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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光遇上節慶，點亮的不只是夜，
還有人們在過渡儀式中，攜手跨越和累
積的集體記憶。隨著時序推移，我們細
數節慶是否按時而來，以光為引，在夜
的襯托下揭示它們的美。
 以生態綠舟夜間遊航開啟序曲，不
同於日間景緻，當月色降臨在森之脈橋，
還有泛著光影的臺鐵火車轟隆而過，豐
富多樣的生物群也翻過一頁。夜間的動
植物悠然伸展，這是屬於牠們的時刻，
在環境友善和低光害的園區中，怡然自
得。於是今年，在不影響這樣作息的前
提下，綠舟迎來一批探秘者，在夜色之
中細細走踏，或乘著遊船環景一圈，將
這份靜謐與恬淡，咀嚼慢嚥。
 走過序曲，星光樂園打響童玩趣味。
是後疫情時代的創意與應變，將嬉水之
樂轉化為水舞之美，以入夜後的活動撐
起主場，作為一種新興嘗試。我們以為，
夜─單調乏味，卻在星光樂園閃閃發亮，
隨著燈光水舞、藝文展演、文創市集及
親子設施串連成線，鳥瞰之下的園區平
面，是光的世界、歡愉的凝視，是在主
題旋律下成功演繹的變奏─保有童玩脈
絡，卻也傲然開創一面。

 七夕情人節點燈，宛若可愛的行板
(Andante)，在第二樂章稍緩且優雅的
速度之中，以接近人體心跳的頻率，將
情人相互拉近。關於那些，想說還沒說、
不知如何開口，或者需要一些勇氣的契
機，在光照亮的鵲橋之上，有了可能。
攜手一段，慶幸不用像牛郎、織女一期
一會，邀請所愛之人翩然起舞，旋轉之
際留意裙襬收放，在光裡面，共譜夏夜
的情人之夢。 
 時節入秋，開蘭之地以光雕鋪陳一
個古老傳說，道出噶瑪蘭公主和龜將軍
的永恆之戀，兌現在我們立足的蘭陽平
原，以及守護這片土地的龜山島。以光
的應用藝術為體，蘭陽博物館的單面山
建築，有了不同的語彙和形容。閒適的
人文小鎮，在光和舞者迴旋躍動之間，
重現經典，點亮了自己，還有一代一代
宜蘭人的歷史記憶。
 第四樂章，氣勢磅礡重現主旋律─
歡騰、鼓動、綻放。一場溫泉盛會，成
為人們冬季不可忽略的起手式，五光十
色的燈飾造景、質地優良的泉水湧流、
絢爛繽紛的律動節奏，搭配好食、好物
的在地紋理，勾勒出宜蘭獨樹一幟的行
旅地圖。這裡不僅具有溫度，也溫暖人
心、照顧脾胃，不分種族性別、無關年
齡宗教，只要你 / 妳願意，隨時張開臂
膀歡迎。

 在 ���� 尾聲之前，我們已經備
好，讓光照亮宜蘭，以各式節慶幻化
而生。不論夏至立冬，或者天晴降雨，
當你轉開音樂細細聆聽，將會發現其
中奧密，一部完整的交響曲式，是宜
蘭音、宜蘭聲、宜蘭悅！



盛情之鄉 • 美妙宜蘭

宜蘭縣長 

我常常在各種場合，遇到關注不同議題的朋友，每每聽到大家衷
心的建言，心中總是滿滿的感動，因為有人跟我們一樣，付出許多精力
關心宜蘭－這片我們共同生活的土地。

為了傾聽更貼近民意的聲音，我帶著縣府團隊走入地方，足跡遍
佈��鄉鎮市、���村里，透過面對面的接觸，瞭解大家最真實的需求、
最切身的感受，藉此找出哪些必須立即解決？哪些是做了但可以更
好？哪些要列入追蹤？哪些該列入中長程的規劃？之後，透過決策與
管考，逐一解決這個社區、那個街廓的大大小小問題。

因為珍視每一位縣民的意見，所以上任以來，我們馬不停蹄、一
天當三天用，把縣民的小事當做我們的大事。小事，或許微不足道，可
涓流雖寡、終成江河，秉持這樣的信念，我多次與縣府同仁分享，一定
要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真正與縣民站在一起，事情或有主次，但不應
分大小，如此才能有條有序、一步一步打造咱共同的好生活、好城市。

仔細聆聽  用心打磨  事無大小  宜蘭更好

孩子是爸媽的手心寶，為了讓每位家長安心育兒，縣府以一
鄉鎮一親子館為目標，今年底將建置完成��座親子館，同步推出
行動外展車深入社區，駛進原鄉服務更多家庭，也啟用宜蘭育兒
資源網，透過服務資訊化，升級宜蘭育兒環境。

