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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水利工作的淵源
回顧一路走來的工作歷程，有兩個因緣際會使我進入水利署工作。第一，我
是民國 48 年八七水災的受難家屬。八七水災在中部地區的台中、烏日、彰化一
帶造成非常大的損失。那年我 3 歲，哥哥 4 歲，爸媽在烏日上班，大水切割了我
們住的村莊與爸媽上班的地方，所以他們回不來救我們。家裏只有一個生病在
床、無法行走的外祖母，兩個小孩也無力扶她下來。我們家隔壁住著一對新婚還
沒有小孩的夫妻，他們一手拿行李、一手將我們兩個小孩救出。也不曉得是不是
因為這樣，從小心裡隱隱約約對水患、水利工作產生使命感。第二個原因是在念
大學時，當時水利局局長洪炳麟也在中興大學兼課，大三開河川規劃、大四開防
洪工程，都是與治水有關的課程。我星期六都會去上課，從中聽到中部地區大里
溪的整治計畫。那時聽到的多半是這個計畫行政院遲遲未核定，所以無法實施。
等我真正進入水利局後，非常巧的，就是執行大里溪整治計畫。如果從回顧的立
場看我為何進入水利署工作，也許是因為八七水災無法帶出外祖母、房子被水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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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而產生的因緣與使命感。
研究所畢業、役畢、高考分發後，民國 72 年我到了台東水利局第八工程處。
這是我第一份水利工作，負責台灣東海岸的海岸侵蝕研究調查、規劃，還有一些
河堤工程建設，當時的處長是呂榮進，當年還有所謂「到東部三年內不得請調回
西部」的規定，但是一年後我就調到「台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委員會」（按：民國
73 年 4 月 1 日設置），即現在的「台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它是一個新成立的
機關，當時正在招兵買馬，需要人手，因此我就從水利局第八河川局調到那個機
關。台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委員會從設立至今一直都在新店，而我到那裡是負責南
勢溪、北勢溪整個集水區的調查，及維護大台北地區的水源工作，這是我第二份
水利工作。
民國 72 年我到台東，73 年到台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委員會，74 年我又到水利
局第三工程處，一開始是參與大安溪整治工作。民國 74 年 8 月 23 日發生了尼爾
森颱風，大安溪從上游到下游都遭受很大災害，大概有十個堤防損壞，因此我便
積極投入大安溪的復建工作，及河堤整修工作。76 年，我開始接手大里溪整治
計畫，那時大里溪整治計畫尚未報經行政院核定，但它是大台中地區非常重要的
一條河川，幾乎每年的颱風季節都會氾濫，台中市、烏日那幾年常常遭受水患。
民國 76 年我考上公費去美國一年，77 年回國時，大里溪還是沒開工、計畫也還
沒核定。大里溪規劃了十幾年，行政院一直沒有錢核定這個計畫，還是年年發生
水災。回國那年，大里溪也又發生一次大水災。民國 78 年有一次八二七水災，
中興大學後面發生一些很危急的災害，中部地區很多地方都淹水。那時行政院長
李煥下來視察，視察之後隨即決定推動整個大里溪整治計畫。水利局在很短的時
間內整理計畫陳報行政院，行政院很快就核定通過大里溪整治第一期實施計畫，
因此，民國 78 年 12 月舉行大里溪整治計畫開工典禮、開始動工。當時第三工程
處處長是賴德全，省主席是邱創煥。我參與大里溪整治計畫第一期工程，直到民
國 83 年完成後，我便從第三工程處調到水利局，在水政組河川管理課擔任課長。
回到局裏後，我主要是負責全省的河川管理及盜濫採砂石。那時砂石被盜濫採得
