臺中市、南投縣
第四河川局：彰化縣
第五河川局：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第六河川局：臺南市、高雄市
第七河川局：屏東縣、澎湖縣
第八河川局：臺東縣、金門縣
第九河川局：花蓮縣
第十河川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五、 河川局應成立諮詢小組，其組成及召開會議形式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 置委員七人至十四人(含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召集人一人，由
河川局局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河川局副局長兼任；其餘委
員由河川局聘請下列人員擔任之：
1. 由轄區內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首長指派機關代表一人至四
人。

2. 水利、水土保持、生態景觀、都市計畫、環境保護及其他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二至四人。
3. 民間團體代表二至四人。
(二) 諮詢小組委員任期二年。
(三) 河川局另應建立人才資料庫名單，且每二年更新一次。
(四) 諮詢小組召開會議時，得依會議討論議題性質，以自人才資料
庫挑選或另外自行遴選方式，增加邀請專家數人參與會議討論。
(五) 會議由召集人邀集召開並主持，召集人如無法出席，得由副召
集人主持會議；如均無法出席，得由召集人指派機關內適當人員
代理主持會議。
(六) 諮詢小組委員除本署及所屬機關代表外，均為外聘委員，出席
外聘委員或河川局依第四款邀請之專家得依照「中央政府各機關
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之規定支領必要之費用。
(七) 第一款第三目規定之民間團體可參考附表一「臺灣河川社群名
錄」，並優先聘用在地人才。
六、 諮詢小組任務如下：
(一) 聽取河川局各項計畫主要工作及相關溝通活動辦理情形，並提
供意見。
(二) 協調整合民眾在地需求及意見，納入各項計畫推動參考。
(三) 河川局各項計畫執行期間，外界關切、重大案件或民眾異議之
意見諮詢及協調事項。
(四) 其他本署交付之意見諮詢及協調事項。
七、 諮詢小組會議以每年召開二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八、 諮詢小組運作注意事項如下：
(一) 諮詢小組會議除邀請諮詢小組委員及專家外，得邀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相關業務單位參加，並得依照每次會議擬討論項目另
邀請涉及之市區排水、農田水利、農糧(漁)業、都市計畫、環境
保護等其他相關單位及民眾參加。
(二) 河川局應於諮詢小組會議中報告各項計畫主要工作及相關溝通
活動辦理情形。
(三) 河川局針對外界關切、屬重大案件、或民眾提出異議計畫內容，

得提報諮詢小組討論，聽取意見並提供機關決策參考。
(四) 河川局得邀請轄區直轄市、縣(市)政府報告受委託代辦或受補
助計畫之主要工作及相關溝通活動辦理情形。
(五) 諮詢小組委員及與各單位所提出意見，河川局應錄案列表追蹤
辦理情形。
九、 河川局可視計畫推動情形，邀請諮詢小組委員參與各計畫所辦理
之溝通活動。
十、 河川局應指定單一溝通窗口(業務主管及主辦各一人)，彙整地方
民情回應，於諮詢小組會議彙報溝通結果及辦理情形；必要時並
得設立個案機關溝通窗口，以加強溝通。
十一、 河川局應將溝通窗口名單，連同諮詢小組委員名單 (格式如附
表二)報本署備查，人員異動時亦同。
十二、 河川局應於全球資訊網成立在地諮詢小組專區，並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及個人資訊保護法將以下資訊公開：
(一) 本署諮詢小組相關法規。
(二) 各項計畫名稱、核定工程內容摘要。
(三) 諮詢小組會議紀錄、會議相關資料、及辦理情形表(格式如附表
三)。
(四) 諮詢小組委員名單、溝通窗口名單及人才資料庫名單。

附表一、臺灣河川社群名錄

第一河川局管轄範圍內河川社群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組織

宜蘭社區大學
蘭陽溪、羅東溪、冬山河、雙連埤河川巡守、 荒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
溼地經營
羅東社區大學
羅東新群社區發展協會
國土規劃（森林與水資源）
、環境政策
台灣環境保聯盟宜蘭分會
、再生能源
推動全台千里步道建置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宜蘭工作室
防災科技、水資源管理
國立宜蘭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環境教育

國立宜蘭大學人文暨科學教育中心

資源保育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景觀改善、景觀教育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第二河川局管轄範圍內河川社群（含北區水資源局內河川社群）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桃園地區河川教育
濱海生態、河川教育、棲地維護
新竹客雅溪守護
成立茄苳溪河川巡守志工隊，與武陵高中合作
維護茄苳溪水質及溪旁生態、觀音藻礁
桃園地區河川教育
桃園地區河川教育
桃園地區河川教育
社區營造、桃園地區環境教育
社區營造、桃園地區河川教育
埤塘、南崁溪 倡議、行動
大堀村段、藍埔村段及大堀溪支流
河川巡守
河川巡守
河川巡守
河川巡守
河川巡守
認養街道、河川巡守
河川巡守
龜崙嶺山、河川巡守
新竹頭前溪、客雅溪生態調查與環境教育
推動竹東圳生態導覽、溪流與環境教育
整合高等教育資源分享，研究資訊科技與社會