林姿妙縣長表示，縣內�歲以下幼兒近��%由父母親及祖父母
自行在家照顧，為提供民眾育兒資源的支持，與幼兒安全豐富的
室內遊戲環境，縣府持續努力布建，全心拚出宜蘭育兒好生活。

縣政府陸續建置托育資源中心(親子館)宜蘭站、蘇澳站、羅東
站、宜蘭熊讚館、壯圍館，並盤點校園空間，去年規劃在冬山鄉冬
山國小、三星鄉三星國中、員山鄉同樂國小、礁溪鄉龍潭國小、頭
城鎮頭城國中等�處，增建新的親子館。今年進一步在五結鄉五結
鄉立圖書館、羅東鎮公正國小規劃新的親子館，預計明年完成大同
鄉及南澳鄉的布建，達成��鄉鎮市、��座親子館的目標。

每座親子館以服務在地家庭為主，除了提供親子共玩、共學
的場域，部分親子館提供教具、玩具外借或臨托等服務。在明年
完成各鄉鎮親子館建置前，縣府運用蘇澳親子館、宜蘭親子館及
頭城親子館的育兒行動外展車，轉化成為移動親子館，將服務帶
進大同鄉、南澳鄉及頭城鎮的偏遠村落，並接受民眾預約，讓家
長與孩子在社區裡就能玩得開心、玩得放心。

家住五結利澤簡的楊阿嬤近兩年常帶�歲多外孫搭公車到蘇澳
親子館上課、遊戲。楊阿嬤說，女兒生產前，她報名參與蘭馨婦
幼中心的保母課程，當時老師告知親子館的訊息，鼓勵大家育兒
期間多加利用。因為無須轉車交通相當方便，蘇澳親子館成了她
帶孫子「放風」的好地方，常造訪親子館的家長們相處久了都成
朋友，彼此噓寒問暖、相處融洽。

楊阿嬤說，親子館可以借玩具、借幼兒書籍，課程又豐富，
外孫去了幾次也愛上了親子館，總是催促家人帶他去上課。親子
館的老師也很貼心，每當辦理移地活動時，老師知道她不會騎乘
摩托車，都會主動來載她與孫子參加，讓她感覺很窩心。

為了方便父母親取得育兒資源，縣府今年也建置宜蘭縣育兒
資源網，除了提供查詢縣內親子館、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公私立
托嬰中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所在位置及服務相關資訊，親子館
活動報名及入館預約功能也一併在網站中呈現。

一鄉鎮一親子館
拚出育兒好環境

宜蘭縣育兒資源網
https://parenting.e-land.gov.tw/

位於羅東及五結交界光榮北路、中正北路交叉口的「宜蘭縣
第二行政中心」，歷經多次流標，今年終於完成決標並開工。未
來將提供民眾一個優質的洽公環境，以及城鎮休閒的新地點。

縣府��年開始重整羅東市中心區的計畫，並嘗試研擬各種舊
市區更新的可行方案，其中主要的構想包括將羅東地政事務所、
警察局羅東分局等兩區塊及周邊既有機構移出市中心，以提供核
心地區大規模改造機會。這樣的構想源自多年來相關機構廳舍均
已老舊、停車空間不足不利民眾洽公，藉由改善老舊廳舍配合移
出市中心區，都市發展將不再受限。

第二行政中心開工
翻轉溪南都市空間

宜蘭的水上運動人才輩出，今年宜蘭囝仔更在全國的輕艇賽事
大放異彩，獲得��金、�銀、��銅的佳績，是全國最好的成績單。
為了打造優質的水上訓練環境，縣府積極爭取前瞻計畫，分別在冬
山河新建水上運動訓練基地、在南方澳豆腐岬設置帆船訓練基地，
秉持「雙搖籃」概念，期盼為宜蘭縣培育更多金牌選手。

�月，宜蘭首座水上運動訓練基地興建工程，在冬山河正式動
工。該項工程斥資�億�,���百萬元，以培訓西式划舟選手為目標，
將建置二層樓艇庫，可存放西式划船、輕艇、龍舟及帆船等船艇共
���艘。同時，還規劃綜合教室、訓練室等空間，不僅能夠滿足選
手訓練需求，也符合西式划船正式賽事標準，成為更好的比賽及培
訓場地。