亂七八糟，中沙大橋、高屏大橋很多橋樑都快要斷裂，橋墩裸露很嚴重，監察院
一天到晚都要調查。民國 83 年我當課長，直到 86 年 5 月 13 日台灣省水利局升
格成為台灣省水利處之前，我都在水政組負責河川、砂石管理與砂石制度。
86 年 5 月 13 日水利處成立，我從水政組組長調到綜合計畫組組長，開始負
責整個組織規劃。那時尚處於省府的位階，原來水利局局長是十一職等、副局長
與總工程司是十職等、副總工程司與組長是九職等，成立水利處後，位階好像也
沒變，只是處長變成政務官，由李鴻源擔任水利處第一任處長。原來水利局是省
政府的三級機關，升格為水利處後，等於與建設廳平行，同為省府二級機關。接
下來又面臨精省，直到 88 年 7 月 1 日，臺灣省政府水利處改併到經濟部，成為
經濟部水利處，所有附屬機關也全部改隸經濟部。當時經濟部本身就有水資局，
在我們歸入經濟部之前，經濟部本來有「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水資會）與
「水利司」兩個單位，一個是幕僚單位，一個是規劃單位，在我們歸入經濟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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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兩個單位就已經合併為經濟部水資源局（按：民國 85 年兩單位合併為水資
源局），當時是徐享崑擔任局長。省政府這邊已經整合成省政府水利處，所以在
民國 88 年 7 月我們歸併時，經濟部變成兩個水利單位：經濟部水資源局與經濟
部水利處。當時的水利處，一向是以工程調查、規劃、設計、施工為主的工程團
隊，而經濟部水資源局原來則是負責政策、預算、法規、國際合作等行政管理工
作，一直到民國 91 年 3 月 28 日，政府進一步將這兩個機關整併成為經濟部水利
署，同時也將原本隸屬建設廳的台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委員會併入經濟部。民國
90 年，在兩個機關合併的前夕，經濟部發布一個派令，請黃金山處長兼任水資
源局代理局長，黃局長就希望我可以先擔任水資源局的主任秘書，因此，當年我
便從經濟部水利處綜合計畫組組長調任到經濟部水資源局擔任主任秘書。後來台
中（按：水利處）的主任秘書退休，因機關整合在即，我就被派同時兼任這邊的
主任秘書。91 年 3 月 28 日兩個機關合併，而我擔任水利署主任秘書 5-6 年後，
於 95 年 4 月 14 日升任副署長至今。現在負責的業務也是負責組織的調整，包括
行政院新的組織法公佈後的部會組織調整，另外就是負責水利署的研究發展、預
算編制、法規、行政管理、人員培訓等業務。我們有三個副署長，大家分工合作。
精省時期水利處的努力
在精省的過程中，我擔任省政府水利處綜合計畫組組長（水利署時代稱為綜
合企畫組），86 年 5 月 13 日任職。86、87 年都在討論精省問題，省府各機關為
此人心惶惶。當時在綜合計畫組的工作是負責推動、籌劃水利處的未來。當時，
吳憲雄擔任副處長，指導我最多的大概也是他。我與他共同思考推動水利處的未
來，使水利處在精省的過程中能維持一個完整的水利工作團隊。我們認為，不管
政府組織如何變革，為了台灣的水利團隊及水資源、水庫、攔河堰、水利工程建
設、淹水防範等水利事業，這個機關不能被打破。這是個非常重要的使命，假如
在精省的過程中這個機關遭受支解或分散，團隊的力量一定會被削弱。所以，在
面臨即將精省之際，水利處深深體認到這個重要使命，因而內部成立工作小組，
隨時在思考用什麼方式、盡什麼努力、如何經營或設計，以確保這個機關在精省
的過程中不受任何損傷。
回顧起來，很多省政府的機關在精省過程中遭受很大衝擊，民國 88 年的九
二一地震更造成這些機關的變化。在省府的團隊中，我個人真的覺得我們水利處
最早有這種敏感度：在精省過程中，我們不願遭受這種衝擊，因此非常重視這個
問題，隨時組成小的工作團隊。在綜合計畫組就是由我來負責，我們幾乎是把這
