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美輝籠 ﹒水土保持學系畢業 ( 1969畢)

﹒ 水土保持局局長

「 簡要事蹟 』
﹒ 196971之土保持吉考優等草三名

﹒ 1979;派遣印足農扶團 71'-土保持專家

﹒ 1981 汗政院農業發展奏員會資源保霄科技士

• 1986汗政院農業奏員會扶正及水土保持學會
總幹事職務 。

﹒ 1992升任草一倍水土保持科科長 。

﹒ 1998 中興大學朮土保持學烹博士學位

• • ~W凶~藹，

真是7長開設了「整合式 71之土保持工程管考

玄統」、「達端工程管理京統 J '方別榮獲

93年及 95年資訊月 1祭出資訊應用置產品主意 。

大地生「輝」、「龍」騰山林

水與土的首席捍衛者吳局長輝龍

總是精神奕奕、自光恆常炯亮，身

形雖不高大卻散發儡人氣勢 、 面容雖不

嚴峻卻自然流露戚儀，行事作風明快，

講求品質效率 ; 偏遠山林裡常有他穿糙

的身影，溪流 j聶璧旁屢見他奔走的足

跡，力求完善 、 親力親為，是他讓台灣

的水與土得到安定的力量，是他讓山地

農村社區擁抱新生的喜悅。他就是投入

水土保持工作三十五載，台灣水土的首

席捍衛者現任水土保持局吳局長輝龍。

勤學求勝力爭上游

吳局長在水土保持歷史的扉頁上寫

下的不凡成就，至今仍在繼續，而他不

凡人生的源頭始於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

三日高雄縣大寮鄉出生的吳局長，自幼

生長在一個典型的農村家庭，在這個擁

有十七位兄弟姊妹的大家庭裡，吳局長

排行十四;身處人口東多的環境，從小

吳局長便有著異於常人的敏銳觀察力與

強烈企圖心，那時的他即與多數玩樂心

仍重的同齡孩童不同，總是勤奮讀書 、

認真向學，希望透過自身的努力有所表

現，於眾兄弟姊妹中不落人後。正是這

樣的成長背景與全力求勝的堅持，造就

了吳局長腳踏實地不服輸的人格特質，

也養成了他日後推動水土保持工作求好

心切 、 日畏忘食的嚴謹態度。

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績畢業於潮寮國

小後，吳局長考入當時高雄第一志願的

省立鳳山初中就讀，並直升鳳山盲中實

驗班，天資聰穎加上嚴苛的自我要求，

吳局長在求學過程中始終名列前茅，表

現十分優異。民國五十四年，吳局長機

緣巧合地進入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就

讀，自此展開了他與水土保持緊密連結

的人生里程;當時在周恆教授的教導

下，吳局長學習到許多關於水土保持的

知識，從黃河治理大尺度的氣魄，開拓

了他的雄心壯志，由大肚山草溝土提的

水土保持概念，奠定了他日後從事水保

工作的基礎。在知識必須與實務結合以

及學以致用的理念下，大學一年級時，

經由農復會的計畫，吳局長參與了田寮

泥岩月世界水力墾殖計畫，開始接觸相



關實務工作;二年級則參與台南關廟農

塘測量規劃等，在親身參與的過程中，

吳局長不但累積了實務經驗，更由於實

務對照知識得以反饋所學而使學養更加

豐厚。民國五十八年，吳局長大學畢業

之際，在夏之驛老師的帶領下，參與完

成水土保持法草案的擬訂，這是水土保

持法規日益成形的濫觴，民國八十三年

水土保持法公布與後來該法的修正均由

吳局長主導，從四分之 世紀前的草案

研擺到今日的法條修正，彷彿冥冥中吳

局長的水保之路早有定數。

水保志業律己甚求

大學畢業當年吳局長應屆考上水土

保持高考優等第三名，然而畢業後他並

未直接投身水保工作，選擇到專科學校

任教 ; 也許長達四年與水土保持的接觸

叫人無法輕易忘懷 、 也許心底仍舊不經

意地響起山林的呼喚，擔任教職僅

年，吳局長就毅然決然的放棄 般人稱

羨的教師工作，到隸屬山地農牧局的台

東第八工作處擔任技士，負責台東地區

的水土保持工作 。

民國六0年代的台灣，政府大力推

動坡地農業，台東縣多處坡地農業開發

地配合政策施作相關工程，所估工程經

費往往高達數十萬，在當時是 筆不小

的數日，吳局長得知此事，即針對各處

坡地開發所需水保措施著手規劃，僅花

費原估價 成不到的金額，探用分水截

流等順應自然的植生工程便成功達到目