另外，位於南方澳豆腐岬的帆船訓練基地也在今年�月動工，針
對帆船運動量身打造，投入�,���萬元計畫經費，將建造�層樓基
地，可存放���艘帆船，並規劃行政空間、訓練室、教室等格局。
未來基地啟用之後，將開放選手進駐，逐步優化為具有國際級帆船
運動培訓的場地。

談到這項政策，林姿妙縣長表示，宜蘭鄰近太平洋，水文資
源豐富多元，水上運動競賽人才輩出，縣府最大的願景是將宜蘭打
造為「全國水上運動訓練中心 」，提供國內外選手培訓及全國各大
比賽使用；另將透過辦理水域運動推廣活動，結合地方產業資源，
讓水上運動在宜蘭扎根茁壯，使民眾有機會體驗水域運動及親水休
閒的樂趣。

���年，由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姚仁喜建築師團隊」操
刀，著手市中心區機關移出的新辦公行政中心規劃設計案。���年
完成設計，規劃將羅東地政事務所、羅東戶政事務所、財政稅務
局羅東分局、宜蘭縣警察局羅東分局、宜蘭縣消防局羅東分隊、
第二大隊，以及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羅東稽徵所等機關，移至羅東
及五結交界光榮北路、中正北路交叉口的竹林區段徵收計畫地
區，整合為方便民眾洽公建築群。

工程開工前，縣府別出心裁、發揮巧思，在場區遍植�萬����
株金黃色向日葵，吸引許多遊客拍照打卡。�月��日動土典禮當
天，小朋友創作的百幅向日葵畫作亮相，以向日葵的花語「勇敢
追求自己的幸福 」傳達縣府堅定且持續實現計畫的信念，追求屬
於宜蘭發展的幸福好生活，同時藉由小朋友的參與，象徵宜蘭對
未來主人翁在各項發展的「傳承」意義。

林姿妙縣長表示，宜蘭縣第二行政中心改善了羅東地區市中
心舊空間，是翻轉都市空間計畫重要的一環。雖然招標過程歷經�
次流標，但在縣府重組評選委員會調整招標文件，檢討材料規範
及工法合理化，並調整預算單價符合市場行情，終於克服各種困
難，讓溪南的建設邁出一大步。 

「宜蘭第二行政中心」工程造價達��億����萬元，預計���年
１月完工。完成後，依各行政機關使用需求分棟、分區、分層，
達具特色與效率外；也藉由分棟方式開放與非開放的外部環境，
併同東側羅東林業園區、竹林圳，創造一體性的都市開放空間景
觀廊帶。這樣結合建築空間與環境景觀營造模式，既可提供民眾
好的洽公與休憩空間，未來市中心區行政機關遷入後，也將帶動
新市區的發展，並結合進行中的羅東工保計畫，共同塑造水綠串
聯共生的大羅東生活圈。

冬山河南方澳雙訓練基地
打造水上運動金牌搖籃



一步一步
縣政前進

化龍一村修舊如舊 宜蘭舊城微光明珠壯圍，位於宜蘭濱海區沿線範疇。由於
偏離主要的交通節點，在觀光發展上較為緩
慢，保有純樸的產業脈絡及生活哲學，為農
村風貌增添不少色彩。不過，壯圍全境面臨
的產業衰退、人口外流、土地失去經濟價
值、淹水潛勢等問題，仍為該區尚待突破的
重大挑戰。

為了兼顧在地動能與風土特色，縣府在
內政部營建署核定的「宜蘭縣壯圍鄉整合建
設計畫」中，以「壯圍歸真」做為願景，提
出五大整合建設行動構想，包含：友善土地
觀念的新農業、壯圍美學的藝術後場、環境
見學的輕旅行、自在生活的資源補充，以及
尊重環境的基礎建置，希望從空間翻轉帶動

人文環境的改變與開展，讓壯圍成為宜
居建業的好地方。

這五大構想由縣府相關單位連動執行，
希望藉由共享的願景及資源，逐步改變壯圍
的空間紋理及社會連結。以甫獲「第七屆台
灣景觀大獎─社區營造地方創生類優質獎」
為 例 ， 該 項 計 畫 的 目 標 與 方 法 ， 是 經 由
「點」的輔導與營造，鏈結農民漁友和地方
青年，共同挖掘及型塑壯圍在地特色，藉由
空間活化創造理想的生活環境。參與計畫的
示範點，包含：大福漁人故事館、牛頭司耕
牛小學堂、壯圍十八島實驗空間、後埤社
區、旺山休閒農場等地，空間重整範疇小至
屋頂隔熱黑網搭設、牆面彩繪及營造，大至
路面高程銜接處理、魚塘轉角休憩平台建造
等內容，逐步改變人們對於空間的想像和使
用習慣。當民眾願意駐足停留，地方的連結
與情感，也從物理性改觀，推進為化學性
變化。