件事當成最重要的任務，隨時思考、隨時與長官商量我們要如何建立這個機關的
形象，以確保其在精省過程中不被衝擊。精省中其中一個比較大的措施是民國
87 年的「臺灣省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這是在精省的節骨眼上
行政院所擬定的暫行條例，使省政府的機關在精省前（按：精省後？）暫時受到
這個條例的維持、不馬上做任何調動，而有一個過渡期。行政院擬出這個暫行條
例後必須送至立法院，但原來的條文並沒有第四條第四項（按：內容為「 原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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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屬機關主管之水資源業務，基於整體考量不宜分隸者，在行政院組織法及
相關法律完成修正前，應由行政院指定部會統籌承辦其水資源之相關業務，不受
其他相關法令之限制」），第四項完全是水利處這邊的工作團隊－副處長與我們
協商出來的。為了確保這個機關，我們認為最適合的方法是在立法院審議暫行條
例時能夠加上這個條文。86 年 5 月 13 日，所有省政府水利單位已經整頓完畢，
在此之前，建設廳第六科除管水利行政，石門水庫管理局、曾文水庫管理局、鯉
魚潭水庫管理局、台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委員會，都是歸建設廳管，這些單位除台
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委員會外已經在 86 年 5 月 13 日整併成臺灣省政府水利處。我
們認為這樣的整併很不容易，這樣整合的成果絕對不應該在精省的過程裡又再被
分散，所以我們提出這個條文，增加文字。坦白說，採取的方式並不是透過省政
府送至行政院納入條例中，而是透過很多關心水利處的黨政人士、民意代表，個
別拜訪他們，讓他們重視這個問題、肯定水利團隊的重要性，並支持提出這樣的
條文。最重要的就是，原來省政府水資源業務基於整體考量、不宜分立者，希望
將來到了行政院之後，由行政院指定部會統籌這個業務、不受其他法令限制。為
什麼要特別行政院指定一個部會？因為水利處當時管的業務很多，例如有農田水
利業務，若按當時之業務中央主管機關是屬於農委會。我們比較擔心是到了行政
院之後，這個機關不被重視，因業務之中央主管機關而被分散至很多地方。像我
們現在也管自來水法，自來水法以前是在內政部。我們很擔心行政院將我們的業
務依部會屬性切割，這樣一來水利處將會被分割，因此才會提出這樣的條文文
字。在過程中，我們得到一些重視水利的長官、同仁、民意代表的支持，故在立
法院得以正式進入審議。我們真的非常在意這件事，幾乎一直在注意這件事的發
展，包括條文的函送、開會時間等，隨時掌握它的發展與變化。即使在立法院審
議中有反對的立委，我們馬上會採取動作，透過各種認識的管道即刻向他說明溝
通，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不只我們向關鍵立委說明，我們還找了客觀的單位一
起來做說明。這樣的作業最後確保了這個條文的通過，這也是省政府裡唯一有受
到條文保障的機關。有很多機關後來都抱怨在精省的過程中受到很大的傷害，尤
其是住都處，住都處也是當時省政府重要的工程單位，但是後來就整個併到營建
署，甚至整併的主導權也是營建署規劃，結果住都處的長官們不是退休就是離開
了，整個群龍無首，沒有人帶領他們度過衝擊。立法院運作是最後一個關卡，我
們也曾在行政體系做過許多努力，由外面的客觀團體邀請行政院院長、政務委員
層級長官，透過他們將我們的看法轉述成客觀言論，向這些長官說明。行政院後
來發現立法委員有這樣的提案時，他們也沒有反對，因為事實上另一邊的溝通也
同步在進行。
水利署功能與職掌的變化
水利署前身水利處的最大功能與核心業務是在調查、測量、規劃、設計及施
工，遍及所有水利重大建設，這佔了水利處所有工作的一大部分，所以它可說是