組織
桃園縣新楊平社區大學
荒野保護協會桃園分會
客雅溪守護聯盟
桃園縣環境保護協會
桃園縣八德社區大學
桃園縣桃園社區大學
桃園縣中壢社區大學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大嵙崁環境永續發展
基金會
桃園縣大溪鎮愛鎮協會
大堀溪文化協會
大堀溪生態保育協會河川巡守隊
忠義里河川巡守志工隊
南榮社區發展協會
菓林村河川巡守志工隊
大園村河川巡守志工隊
員本里河川巡守志工隊
楊梅里河川巡守志工隊
上田里河川巡守志工隊
龜崙嶺環保愛鄉協會
新竹縣關西鎮田野工作協會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新竹市青草湖社區大學發展協會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相關議題、頭前溪、客雅溪河川巡守。
鳳山溪河川教育
地區河川教育
頭前溪、客雅溪、隆恩圳與新竹各溪流河川教
育。
客雅溪流域
客雅溪、鳳山溪、頭前溪、竹東大圳 倡議、
行動
後龍溪河川教育
後龍溪河川教育
中港溪倡議、行動
環境保護

組織
新竹縣竹北社區大學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
新竹市竹塹社區大學
客雅溪保護聯盟
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
苗栗縣河川生態保育協會
苗栗社區大學
中港溪紅樹林環保人文聯盟
桃園在地聯盟、綠色陣線協會

第三河川局管轄範圍內河川社群（含中區水資源局、水利規劃試驗所內河川
社群）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地區河川教育

組織
臺中市屯社區大學

地區河川教育

臺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空污檢測
文史研究
筏子溪
筏子溪（惠來文化、台中學）、大甲溪（台中
學）
筏子溪（室內演講、戶外導覽、賞鳥季活動）
南屯溪、水碓聚落文史
濁水溪（國光石化）
、水資源利用、地下水

臺中市新環境促進會

關注筏子溪議題

萬和宮蔴芛文化館
社團法人臺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惠來遺址保護協會理事長、逢甲大學都
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鳥王工作室
台中市原鄉文化協會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中
分事務所

大甲溪、食水嵙溪、軟埤坑溪、白冷圳等護溪
大甲溪生態環境維護協會
巡守隊或生態資源調查解說
大甲溪、食水嵙白冷圳、筏子溪、石岡水壩（楓 臺灣生態學會
樹腳：農業水圳污染防治、成立農民巡守隊、
環保肥皂講師認證、禁介面活性劑污染水質推 臺中市新社區白冷圳社區總體營造促進
會
廣教育）
河川教育
生態教育、自然保育
各類生態教育
各類專題研討會、兩岸交流、防災中心委託勘
災及研究、經濟部水資源局委託志工培訓
愛護水資源教育宣導及解說員培訓、愛護水資
源教育宣導愛護水資源生活教育宣導活動等。
舊南屯溪、河川生態守護行動

台中市楓樹腳文化協會
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旱溪流域、筏子溪流域

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暨鄉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逢甲大學愛護水資源社
臺灣護樹團體聯盟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組織
土文化學會

關注中區水源安全與保護工作

臺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自然保育

社團法人台灣省野鳥協會

自然保育

社團法人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生態教育、自然保育

臺中市環保生態保育志工協會

濁水溪（國光石化）
、曾文溪（八八風災）
、海
臺灣生態學會/臺中市新環境促進會
水淡化廠取代大度攔河堰

第四河川局管轄範圍內河川社群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組織
濁水溪（國光石化）
、大肚攔河堰、彰工火力 綠色主張文化工作室
推行愛鄉運動；定期舉行反公害之旅；環保園
遊會；蒐集有關環保資料；促請企業主改善公 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
害
環境健康、河川渠道之重金屬排放標準議題關
彰化縣醫療界聯盟
注
國土規劃與河川治理、環境健康等議題
崙尾水道至大肚溪口關注臺灣白海豚重要棲
息地

