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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介紹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區管
理處（以下簡稱台水八區）成立於65年
3月，提供宜蘭民生及各項工商用水所
需。宜蘭縣地理環境及人文發展以蘭陽
溪為主軸，界分為在地人通稱的「溪
北」與「溪南」地區，台水八區組織亦
循蘭陽溪為界，以系統分工負責產銷服
務，溪北設有「深溝給水廠」及「宜蘭
北區服務所」，溪南設有「廣興給水
廠」及「宜蘭南區服務所」。
好山好水是宜蘭最天然的資產，奔
流的蘭陽溪是匯集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
下來的水源，經過地層過濾伏流，在員
山鄉形成一個天然地下水庫。深溝淨水
廠於日治時期因伏流水豐沛開闢為水源
地，歷經日據時代、二次世界大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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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後原是地方水廠經營，最後再轉由
台水八區接管，始終擔負著蘭陽溪以北
地區的供水重責。有鑒於氣候變遷日益
極端，「水」已成為本世紀全球關注議
題，重新賦予深溝淨水廠新角色，從單
純負責供水任務轉型兼負環境教育功
能，進而將其打造成水資源環境教育的
「深溝水源生態園區」（以下簡稱深溝
園區）。
深溝園區面積21公頃，完善保留生
態敏感區，為蘭陽平原僅存的原始林
地，堪稱蘭陽平原僅存的「綠寶石」。
環境優美、自然資源豐富多樣化、水質
清澈甜美，並具有歷史性淨水設施，是
員山鄉最具代表性的據點。園區其中17
公頃以上保留為原始溼地環境，整體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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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組

野望影展在宜蘭（清溝國小）

境自然舒適，水體與植被面積廣大，占
園區的三分之二，水池、水道與湧泉的
「藍」，以及草地樹群的「綠」，是園
區最大的特點。深溝園區以廣大面積涵
養水源、淨化水質，憑藉著天然潔淨的
溼地環境，更在台水八區長期保護經營
之下，孕育出豐富的生態，進而成為一
個可以提供水資源環境教育的優良場
所。
深溝園區於101年4月16日獲環保署
審查通過，成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及
宜蘭縣第1個獲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之場域，並於同年11月獲得中華民國
土木水利工程學會授證為國家級重要土
木文化資產，以及宜蘭縣政府登錄為縣
級文化景觀。深溝園區亦於101及102年
獲得環保署環境教育基金補助成果發表

童言童語探水趣之水生
植物學堂

會績優獎；由於深溝園區對於環境教育
持續推廣有功，103年榮獲教育部頒發
「社教公益獎」殊榮，以及104年獲頒
宜蘭縣環境教育獎機關（構）組特優。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深溝園區以水資源為出發點，兼顧
自然生態、休閒產業的均衡發展，為達
成「與環境共生、與自然融合」的理
想，讓民眾體驗、實驗（習）從水源頭
到水龍頭所面臨的各種水資源問題，以
及其解決方式，如宣導節約用水、建立
民眾正確用水觀念，以及愛惜水資源
的態度，進而主動採取保護水源環境行
動，以達水資源永續發展之目標。

童言童語探水趣之水的
奇妙旅程

童言童語探水趣之藍色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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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多元化的學校及社會環境
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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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家人至園區認識水源地，並動手DIY
製作節水杯墊等環境教育活動。透過活
動可以讓參與的學員，培養出正確愛
水、惜水的用水態度和節水行動。

深溝園區透過辦理「台水愛水列車
到校去」計畫，主動到各國中、小學校
園進行藍色星球、水的奇妙旅程、古今
相照和節水你我他等水資源環境教育課
程。在宜蘭縣政府環保局的經費支持
下，深溝園區和在地其他環境教育場域
的夥伴們，辦理「綠色奧斯卡—野望影
展在宜蘭」活動，走入學校、機關和社
區，播放水資源議題相關影片，傳播環
境保護的觀念。深溝園區申請教育部和
環保署等政府經費，辦理「童言童語探
水趣戶外教學」，補助宜蘭縣和新北市
等北部縣市學校車資，蒞臨深溝園區體
驗水資源環境教育課程；此外，深溝園
區透過辦理「水‧源來如此」計畫，主
動邀請宜蘭在地社福團體的學員、志工

招募在地國小四到六年級學生，培
訓深溝小小解說員，透過孩童的角度，
帶領來到深溝園區參訪的民眾，認識宜
蘭人的水源地。讓孩童增強對自我生長
土地的認同感，與珍惜家鄉乾淨的水資
源，進而影響其父母及親友逐漸改變行
為，開始珍惜水資源。每年定期招募及
培訓環境教育志工，並規劃安排志工隊
至國內自然教育中心辦理觀摩與學習
活動，以及舉辦環境教育DIY再培力課
程，以精進志工的環境教育知能與素
養。

深溝小小解說員上場囉

深溝小小解說員受訓

322到深溝與您Hold住水資源

422世界地球日綠博擺攤宣導水資源保育

水資源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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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組

台水愛水列車大成功

氣候變遷面向的努力
深溝園區每年配合3月22日世界水
資源日，辦理「到深溝Hold住水資源」
活動，透過植樹活動，為園區增添更多
的自然綠色屏障，呵護宜蘭最天然的水
資源。水資源議題多元化，透過辦理
「臺灣有多少萊陰河」、「為自己存一
個水撲滿」和「發現土地水龍頭的秘
密」等水資源講座，讓社會大眾可以瞭
解目前臺灣水資源使用現況與困境，讓
水資源環境教育和民眾日常生活產生
關聯，進而主動關心自家周圍水資源情
形。