一個工程團隊。但是有兩件事造成今天水利署的工作職掌與功能有很大改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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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國 88 年我們將全台灣所有河川的等級重新調整，這是個很重要的變革。
在「河川管理辦法」變革之前，省政府水利處所有的工作都在水利專業上：如水
文調查、測量、規劃、設計、施工，幾乎只負責工程的執行面；至於管理面，則
依照當時「河川管理辦法」，完工後的管理全部交給縣市政府。所以台灣的河川
在那個階段分成做「主、次要及普通河川」，主要、次要河川由水利局治理、普
通河川由縣市政府治理；而所有河川之管理則由縣市政府負責。但是後來發現很
大的矛盾，這也是為何要發生變革的理由。很多人至今還不瞭解，反而責怪水利
署為何要把管理的工作接回來。我們當時認為，規劃的單位往往太理想，理想的
規劃沒有考慮到施工整治的階段，所以整治的人常常埋怨規劃的人不務實，而施
工的人又沒考慮到施工後的維護與管理的需要。另一方面，當時的管理交由縣市
政府、治理則是水利處在做，拿任何一條河川五十年的整治歷史來說，規劃、設
計、施工最多二十年，有三十年的時間是營運與管理。但是縣市政府在管理時，
由於人力、經費不足，往往認為管理不好只要水利處重新花錢再施作工程做就好
了，所以管理也很鬆散隨便。所以我剛剛才說，民國 83 年我到河川管理課時，
發現盜採砂石亂七八糟，抽砂船到處都是，就是因為縣市管理得非常不好。在心
態上，他們認為管的不好反正可以靠水利處的工程經費，用工程經費來恢復就好
了。像這樣，治理與管理之間產生互相推諉的情況，治理單位認為反正完工後交
給縣市，管理不好是縣市的事；管理單位認為反正沒有人力經費，做不好就一張
公文請水利處再來測量設計，如河道被挖得更深，反而可增加通洪斷面，至於堤
防再加強就好了，都用工程的方式在思考。漸漸地外界也覺得水利署只做工程不
做管理好像有權無責、權責沒有相當。所以，我們決定修改河川管理辦法，把主、
次要及普通河川重新區分改成中央管河川與縣市管河川。凡是中央管的河川，就
把管理權責一併收回，再也不能只負責工程不負責管理。換句話說，從規劃施工
到整治管理都是由水利署負責，當然就要上下連通一起把它做好。同時我們也希
望切割清楚，縣市管的河川都屬於流經單一縣市之小型河川，就應該由地方政府
自行編列預算來整治管理。因為有河川管理辦法的變革，造成今天水利署的功能
與早期在省政府有很大的不同。
第二，過去水利處只是個工程技術單位，到了經濟部水利處之後又與經濟部
水資源局合併，這時水利署恐怕不能繼續只是一個工程技術單位，因為它已經變
成全國最高的水利機關。經濟部本以國際貿易、中小企業及工業發展為主，水利
處進入經濟部後，其實在經濟部裡面算是蠻異類的，因為歷任的部長、次長沒有
一個是水利出身，他們關心的問題包括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水資源要充分供應、不
要影響產業及各方面的發展，還有就是要處理好颱風災害、不要造成經濟的影響
與損失。從這個角度來講，經濟部本身沒有一個水利的幕僚單位，因而我們成立
的叫水利「署」，依照行政院組織基準法的規定，成立署的單位要負責政策與執
行；成立局的單位，政策仍然由部負責、局只負責推動與執行。這就是署與局的
不同，也是未來行政院組織基準法的重要精神－凡是同時負責政策跟執行就叫
「署」
、政策仍然由部負責就只是成立「局」
。當時水利署叫「署」的原因便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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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經濟部裡面沒有一個在管水之幕僚單位，經濟部任何水的事就是直接交到水
