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簡介】 

農村不僅大多位於較脆弱的地區，農漁民生計主要仰賴的一級產業，更容

易受自然環境影響，高溫、暴雨、淹水、乾旱...氣候與環境的變化，牽動著沿

海聚落的產業與生活，居民的身體與心理健康會受到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社區

可以如何透過調整產業模式、建立防災機制等自主調適行動，強化自身韌性，

為社區發展找到新方向？本次交流會邀請災防中心研究員以及四個台灣西部沿

海的社區，談談如何以在地智慧化危機為轉機。  



【從防災找到發展希望-東南亞淹水調適案例】 

主講者：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劉怡君副研究員 

 

氣候變遷的調適在社區的部分難以推動，現在只有部分沿海有顯著影響，

多數人沒有感受到。過去我們常看一些歐洲的案例，但是實際上政府要全部在

每個城鎮都可以施行，難度很高，可能只有少數示範點。這次介紹兩個去年的

做的案例，並不是在資源很豐富的區域。一個在菲律賓，另一個在尼泊爾。 

 

尼泊爾的 ban-khate villiage： 

他們在臨路附近的區域居住，過去因為環境不佳，政府撥了一塊地給當地

人蓋房子。當地房屋簡陋，該區的民眾又是印度種信制度當中最底層的人，經

濟狀況不佳。雨季來臨時當地容易淹水，居民只好將家當搬離，雨季結束後再

回來。當地的經濟方式是以男性前往印度工作為主，賺取微薄薪資，但是因為

淹水房屋受損，因此錢也難以存下，日復一日。 

因此在這次的國際援助計畫中，決定應該幫他們改變房屋的形式，讓他們

得以改善居住環境。房屋形式我們採用泰雅族的竹屋形式，讓他們在水災來臨

時，躲到房屋的二樓區域。目標是選擇造價便宜、取材方便、技術簡易的方

式，讓民眾可以適應環境，而並非建造高級的住宅。我們選取當地的竹子、鐵

柱讓這樣的房屋形式日後可以複製；而居民學到建造的方式，可以再去協助其

他村落的人，自己也可賺取工資。我們找了台灣的原住民，與當地志工共同幫

助他們蓋出架高的房屋。 

完成後，當地的女性民眾表示，以前在懷孕時感到恐慌，每次淹水都不知

道自己能否存活；現在對於家的依附感、認同感增加，有自己的居住空間，甚

至也開始改變一些生活習慣，在家附近耕種、自己改善環境。 

另外，也請布農族的民眾教導當地人簡易的耕種方式，並且在過程中訓練

21 名當地志工，提升當地民眾的知識。一位焊接鐵工表示，新學到的技能可以

讓他到隔壁村莊幫忙。也有民眾表示，過去需要到印度工作，現在的技術得以

讓他留在家鄉工作。 

 

菲律賓的 Brgy. Lanit： 

此區的違建聚落因為災害以及土地開發的關係，被政府強制搬遷至縣市之

間的交界處，屬於弱勢的區域。以一個採集藥草的當地原住民為例，他們因為

社會環境改變、工作減少，只能乞討、做粗工。 

我們的計畫受到 APEC 的援助，與政府、民眾、專家共同溝通，找出解決

方式，政府決定提供土地讓居民來耕種。政府機關表示，在這次的機會中，過

去難以接觸到資源協助的社區民眾，開始能夠提出自己的想法。 

然而，市府提供了一塊會淹水的低窪地，雨季時下雨、沒雨時乾旱，為了



解決問題，民眾將田埂堆高；市府後續也挖了一個防水的坑來解決淹水的情

形。 

之後 APEC 給予經濟資助，這次民眾運用在地知識，將田埂堆高，架設棚

架，今年度耕作豐收。在疫情封城的期間，可以靠自己種植的農作物餵飽全村

的人；另外，也在與當地的超市洽談，讓當地的作物得以被收購，增加當地居

民的收入。 

這個案例讓大家看到，在氣候變遷下，以小規模的方式改變，也可以讓一

個區域的民眾的生活得到改善。 

 

 

 

  



【生態滯洪也是社區經濟-樹林里調適案例】 

主講者：桃園市觀音區樹林里 吳進昌里長 

 