要健康婆婆媽媽團彰化團
社團法人臺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溼地淨攤、推動濁水溪環境教育。
海岸濕地、河川教育、河川巡守/水質監測、
河岸社區營造、生態工法等。
福寶生態園區經營、彰工火力電廠、大肚溪、
濁水溪、彰化海岸、中科四期、環境教育、生
態旅遊、國光石化、棲地營造、空汙、台中火
力發電廠、風力發電、地層下陷、國家溼地、
海岸法、濕地法、白海豚、六輕、螻蛄蝦、事
業廢棄物、填海造陸、反東泰造紙廠、大城產
業園區、二林精密機械園區、彰南產業園區、
大城鷺鷥林
漢寶、大肚溪河川生態教育
東螺溪巡守

彰化市社區大學

有機蔬菜、部落產業推動
沿海養殖、濁水溪、六輕、關心沿海地區產業
發展與環境議題
濁水溪、農業、中科四期
彰化海岸、漁寮溪、二林溪、王功、彰化潮間
帶、國光石化、中科四期、國家濕地
彰化海岸、國光石化、中科四期、六輕、濁水
溪
六輕、國光石化、海岸、濁水溪、大肚溪、養
殖、白海豚
人文關懷、環境保護、教育發展

臺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

萍蓬草工作室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

彰化縣野鳥學會
彰化縣湖埔社大
雲林縣淺海養殖協會
反中科搶水自救會
芳苑鄉反污染自救會
大城鄉反汙染自救會
臺灣西海岸保育聯盟
彰化縣幸福媽媽協會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沿海養殖、濁水溪、六輕
湖山水庫、六輕、濁水溪
湖山水庫、六輕、濁水溪、白海豚
農業、灌溉流域、濁水溪、大肚溪、美濃

組織
雲林環境保護聯盟
雲林縣野鳥協會
臺灣永續聯盟
臺灣農村陣線

第五河川局管轄範圍內河川社群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組織

北港溪、華山溪、濁水溪、大湖口溪、華興溪、
臺灣永續聯盟
崁頭厝圳 倡議、白海豚
濁水溪、華興溪、石龜溪

雲林縣山線社區大學

濁水溪、華興溪、石龜溪

環球科技大學

湖山水庫、六輕、濁水溪

雲林縣野鳥協會

北港溪
雲嘉地區河川生態、水患治理、水資源永續利
用
水圳保存與活化、辦理水圳論壇
濁水溪、牛稠溪
河川教育
八掌溪生態調查、鳥類調查

雲林古坑華山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環境保護聯盟
嘉義市道將圳文化學會
嘉義市洪雅文化協會
嘉義市荒野保護協會
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野生動物研究室

第六河川局管轄範圍內河川社群（含南區水資源局內河川社群）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河川巡守、水質監測

組織
臺江分校小臺江巡守隊

大台南污染地圖網建置、二仁溪、嘉南大圳、鹽水
溪、安順大排河川巡守

臺南市社區大學研究發展學會

與第六河川局共同舉辦論壇討論河川工程問題
曾文溪、將軍溪、七股護沙行動
臺南土溝村社區營造、二輪中排水溝水質淨化、溼
地改造
民眾參與、河川整治、生態復育、水環境教育
民眾參與（關心議題不侷限在台南地區）
臺南市河川巡守隊培訓
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環境教育、生態旅遊
環境保護

曾文社區大學、真理大學
臺南市北門社區大學
臺南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
長榮大學河川保育中心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中華醫事科大水環境守護中心
真理大學生態觀光經營學系
台南市環境保護聯盟、台南市水資源保育聯
盟

第七河川局管轄範圍內河川社群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組織

高雄市綠色協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美濃愛鄉協進會
愛河、美濃河、後勁溪、典寶溪、曹公圳倡議、 美濃農村田野學會
行動
美濃水患自救聯盟
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
高雄市柴山會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組織
地球公民基金會
鳳邑赤山文史工作室
屏南社區大學
屏東環境保護聯盟
林仔邊文史工作室

林邊溪河川守護

高屏溪、枋山溪、東港溪、二峰圳、調查研究、
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倡議
環境保護與社區營造
高雄市舊鐵橋協會
萬年溪

屏北區社區大學、萬年溪保育協會
甲仙愛鄉協會
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尊懷活水人文協會
美濃農村田野協會

旗山溪
美濃水系

高雄市綠色協會

美濃河、曹公圳、倡議

社團法人高雄市美濃愛鄉協進會

澎湖地區水系

澎湖共生藻協會

四重溪

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第八河川局管轄範圍內河川社群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組織

入江溪倡議、行動

臺東縣卑南鄉富山村之刺桐【部落】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台東信託園區

臺東溪流倡議、行動
臺東溪流

財團法人原鄉部落重建文教基金會
臺東永續發展學會

臺東溪流關注、倡議、行動
台東溪流、海岸關注、倡議、行動
風飛沙、核廢料倡議、行動
有機農夫市集、倡議、行動
臺東溪流關注、倡議、行動、教育

臺東縣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
環保聯盟臺東分會
太麻里鄉香蘭社區發展協會
國立臺東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荒野保護協會臺東分會