標，並化解了許多農民施工經費不足的

困境 。

民國六十三年，台東志航空軍基地

因連日大雨沖刷周遭坡地形成泥漿混流

而下，導致整個停機坪充滿泥淳而影響

飛機起降的狀況屢見不鮮，吳局長現勘

察知這是周邊水土保持不良的問題，於

是運用山邊溝 、 坡地植草、草溝等數種

植生工程適地施做，以穩定坡地泥沙 、

增強排水措施， 1吏降雨入滲增加並有適

當宣洩出口，終於 勞永逸地解決這個

長年來令志航基地困擾不己的窘況;由

於這個計畫的成功，吳局長不但受到當

時擔任政務委員的李前總統接見表揚，

志航基地為表示感激之意，還饋贈了山

地農牧局一塊土地，就是今日水土保持

局第 工程所的現址 ; 同年，吳局長升

任山地農牧局第八工作處課長，當時廖

綿這博士給予工作上很多的指導，其中

最讓吳局長印象深刻的是廖博士曾說過

的幾句話，-颱風侵襲的時候，也是到

現地觀察工程暸解現況的最好時機。」

颱風豪雨來臨時，正是工程品質接受考

驗的時候，此標準放在防災應變工作的

檢驗上亦然，時至今日，吳局長每逢豪

大雨或颱風來襲期間，總是親自前往局

內第一線應變中心指揮坐鎮，力求防災

應變工作的完善，與水土保持局同仁一

同建立經得起考驗的防災品質，守護山

區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

從吳局長工作上的表現可以看出他

嚴謹卻追求效率與新意的工作態度，即

使在初投入水保工作的期間，他仍維持

嚴以律己的盲標準傾注心血 、 全力以

赴，在達到目的的同時必須兼顧品質與

效益是他對自我一貫嚴格的要求，吳局

長早已將水土保持當成 生的志業，日

後將有更多的水保新頁等待著被他開

傲。

精益求精學無止休

民國六十八年，吳局長因工作表現

優異被派遣駐印尼農技團擔任水土保持

專家，協助東爪哇主持坡地保育及農牧

發展示範計畫，並開始培訓當地碩士技

術人員，那灰的經驗使吳局長體認到人

才培訓的重要，培育更多水保種子的觀

念漸漸在他心中發芽茁壯，今日水保局

辦理的相關專業人才培訓工作，如水土

保持解說員培訓班或水土保持義工團的

成立等，都是吳局長十分重視且努力推

動的項目。民國七十年，吳局長回國擔

任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資源保育科技



士 職，開始推動山坡地保育和省工經

營，因表現優異，二年後升任技正，民

國七十三年並受政府補助前往美國猶他

州立大學天然資源學院集水區組攻讀碩

士，主要修習項目包括礦區水土保持試

驗、坡地水文、沖蝕控制、水庫土壩工

程、林地水土保持等。

民國七十五年自美歸國後，吳局長

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技正並接下水土

保持學會總幹事職務，秉持著學術交

流、吸取國外經驗的構想，吳局長舉辦

了第一屆國際山坡地保育研討會，邀請

二十六個國家八十 位專家學者共同參

與，與會人士針對山坡地問題彼此分享

技術與經驗，該灰研討會的成功不僅使

台灣水土保持跨出了與國際接軌的一大

步，也讓世人看見了台灣對水土保持工

作的努力與成效。民國七十九年創立世

界第一座「四份水土保持戶外教室」

(現已有 22 處) ，民國八十年創辦「水

土保持義工_j ，現已有 7200人，同時於

每年五月舉辦「水土保持月」至今。民

國八十 年，吳局長升任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簡任技正兼第一任水土保持科科

長，他暸解到全球氣候變遷、天災常態

化的趨勢，深感水土保持事業沒有停滯

的時間，於是大力推動治山防洪、加強

查緝取締山坡地濫墾與教育宣導工作，

並股民國八十三年完成水土保持法立

法，為水土保持工作的推展奠定法源依

據，也為台灣的水土保持事業立下新的

里程碑;從民國五十八年起的草案研

J疑，到八十三年的立法通過，歷經二十

五年終於誕生的水土保持法，一字 句

都是吳局長有衣肝食的心血成果。

面對繁複而重大的工作，吳局長深詰

「學問沒有盡頭、好還要更好」的道

理，無論在異地、在國內，無論是勘察

工程的動態工作或研擬法規等靜態作

業，透過敏銳的洞察力及絕佳的反思能

力，他總能於過程中有所學習與收穫;