利署。所以，我們開始注意到水利署變成中央機構後角色的變化，行政院要開會，
水利署也得去參加，經濟部水利署等於單獨面對行政院與外界。
水利署身為中央主管機關的新任務
既然是全國最高水利主管機關，跟過去最大的不同在於：要自己負責主管法
規。我們主管的法規最主要的便是「水利法」
，第二個叫「自來水法」
，本屬營建
署管，水利署成立後，因為自來水公司歸於我們督導，營建署便跟行政院建議，
希望自來水法能回歸經濟部，由水利署主管，所以我們馬上增加了自來水法。第
三個叫「溫泉法」，溫泉區的管理早期屬於風景區推動的一部分，行政院在推動
溫泉時，成立一個觀光推動小組，由交通部擔任幕僚單位、行政院政務委員擔任
小組召集人，推動整個溫泉的立法與管理。本來都沒有任何單位管溫泉法，觀光
推動小組推動了幾年，討論溫泉法的訂制，也曾做過結論，要求交通部編列預算
研究新訂溫泉法，以管理全國溫泉。這個任務行政院也交由交通部處理，交通部
則委託東海大學擬定溫泉法研究計畫，東海大學也研擬出來了。但是，當時交通
部部長葉菊蘭，在行政院開會時告訴政務委員：「溫泉也是水，水不管好的話我
交通部怎麼管得好？」因此跟政務委員建議溫泉法改由經濟部負責，因為全國的
水權都是由水利署管。她的發言得到當時行政院的重視，葉菊蘭後來又擔任行政
院副院長，她的建議變成強大的拘束力，行政院就在剎那之間突然決定溫泉法改
由經濟部負責，水利署就在這種情況下，臨危受命接了這個法。行政院還要求我
們在半年內將溫泉法訂定出來，我們接了這個工作，很快地在半年內把溫泉法制
定出來，送至立法院審議。這就是為什麼水利署現在主管三個法的原因。所以水
利署變成中央主管機關，第一個角色是主管法規的部份，主管這三個法規，與過
去只做工程、由經濟部水利司負責法規的時代很不一樣。
第二個就是主管水資源政策。過去在省府水利局、水利處的時代，不用管全
國的水資源政策，如未來十年、二十年全台灣地區的用水成長、用水需求、水資
源供應的來源、水庫的開發問題、淹水問題的改善，各種水資源政策問題等，政
策是由經濟部的單位在擬定。他們擬定政策、編列預算並送立法院通過後，我們
只負責是執行，省政府的階段就是那麼單純的技術單位。變成中央主管機關後，
我們必須自己去擬定全台灣未來發展的計畫。因此我們在政策上除前述之治水、
利水，另加入親水、活水與保水五個領域。親水就是整治河川不讓它發生水患、
同時創造漂亮的景觀。第四個是活水，我們希望把一些雨水或污水回收再使用，
使之活化起來。第五個政策是保水，因為很多土地的開發，原來土地都變成混凝
土、柏油鋪面，滲透係數變小、逕流量變大、水災也變得嚴重，我們則透過地貌
改造，與其他機關合作維持保水功能。
第三個任務是研究發展。早期的政府因為經費有限，像八七水災重建計畫等
等，其實都是因為有大的災難，水利單位才會進入調查規劃，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但是現在不同了，我們面對著氣候的變遷、面對世界都在關心的環境問題、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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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度的改變、水文條件的改變，所以台灣未來可能要面臨更多水的災難。像這種
世界性的衝擊挑戰，水利署在政策上也要規劃考量。過去的研究著重在災害處
理、水資源供應等性質，但是我們現在利用國科會預算發展水利研究領域。不論
是技術、全球氣候變遷的衝擊等前瞻性研究，都在成立水利署之後儼然成為我們
新的重要工作，因為這是帶領我們這個機關往前走的一個動力。變成中央主管機
關後，在職掌與功能上最大的差別就是這幾個大的變化。
未來面臨的困境與挑戰
以機關的角色來看，水利署第一個面臨的衝擊將是行政院組織法對水利署未
來的影響。依照行政院研考會的規劃，將成立一個部會叫「環境資源部」，把環
保署、水利署、國家公園這些單位整併在一起。原本的規劃草案是，我們未來會
歸入環境資源部，仍然是完整的組織帶過去。但因為各部會對民進黨時代所擬出