社區背景 

樹林社區是在沿海的地區，過去 30 年前，工業發展並不注重環境，因為污

染的關係，當地農地無法耕作；更早期也為了搬遷石門水庫的民眾砍掉防風

林。近幾年又因為缺水，限水，年輕人離去，農村老化嚴重，現在年長者多領

取休耕補助，造成廢耕農地紅火蟻、田鼠危害越來越嚴重。 

 

「魚鴨花瓜」樹林社區生態滯洪池，創造社區產業 

 

一、 樹林防災社區 

 建立多個志工隊，根據不同組織編組，防災志工多達 200 人，合力

推動水岸巡守、清淤與災害防治。 

 樹林里的範圍廣，但是多數為工業區。因為工業區的關係，人口增

加，現在戶籍人口 5000 人、實際居住 10000 人，除了外來人口外亦

有原先住著的民眾。 

 社區發展協會與領導、志工基層難免都會有一些摩擦，要有一套領

導者的機制，才能解決問題，並由領導者協助牽線各種資源。有時

候還是需要一些誘因鼓勵居民參與，例如桃園市政府志工隊做滿 40

小時，會給予一些福利。 

 

二、 企業合作防災＆區域聯防 

 部分公司提供配備：雨衣、設備、救生衣、抓斗車、防災設備，與

企業共同合作幫助當地志工團隊。 

 社區與教會的菲律賓牧師簽訂備忘錄，由教會協助解決外籍移工造

成環境髒亂的問題。 

 與經濟部觀音工業區服務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協助樹林里定期於

汛期前清理水溝。過去因為政府單位相互推責，變成三不管地帶，

淹水問題無法解決，現在得以改善。 

 61 快速道路建造後，造成部分河水無法順利流通。與觀音里合作共

同解決。 

 

三、 蓮花生態滯洪池＆自主防災 

 在水保局農再計畫的一系列訓練後，找出社區自己的一套方法。 

 首先挖了兩個 90 公分深的蓄水池作為示範──平時內部種植蓮花，

放養烏鰡來吃福壽螺；當發布大雨訊息時，志工隊協助放掉池水以



承接雨水，運用只需要兩千元的水管，將水排走。目前 8.8 公頃的

滯洪池，最高蓄水量達 79,200m2，有效解決社區淹水問題。 

 滯洪池中的「魚鴨花瓜」皆可創造產值，明年台灣鯛即可收成。瓜

類透過網路銷售，取得 6 萬經費。滯洪池上的荷葉，製作清爽茶、

荷葉麵，108 年 9 月迄今銷售 90 萬元。全靠政府無法長久，由四人

共同成立公司，建立營運模式，收益再回饋社區，讓社區得以長久

經營。 

 目前農產品的主要通路，是在休閒農業區販售，未來打算在社區的

餐廳販售，並加入餐廳菜色當中。 

 後續將透過農委會的農村再生計畫提供硬體經費，再繼續興闢滯洪

池，目標是 3 年達到 30 公頃。而近期也投入國發會的地方創生政

策，開闢行銷管道。 

 希望中生代（即將退休者）返鄉，繼續推動自主防災與滯洪池。過

去農村再生只有在做硬體設施，要如何讓青壯年者返鄉，依舊是課

題。 

 

  



【社區經驗分享】 

主講者：雲林縣口湖鄉成龍社區發展協會 林珮甄專案經理 

 

地理歷史背景 

成龍村位於口湖鄉的南邊，而口湖鄉是雲林縣最南邊的靠海鄉鎮，大家俗

稱「風頭水尾」的地理位置──秋冬東北季風強勁，是灌溉水源最末端之處，

溪流也經常造成氾濫，在這裡的生活環境相對困難。清朝時期，口湖鄉就曾發

生嚴重水患，好幾千人因此罹難，當時便開始在每年農曆的六月初七初八舉行

超渡亡魂儀式「牽水狀」，流傳一百多年至今仍維持同樣的傳統。這項活動在

2010 年由文建會指定為無形文化資產，也可由此看出這裡的地理環境由古至今

都具有容易淹水的特質。 

此區在清朝雍正年間時是一個潟湖，後來由溪流沖積形成平原，因此地質

較疏鬆不穩定，當社會發展使得民生用水與農業、工業用水需求大增，大家都

抽地下水使用，地層下陷情況也越來越嚴重。 

民國 75 年時韋恩颱風造成海水倒灌、牛挑灣溪的土堤破堤，淹水後原本的

農田再也積水不退，因此形成「成龍溼地」。不僅土壤鹽化讓原本的農業從此

再也無法繼續，居民也在時常淹水的情況下被迫面對產業轉型的議題。十年

前，林務局委託觀樹教育基金會進駐成龍村，推動環境教育，與社區地主不斷

溝通，直到去年，成龍溼地正式公告成為「地方級重要濕地」，社區發展協會

也開始跟縣府、學校教授討論濕地如何經營管理、社區如何與溼地共存共榮。 

 