吳局長不但經由工作不斷學習，更把握

每一次能夠充實自我的進修機會，繼民

國七十五年於美國猶他州立大學碩士畢

業後，吳局長再於民國八十七年獲得中

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博士學位，然而即

使已獲博士頭銜，他學習的腳步卻不曾

停止，他吸取新知的熱忱仍在延續。

治山防災別創新觀

吳局長自民國九十年擔任水土保持

局局長至今，一直期許該局同仁以「優

質、效率、團隊」的表現自詞，對應在

件件重大的治山防災工程與水土保持

相關業務上可說是落實無疑，特別是治

山防災結合坡地農村再造更是創新的治

理典範，其中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九二

一的災後重建與土石流整治即是一個為

人津津樂道的成功案例。

九二 大地震後，華山村復於民國

91 年 6月遭逢暴雨，近 9萬立方公尺的土

石流自華山溪滾滾而下，沖毀部份道路

及橋樑，整個村莊笈笈可危，當時水保

局在吳局長的帶領下全力支援災後僵建

並針對當地進行整體規劃，除投入大筆

整治經費，以生態工程就地取材進行土

石流防治，在華山溪下游設置三座梳子

壩有效攔阻砂石外，當地居民更在吳局

長親力親為的精神感召 τ ，組成「華山

社區發展協會」及「華山休閒產業聯

盟」積極進行農村緊落重建與社區總體

營造，協助舉辦 2003 ' 2004 ' 2005 ' 
2006台灣咖啡節，帶來十億元以上的商

機，成功地整合華山整治風貌、山林美

景與特色咖啡，打造出台灣咖啡故鄉的

名號並將其形象深植台灣各角落，讓華



山村不僅揮別土石流的陰霾，更迎向繁

榮光輝的未來。

整治工程結合社區總體營造的規劃

方式在吳局長的用心推動下逐漸開花結

果，他創新的理念讓土石得以安定、綠

意得以伸展、民眾得以安居、地方得以

興盛，也讓水土保持事業再攀高峰。在

他的治山寶典裡，工程檀基於人心的基

礎之上，唯有結合人心、深入人心的工

程才能彰顯其珍貴的價值。

實至名歸傑出校友

治山防災方面的傑出成就，僅是歷

年來吳局長對台灣水土保持諸多貢獻的

部份。在防災應變、災害監測上，吳

局長為保障民眾生命安全，建立了土石

流防災應變系統，並設置高科技土石流

監測站及土石流行動觀測車，準確偵測

土石流動態;在人才培訓及教育宣導

上，吳局長於全國選擇二十二處適當地

點設立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及教學園區，

並積極培訓水土保持義工;在農村經營

再造上，吳局長力圖營造農村新面貌，

發展農村綜合規劃及建設，帶動地方觀

光熱潮，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在改善坡

地居住環境上，吳局長藉由土石流及崩

塌地源頭處理的施工過程，增加當地就

業機會，並增進在地人愛鄉情懷， 1吏當

地居民居住安心，外地人旅遊放心。除

此之外，極重視品質效率的吳局長開發

了「整合式水土保持工程管者系統」

「遠端工程管理系統_j ，分別榮獲 93 年

及 95年資訊月「傑出資訊應用暨產品

獎_j ，大幅提昇行政效率。

由於種種優異傑出的表現與成就，吳局

長不僅榮獲了第七屆行政院服務品質獎

中的善用社會資源獎，更於今(九十

五)年榮膺國立中興大學「傑出校

友_j ，獲得此項殊榮誠屬實至名歸的吳

局長謙遜的表示，這個獎項是由曾經對

水土保持投注心力、有所貢獻的水保系

校友共同獲得，他僅是代表獲頒而已;

其實在吳局長對自我的期許與要求裡，

這僅只是完成了部分任務的階段， ，-傑

出」之於他而言是不斷地追求更上層樓

的目標、向更遠大的理想邁進。

捍衛水土再造傳說

吳局長對於水土保持工作，並非只

有身為一個公務人員的克盡職責，而是

將其當成永續事業企業化經營管理，他

講究效率、追求品質、力臻卓越，不願

見昔日官僚體制的缺失消磨了眾人對水

保工作的熱情，因此他拋棄舊制，亟恩

突破，鼓勵部屬找回最初的熱忱和願

景，他盼望眾人與他同心攜手讓水土保

持事業跳脫出舊有的軍臼，開創新的風

貌。當水土保持工作由冷硬的水泥構造

物再度回歸到順應自然的生態工程，吳

局長重視與自然和諧關係的獨到見解得

到應證，他以清亮而堅定的聲音這麼陳

述 IF 水土保持除了注重生態，也應該

考慮人文，因為自然環境與人的關係密

不可分;水土保持要能做到感動人心才

有其存在意義。」正是對這片土地深切

的關懷與堅持，使吳局長的水保人生光

輝閃耀。

如果說春泥是落葉最終的歸處，水

土保持就是吳局長一生不悔的執著，吳

局長不僅僅將水土保持視為 份工作，

更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今後他仍將持續

投注心力，在山林溪整間穿梭奔走，繼

續捍衛台灣的水與土，期待大地的光芒

展現，他將再寫下水土保持 頁又 頁

動人的傳說! ~

中興大學水士保持系陳樹群教授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