的行政院組織法還有許多不同意見，一直意見分歧無法統合，所以沒有在立法院
通過。從水利的立場來看，原則上我們認為那樣的組織設計未來將會出現問題。
譬如說，環境資源部將來將納入環保署，環保署重視的是環境保育的部份，水利
署則是屬於建設屬性比較重的機關，以現階段來說，台灣還是在追求經濟成長，
所以未來水資源的供應開發、河川的整治等建設是難免的。但是如果環境資源部
把環保署和水利署納入同一部會，保育與開發會有衝突問題，也會產生球員兼裁
判的情形，所以有人認為這不是很恰當的整合。民國 89 年曾經由經建會召開一
次「全國國土水資源會議」（按：「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於 87 年 12 月 28
日、29 日召開）
，那次的結論原來建議不要成立環境資源部，而是成立「國土水
資源部」，這樣就是從國土與水資源的最佳利用及防災的角色去規劃。該開發、
利用或保育，有不同的規劃方案，還是沒有一個最恰當的草案出現，只能說行政
院手上還是環境資源部的草案。有很多的聲音更認為，水利應該要獨立出來，就
像美國的水的部門，甚至獨立於總統府之下，有很多獨立機關來執行水的工作，
不會受到政策上的影響；日本是將水的單位集中於國土交通省，至少在同一部會
中水的問題可以解決。不管未來這個組織變革如何，我們期待的是水的相關部門
能盡量集中在一個部會裡，不管是協調、聯繫還是預算等問題都會有比較好的效
率。不像現在這樣，農田水利暫時歸到農委會，當水資源缺乏時，水利署向農委
會協調，水利會認為符合他們利益就同意、不符合他們利益就透過農委會反對，
這樣就造成部會間的不愉快。
在整個組織變革中，行政院總共有「組織基準法」
、
「行政院組織法」
、
「行政
院總員額法」三個配套法案。到目前為止，只通過行政院的組織基準法，通過的
版本裏，立法院限制未來行政院的組織只能有十三個部會，再下去的層級只能有
五十個署局。但全台灣現在加起來的署局超過一百多個，將來整併只能剩五十
個，在 50 個爭奪戰裏，誰能爭到一席之地？很多單位都將會被整併，連大家耳
熟能詳的水土保持局，未來恐怕也沒有了；像國科會的科學園區與工業局的重要
工業區，未來都想整併到一個單位去。因為只有十三個部會，水的相關單位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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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部會，就會遇到更大困難。水保局也是很難過，原本希望在環境資源部中可以
保有一個完整組織，但是沒辦法分配，又到農委會去找，找到一個農村改造的單
位。如果依照現在的草案，水土保持的業務有可能會被分散。十三個部會的限制
並不是不能協調，立法院雖然通過了，但我得到的訊息是，國民黨與其他黨派對
當時通過的十三個部會還有意見，還在協調。譬如，之前親民黨主張要成立「退
伍軍人部」，有一些黨派建議成立「海岸部」或「海洋事務部」等，這樣的主張
都沒有被納到十三個裡面。所以，在未來的黨政協商中，說不定會有適度的放寬。
五十個署局，我也建議應該也要有適度的放寬，不應該拘泥於某個數字。那個數
字並無道理，只是立法院通過的某個數字罷了。所以，組織部份在未來還有考慮
的空間，也有人建議水利署應該要成立水利總署，或是直屬於行政院的水利委員
會。
不過，就我十幾年來接觸組織工作的心得，哪個國家的水旱災愈嚴重，就越
應該成立水利部。印度、中國大陸他們一定有水利部，因為水的問題是他們生存
的必然問題，所以水的問題重要到國家要設立一個專門部門來處理。但是，當一
個國家的水患越到了沒有問題的時候，水就會變成附帶的東西，像荷蘭，他們叫
做運輸國土部。所以組織是水利署未來的一個挑戰。
水利署在未來的挑戰不只是組織問題。在全球未來氣候變遷的壓力，像澳洲
一邊在發生乾旱、一邊在發生大火，溫度最高到達 46 度，氣候異常一直在破紀
錄，全球氣候變遷告訴我們，這些都已經是常常在發生的事。回過來看台灣，我
們的壓力也越來越大，降雨越來越集中、強度越來越大、降雨日數越來越少，所