地區議題 

 地層下陷仍持續發生：此區土地高度距離基隆的夏日高潮線基準點，是在

海平面下 140 公分，差不多快要可以淹過一個人的高度，目前觀測的狀況

是每年仍持續下陷三公分。目前在社區中，可以看到 50 年前的老屋已和逐

年墊高的道路高度有相當大的落差，一般民居的住宅也會墊高至少一公

尺，進家門需要走坡道或是樓梯。這裡基本上都是靠抽水站、水泥堤防、

管控各個大小排水的水門，來抵禦可能氾濫成災的水。 

 村與村之間缺乏整合：此區以養殖漁業為主要產業，若大雨來襲、加上養

殖魚塭排水不及，可能就會產生防洪管理問題。823 水災時就是因為隔壁

村打開水閘門預先排水，但水都流到成龍村較低漥處，造成災情。 

 社區防災計畫需要更多溝通：鄉公所有製作村莊的淹水防災地圖，但收容

場所規劃在隔壁村，成龍村內目前比較大的空間是國小、再來是一間大

廟，不過都不算是適合做為避難使用的空間。如果發生淹水，村民需移動

到隔壁村，但那條路也是在淹水，可能也是另一個問題。 

 

 



應對策略 

 高腳屋防洪示範建築：由觀樹教育基金會建造的高腳屋在去年落成，地面

層僅有柱子，預留三十年的地層下陷高度，二樓以上才開始有住房，並依

據鄉村文化生活來設計空間配置。期望在大自然沒辦法改變的情況下，居

民可以與水共生，這個設計圖也提供給在地居民參考使用，不過目前還在

評估這樣的建築造價，如何與一般居民可負擔的經費之間找到平衡點。 

 推廣不抽地下水的養殖：觀樹教育基金會也透過環境教育推廣「鳥仔區生

產班」，目標是在地養殖方式可以與大自然共好，保護秋冬季會有很多候

鳥來棲息的生態。首先是不抽地下水，讓養殖魚類可在高鹽度環境中生

長；並讓文蛤、白蝦、虱目魚混養，形成生態平衡的食物鏈，不需使用藥

劑。 

 光合菌調整魚塭水質：六輕工業區的睦鄰計畫，委託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的

老師，輔導這邊的沿海社區，從麥寮、台西、四湖、到口湖的養殖班使用

光合菌，調整魚塭水質，讓過去長輩的經驗、傳統養殖智慧沒辦法再應用

時，可以尋求科學研究者的建議。 

 智慧觀測系統監控魚塭狀況：科技公司設計一套可以測水中的 PH 值、溫

度、鹽度、溶氧量等跟養殖有關的數據。如果連結網路，就可以透過手機

瞭解魚塭即時的水質狀況；連結到監視器，也可以看到魚塭現在的水位在

哪裡。但使用上對長輩來說較為困難，也需要有足夠資金才能購入。  

 

後續發展方向 

社區自主防災的部分，不論是隔壁村庄的整合、縣政府跟委外輔導團隊與

社區之間的溝通，都應該再更加強。從事養殖漁業的年輕一代，也在理論與實

務中尋找平衡，研究者是在一個很乾淨的環境裡作養殖，但實際上的養殖是暴

露在空氣、大自然中，也許下一場雨，空氣中的汙染物質就被帶到魚塭中，馬

上就改變了魚塭情況，大家都還不斷在學習與嘗試中。 

 

  

 

 

  



【社區經驗分享】 

主講者：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 陳錦超醫師/前理事長 

 

組織背景 

屏東縣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在民國 86 年成立，是在「鄉」的層級帶動

各個村落發展。最初是以社區營造、環境綠美化為主軸，直到莫拉克風災之後

開始轉向推動環境教育。 

 