產學合作，提升環境教育品質
深溝園區與國立宜蘭大學簽定產學
合作協議，教師每年帶領學生至深溝園
區作棲地維護的學習服務活動。此外，
為更加有效瞭解深溝園區生態資源的現
況，委託該校進行園區內溼地研究、調
查園區動植物和湧泉（伏流水）的質與
量，以及培訓志工長期監測水質，並記

錄地下水位變化，運用調查成果，加強
連結及建構與周邊學校、社區之夥伴關
係，最後將水文及生態調查成果轉換為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自來水文史保存不遺餘力
宜蘭自來水發展已逾百年歷史，台
水八區清查自來水文物，並在深溝園區
成立自來水文史館，同年登錄為宜蘭縣
文化景觀，以及授證為國家級土木文化
資產。深溝園區每年定期舉辦自來水文
史研習，以傳承文化，讓更多人瞭解先
人為提供乾淨安全自來水的辛勞。委託
文史工作者協助共同出版宜蘭自來水文
史刊物，並鼓勵退休同仁撰寫自來水文
史書籍，做為臺灣自來水發展史之傳
承。

利用資訊科技傳遞水資源環境
教育
設置「深溝水源生態園區」官網和
「宜蘭好水—深溝園區」Facebook粉絲
專頁，以及提供「深溝園區導覽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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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社福團體入園認識水源地

和「深溝園區Google全景拍攝」，方便
民眾遠距離參觀，吸引各種潛在使用
者，對水資源有更進一步瞭解與認識。

推動心得
宜蘭人從小就生長在雨水、河水、
溪水、湖水和海水之中。我們期望以
「創造感動」的方式，連結與生活相關
的各種水議題與親水活動，重新喚回人
與水的親密關係。本處歷任經理皆有一
個共同的夢想，那就是希望宜蘭縣內的
國中、小學生在畢業前都能到淨水廠一

深溝志工隊培訓
「蘭陽自來水文史暨文史館解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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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瞭解他們所喝的水是怎
麼來的，讓本園區成為學校
師生戶外教學的最佳場域。
因這個起心動念，也為了水
資源的永續發展，本處這些
年來投入許多努力，打造園
區做為水資源教育的環境教
育場域，其成效是被大家所
肯定的。
我們相信環境教育的推
動，絕非只靠一己之力就可
以完成。在推動環境教育的
道路上，我們建立許多的夥
伴關係，像是我們和宜蘭其
他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共同成
立「蘭陽環境學習中心俱樂部」，以
「共創永續宜蘭」為願景，透過在不同
場域舉辦工作坊，共同學習與成長，並
透過簽訂環境教育合作備忘錄，針對各
環境教育場域特色，互相學習觀摩、課
程教學相長。我們亦與在地小學簽訂環
境教育合作協議，希望有效運用彼此教
育資源及現有設備與環境，讓更多師生
可以認識水資源保育的重要性。
我們期望藉著這個生態與水資源共
存的深溝園區，傳遞著水資源與環境永
續經營的使命。我們會以國營事業的資
源為後盾，在追求企業的永續經營前提
下，將環境永續、社區和諧與社會共榮

深溝志工隊生態景觀再培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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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企業社會責任思維納為公司營運的重
心。深溝園區是自來水公司環境教育的
開始，我們將持續於各面向努力，以對
周圍的環境及社會，創造更多的正面影
響力。

未來展望
台水八區為國營事業，基於企業社
會責任，仍不計成本投入水資源環境教
育，希望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追求卓
越，依循深溝園區成立的宗旨與目標，
透過以下六個面向，逐步推動落實，茲
分述如下：

支援綠博假日活動

優化場域經營管理
持續發展夥伴關係，包括專家顧
問、民間企業或組織、公部門、學校、
社區等，建立進行周邊水質保護工作之
理念，以吸引各方合作夥伴參與管理自
然資源，更加落實推行水資源保育之初
衷。

研發特色課程方案
園區的環境教育課程，可與社區建
立密切的聯繫，藉由與社區地方的互
動，達到共同推動環境教育，讓學童從
瞭解社區環境開始，培養學童愛護鄉土
的情懷，增進環境保育的觀念。

明智利用水資源

提升環境教育人力量能

地下水為蘭陽平原重要的水資源，
未來會在園區內增設觀測井，以加強監
測地下水源的微量元素，以及評估地下
水安全出水量，提供適當的管理措施，
以保育地下水資源。

持續增進環境教育人員職能及招募
環境教育志工，以吸取各方面專才人
士，共同推動園區的環境教育工作，提
升講授方法及傳遞經驗、教導新進志
工，以培育環境教育種子教師。鼓勵環
境教育講師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以
提升園區環境教育服務品質。

監測維護生物資源
利用園區植物物種及物候資料，製
作相關導覽解說摺頁及解說手冊，做為
環境教育參考教材。同時，於園區中定
期進行環境監測，瞭解園區生物多樣性
的變化與環境變化狀況，利於園區經營
管理。

機關（構）組

荒野保護協會指導孩子動手剷除園區強勢入侵種

永續環境生飲好水
重新定義好的自來水為管理完善的
高級飲用水，以飯店優質品牌，形塑自
來水之水質優良形象，彰顯宜蘭好水的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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