第九河川局管轄範圍內流域社群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七星潭倡議、行動
馬太鞍溪、萬里溪、花蓮境內開發、鹿明溪（那
庫拉庫溪）
（秀姑巒溪水系）
海洋教育
木瓜溪倡議、行動

組織
環保聯盟花蓮分會
反萬里水力發電自救聯盟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慕谷慕魚護溪產業發展協會
花蓮環保工作促進會
花蓮鄉村社區大學
秀姑巒溪、馬太鞍溪、吉安大圳、萬里溪、黃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金峽谷、三棧南溪倡議、行動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組織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
花蓮縣秀林鄉三棧社區發展協會-布拉
旦社區

第十河川局管轄範圍內河川社群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搭建全國社區大學互動串聯平台
推動民眾參與水患治理監督
所有河川

組織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工程評估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關切土地與自然資源相關議題
推動全台步道系統串聯與建置
步道自然生態人文調查、導覽解說活動
倡導四分溪社區營造，推動社區文化的新觀
念與操作手法
河川復育、生態水利工程、水資源
關注全臺的濕地保育課題
培訓河川巡守志工培訓
以獨木舟進行台灣水域環境之探勘及記錄
進行上游地區封溪護魚的政策研究與追蹤調
查
運用體驗式學習的方法，進而擴展關懷、參
與社區的公共議題。
整合社區資源、發揚地方特色，提昇在地文
化。
拉庫拉庫溪自然文化、人文歷史。
亞太地區水利與水利、水資源、環境工程相
關領域之教育訓練工作
白海豚、河川開發、海岸開發
景美溪河川教育、關注河川公共議題
親子河川教育活動(如鴨鴨放流)
新店溪畔人工濕地生態復育，推廣環境教育
活動。
新店溪流域環境觀察、文史調查、影像紀錄
推廣社區教育文化活動，擴大社區服務、終
身學習。
環境教育、提倡環境永續
關注河川公共議題、定期聚會討論、河川巡
守
十八挖圳、北投磺溪的生態保育、水土保持
推動生態社區、環境保護
推動草山水道古蹟再利用

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

經營外雙溪溼地
結合社區資源及提升社區居民人文素養
淡水河、推動社區低碳生活

台北市士林社區大學
台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新北市淡水社區大學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台灣濕地學會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
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
台北市北投社區大學
新北市三鶯社區大學
臺灣土地倫理發展協會
國際水利環境研究院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台北動物園保育基金會
永和社區大學生態教育園區
新北市文史學會
新北市新店崇光社區大學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基隆河流域守護聯盟
新店溪流域守護聯盟
泉源社區發展協會
奇岩社區發展協會
草山生態文史聯盟

組織重點工作/關注議題

組織
萬華社區大學綠野仙蹤社
溼地（華江雁鴨公園、關渡溼地、五股溼地
臺北市野鳥學會
等）生態調查與水質監測、生態觀察
荒野保護協會
生態旅遊、環境教育推廣
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
臺灣多元文史與生態保育

新北市河川生態保育協會

提供環境議題資訊平台
都市開發、都市更新、歷史保存
環境教育的落實、擴大社會對永續環境議題
的關注和參與
建立社區人文關懷與美好人文環境。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鸚哥石夢想文化協會

附表二、第○河川局諮詢小組委員及溝通窗口基本資料(範例)
項目

姓名(或職稱)

所屬單位(機關)名稱

諮詢小組

張○○(會長)

荒野保護協會

委員名單

王○○(會長)

台灣生態學會

(範例)

李○○(教授)

逢甲大學水利系

單位(機關)聯絡電話

機關單一溝通窗口
(業務主管及主辦各一人)

機關個案 (規劃)溝通窗口
個案 1
個案 2
個案 3
機關個案 (治理工程)溝通窗口
個案 1
個案 2
個案 3

*本表相關欄位河川局可依業務性質自行調整。
*連絡電話以單位或機關公務電話為原則，如係公告個人手機號碼應先行徵詢本人
同意。

附表三、第○河川局諮詢小組會議辦理情形表(範例)
會議名稱

第○河川局諮詢小組第○次會議

會議日期

○年○月○日

會議地點

第○會議室

會議主持

○局長○○

人
參與委員
及相關單
位人員

單位名稱

姓名(含職
稱)

單位名稱

姓名(含職稱)

本次會議討論重點與結論
辦理情形

會議意見及結論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