地區議題 

屏東平原的形成，由屏東內海轉變為沖積扇平原，地質特色讓屏東平原像

一個地下水庫，底下充滿大小石頭與地下水。過去取水透過自流井和湧泉，就

可以使用地上水與伏流水來灌溉； 

但在馬達抽水蔚為普遍之後，台糖的蔗田、林園與小港工業區、民生用水

等需求大量增加，屏東平原底下的伏流水一被抽走，地層中的大小石頭就必然

沉陷；另外也因地表水泥化、濕地減少，自然補注的水也減少。而林邊人在養

殖、居住的這塊土地，也就是古河道流經之處，因此經常氾濫淹水。 

林邊過去大多是耕作地，種香蕉、稻米，後來收益不好，自 1972 年開始的

紀錄，就改養鰻魚、蝦子，但到 2012 年，地層下陷達到 3.41 公尺，目前有堤

坊保護，不再像過去淹水那麼嚴重，但地層若以同樣的速度持續沉陷，三十年

後也許再下陷一公尺，必須還地於海。 

對於種電與景觀、生態上的衝突，也許可以換個角度，以長期的土地生命

歷程來看、以國土保安的角度來思考。 

 

應對策略 

屏東縣政府在曹啟鴻縣長時期，推動了治理地層下陷的政策： 

A.山區不伐木：為涵養水源，請原住民朋友減少伐木，並給予補貼。 

B.山腳下設置大潮州人工湖：從上游源頭補注地下水。在有下雨的時間，

一天大約可補注 20 萬噸的水。 

C.易淹水區設滯洪池：減少淹水。例如大鵬灣附近，原計畫興建的汙水處

理廠，改用人工濕地的方式做滯洪池，減少淹水，同時也可以過濾生活用

水跟養殖廢水。 

D.海水供應站：為減少養殖漁民抽地下水的量，在海堤外側一公里、水面

下六公尺處設了海水供應站，由產銷班來管理，以馬達抽取海水、並由管

路輸送到各養殖魚塭。 

E.總合治水方案：整理既有溝渠，減少淹水。 

F.產業轉型──養水種電：不養魚，改設太陽能板。系統業者給予養殖戶

2.5 分地大約一個月 25000 元的租金及整理費用，再加上農漁民本身的老年



年金或漁保退休金，不靠養殖即可度日。 

 

協會與屏東縣政府合作，縣政府提供三分地、協會租了七公頃的土地，成立

「光采濕地」，實驗展示易淹水區的可能的住宅模式。 

A.易淹水區住宅模式：高腳屋、浮動屋，同時設計了一個可以停車的土

丘，讓我們的財產也可以受到保護。 

B.淨化水：濕地的水隨著潮進潮出流動，因包含了養殖廢水，因此透過動

物性、植物性的方式過濾淨化，對環境負責。 

C.滯洪池：大約有 4 公頃的面積可滯洪調節。 

D.自然養殖：養殖海鱺魚等魚類來吃吳郭魚，避免其過度繁殖。 

E.智慧電網：從產電到使用的實驗場域，結合風力、太陽能、生質柴油、

氫能，與能源中心、台電公司、工研院、金屬中心合作研究。希望在災害

發生時，至少維持這個地區三天有電、有通訊。 

F.環境教育場域：讓更多人了解光采濕地的運作方式。 

G.國際視野：外交部希望將智慧電網的概念推廣到邦交國，希望我們台灣

除了醫療外交、農業外交，也可以有能源外交。 

H.公私部門合作典範 

I.土地二次利用：是光采濕地很強調的部分，除了發展光電產業之外，電板

下方也可以養牛、種植作物，減少電板下需額外清潔管理的困擾，同時也

增加生態與生產機能。 

 

後續發展方向 

由於光采濕地原本跟地主以一公頃 6 萬元承租，但地主參加養水種電第二

期計畫，一公頃可以獲得 40 萬租金，因此陸續退租，只剩下一分左右的土地。 

協會目前還是持續推動光電板下農漁牧業，結合食農教育與在地體驗行程，並

將農產品加值為遊程中的餐點，提高價值；賺得的收益也提供關懷社區獨居老

人及低收入戶，並以「317 故事鄉」的「互利、共利」的商業模式，串聯林邊

的商家，吸引更多遊客進入。 

 

   

 

  



【社區經驗分享】 

主講者：嘉義縣鄉村永續發展協會 吳淑芳總幹事 

 