以台灣面臨另一個水利挑戰。因為降雨日數越來越少，河川有水的時間越來越
少，造成水庫有水的時間也減少，造成水資源的困境。日本已經評估出來，再這
樣下去，這個世紀他們的水資源會短少 40％，台灣也將面臨這樣的挑戰。第二
個是降雨強度越來越強、水災越來越嚴重。日本的全球氣候報告評估，他們 200
年防洪保護頻率的河川，在這個世紀裡會降至只剩下 90-120 年的保護頻率，這
都是台灣一樣會發生的問題。所以我提到的困境，不是只有組織的困境，整個面
臨未來水利挑戰的困境也是很大。
怎樣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我們現在正在進行的一個是積極加強國際合
作，與國際接軌。我們鎖定很多核心發展國際合作的國家：日本、美國、荷蘭、
俄羅斯，因為他們在水利方面比較強。日本島國特性與台灣很類似；荷蘭因為很
多低地，在這方面有很多經驗，在聯合國水的部門扮演重要角色；俄羅斯的潛艇
世界有名，水下技術有很多特別的地方；美國則是長期以來台灣建水庫、建壩的
技術顧問。第二個積極的運作是加強教育訓練。我們的技術要轉型，其實水利署
的同仁也要加強第二專長的訓練。水利署的未來不是永遠做目前這些事情，十年
後的工作重點可能會有新的領域，需要有人投入新的工作領域。如果大家都只做
眼前事，這個機關會轉不過來，無法因應未來發展。未來水利積極的角色，在專
業上要強化這個部份。
依照未來的規劃，農委會下的農田水利會跟我們一起。在省政府的時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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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會全部歸水利處管，這個部份水利組織整併唯一沒有成功的部份。水利會是個
公法人，事實上不是政府組織，在歸屬的時候條文無法限制到它。水利處 88 年
改隸到經濟部時，水利會還歸水利處監管，但農委會主委在行政院極力爭取，認
為農會、漁會、水利會是農民的三大團體，要求要把水利會拉回農委會部門。當
時我在行政院極力反對這件事，因為農田水利會的成員大部分是農會成員，不需
要把這兩個東西都抓過去。農田水利會善用水去製造生產、發展產業，是有利於
國家的一個單位，它長期在水利處底下，建設、經費、各種技術指導都是水利處。
把它切開，過幾年行政院組織改變時再回到環境資源部，那何必現在要過去呢？
當時我在行政院特別反對的就是這個，應該不要為了組織而去做組織，應該考慮
到它的功能。但是當時農委會主委很強勢，研考會對這件事無法堅持，所以 90
年 1 月 1 日還是被劃分過去。劃分過去的結果發現，好多水源的事情還是我們在
處理。所以我是覺得，在整個歸隸到行政院部門的過程中，行政院沒有處理好這
部份。
從卡玫基颱風（按：97 年 7 月 18 日）到辛樂克颱風（按：97 年 9 月 11 日），
造成很大災害，我們看到后豐大橋的斷橋、廬山溫泉土砂災害等。從去年的這些
災害中，行政院已經儼然形成另一股力量，正在影響水利署的未來。行政院現在
很重視流域治理的管理。本來，以流域為單位，河川的上中下游及集水區的土地
應該做一完整思考，才能讓資源得到最好的運用，並將災害降至最低。過去台灣
沒有這樣的組織，水利署過去也不敢跳出來，說要把林務局、水保局或營建署的
涵養水源、下水道工作全部拉到我們這個機關。現在行政院開始有這樣的思維，
到目前為止，行政院在公文上已經有明確的指示，要求要朝流域管理方向來推
動，而且也明確指示，台灣地區初步成立四個流域管理的專責單位。名稱與隸屬
單位尚未決定，但是已經找出四個流域：淡水河、大甲溪、濁水溪、高屏溪。希
望透過流域管理單位專責的成立，能整合水質、水量、水災與防災工作。這個單
位的實際狀況還在策劃當中，不過這樣的動向，將會確實影響到水利署未來的各
種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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