組織背景 

一群婆婆媽媽認為當時的社區組織只有著重在社區康樂活動，因此從民國

86 年開始投入社區工作，在沒有社區組織支持的情況下參與了農村再生計畫，

並於民國 99 年成立嘉義縣鄉村永續發展協會。因為什麼都沒有、從零開始，所

以要「多元、整合、連結、應用」，不管是面對社區發展或是東石的淹水問題，

期望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地區議題 

 淹水問題： 

 從民國 75 年韋恩颱風之後，就三年一小淹、十年一大淹，都不間斷。

88 風災也影響社區嚴重，當時社區淹了 8 天。 

 各個村莊為了避免自己淹水，都把自己村落的圍堤越築越高。如果東

石 23 個村通通淹水，也許每村都只會淹 30 公分；但如果整個北東石

都隔起圍堤，只剩南東石 9 個村在淹水，就會變成淹 100 公分。 

 現在居民家中為了防淹水，床鋪都要用實木、而不是密集板；衣櫥改

用鐵架；家家戶戶備有竹筏，甚至直接把家裡的電視冰箱擺在竹筏

上，淹水時就隨水飄起，不用一直搬移。 

 人口與產業問題：東石只有農業、養殖漁業，沒有工業、商業。現在農田

變成蓄水養鳥、漁產又特別容易受到天候影響。隨著人口高齡化，社區青

壯年人力也越來越少，很多防災事務的推動也會有困難。 

 

應對策略 

大環境沒辦法改變，只能調適自己的生活。協會訂了三個主軸──「產業

發展」、「環境永續」、「關懷社區」，關懷老人、新住民、年輕孩子。讓東石成為

療癒的生活場域，不再去講悲情的事情，而是自己要在這裡快快樂樂生活，也

讓別人看到東石的希望。這裡的生活包含農田、濕地、魚塭的生產、也包含人

的生活，大家如何和平共處是最關鍵的。 

 培養素人變達人： 

 民國 86 年成立「外籍配偶關懷協會」，讓外籍配偶從考駕照開始學

習，到現在有一個場域可以做環境教育，自己將蚵仔直接賣到消費者

手中，不用透過盤商。這樣的技術與模式，也可以提供做為年輕人返

鄉的工作機會。 

 由其中的成員率先開始經營自己的場域與事業，在同儕彼此砥礪學習

下，其他人也可以效仿這樣的模式開始嘗試，而不是去學外來的成功



模式。 

 帶新住民一起到關懷據點，服務老人家，教他們越南、印尼的飲食文

化，也讓他們學習老人家的台灣芋粿怎麼蒸、紅龜粿怎麼做，大家互

相照顧、互相幫忙。 

 「用 吃/生活 來翻轉東石的印象」： 

 難以種植作物的農田改種小麥，東石冬天極冷、夏天極熱，正好適合

小麥生長。種的第一年就舉辦「麥田嘉年華」，讓大家知道東石有小

麥。 

 讓東石農產與漁產的價值提升。設計抓魚、剝蝦、自己做料理的遊

程、以及農事魚事的生活體驗。小朋友有小朋友的活動、銀髮族有銀

髮族的活動，讓大家來東石「過生活」、透過體驗活動讓大家覺得來東

石有趣。 

 用生態養殖的虱目魚製作一夜干、用生態養殖的白蝦做成越南春捲，

作成「海派下午茶」。並融合來自越南、印尼、大陸、泰國等地區的新

住民文化，創造東石特殊的飲食特色。不僅推廣這裡的文化，也讓遊

程成為態環境教育的一環。 

 

後續發展方向 

 「斜槓的鄉村生活」：環境改變難以阻擋，但是我們生活在這裡，應該跟

環境共處，去調整腳步、調整方法，幫自己創造生計、創造生活、創造生

存的機會。也許可以同時當農民、又可以當居家服務員、做料理。若料理

一個月賺 5000 塊、當居服員賺 10000 元、自己的農業也有一些收入，這樣

湊起來一個月就有三四萬元，這樣的收入不見得比一個大學生畢業還少，

也可以撐起自己的家計。這種模式也讓鄉下的工作與生活有另一種選擇。 

 社區的連結與支持力量：讓有經過外面社會歷練的中生代回鄉，對於年輕

人要回來，比較能有支持者，讓地方較傳統的「回鄉就是沒出息」的概

念，可以有一點緩衝，協會期望可以提供這樣的支持給年輕人。透過不同

的社區活動捲動更多的人參與；更多人進步了，才有能量讓東石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