近年來，地方創生成為地域翻轉的顯
學，試圖解套地方面臨的產業衰退、人口外
移、高齡化和鄉村空洞化等議題，以各種微
型的軟硬體計畫，穿透、滲流、結晶，集結
各方圓滿，匯聚成一股前進的力量。

圓夢搖搖杯 改變公園遊具樣貌

翻轉壯圍
宜居建業的好地方

縣府環保局推出「弱勢能源福利計畫」並走
訪縣內的弱勢家戶，幫忙診斷全戶的用電狀況，
更換照明設備，汰換老舊冰箱，計畫即將進入第
三期，不僅讓生硬的節能政策，注入一股暖流，
更填補了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無形浪費。

家住冬山的林阿伯為家中長子，�弟是聾啞
人士，兩人一起從事資源回收工作，長期借住在
�弟家中，一棟房子住了�人。�弟平時在夜市賣
糖炒栗子，家中冷藏設備較多，因為人口眾多，
夏月期間，電費高的驚人。環保局節能輔導員到
阿伯家實際了解用電狀況，建議調整冰箱收納空
間、拔掉使用率較低電器、冷熱開飲機加裝定時
器，林阿伯說，這項計畫讓他跟小弟居住的空間
變得更節能，使用節能的產品和電器而省下電
費，也能減少經濟上負擔。

「宜蘭縣能源弱勢福利計畫」第一期共��戶
受惠，第二期從去年下半年推動至今，環保局結
合社會處與宜蘭縣愛加倍關懷協會，遂輔導縣內
���戶低收入戶家庭，改善家中的用電狀況，照
明汰換成LED省電燈具，協助更換老舊冰箱，減
少支出的電費。環保局指出已邁入第三期計畫，
將擴大服務對象，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家戶。

以「環境安全」與「防災」為目標，縣府成
立安全衛生推動小組，透過跨局處合作，從消
防、衛生、環境、社會及教育等多面向，建構職
場安全體系，營造安全勞動環境，提升勞動安全
意識，保障縣民身心健康及工作安全。

縣 府 另 成 立 「 宜 蘭 縣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輔 導
團」，針對規模在���人以下的製造業、營造工
地予以臨場輔導，協助其辨識工作環境中的危
害、進行風險評估及提供改善建議，建構安全衛
生的組織管理機制，今年新增對服務業實施關懷
及輔導，輔導場次增至�,���場次；另辨理職業
安全衛生宣導活動，強化縣內營造業、事業單位
等工安人員對勞工安全衛生法令之認知。

在民眾宣導部分，勞工處也與勞動部轄下單
位合作，於今年辦理職場安全宣傳活動，例如於
中山國小辦理「職場安全週•職安小英雄」，邀
請親子參與工安體驗，讓孩子學習災害預防、減
災重於搶救等觀念。在多方努力下，「安全衛生
推動小組」於今年獲勞動部績效評核佳績，並以
「宜蘭橋改建工程」獲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工程金
安獎公共工程佳作，成為縣內公共安全管理重要
的典範。

田古爾橋位於大同鄉宜��線，跨越蘭陽溪支
流田古爾溪，是原民部落交通往來不可或缺的橋
梁。���年蘇拉颱風降下豪大雨量，整座橋體遭
土石洪水沖毀，縣政府隨即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爭取專案經費辦理橋梁復建，經過�年的時
間，新橋終於在今年�月正式通車。

為了降低田古爾溪土石淤積及洪水對橋梁安
全影響，新橋提高了橋體高程、減少落墩數，採
2墩�跨場鑄懸臂預力箱型梁橋建置，橋長���公
尺、橋寬�公尺，設計雙向各一混合車道。新橋
亦成為分擔省道台�、台�甲線交通的替代道路，
同時整合當地的交通路線、產業運輸、緊急避
難、疏散及救災功能。

施作過程中，最大的阻礙就是風災和地質狀
況不穩定。期間歷經��次颱風，除了工期停滯，
還有災後的泥沙清淤和整理作業；以及在山區造
橋容易遇到的巨石問題，工程單位多次執行炸石
計畫，耗費時程相當冗長。歷經艱辛，�月底在
林姿妙縣長、工程會吳澤成主委及當地部落耆老
的見證下，新的田古爾橋正式通車，期待它能不
畏風雨、不分畫夜守護著族人及用路人，原鄉命
脈終於再次接軌轉動。

宜蘭位於臺灣東北角，具有多元豐富的在地
食材和農漁產品，每每讓人再三回味。為此，縣
府特別舉辦「宜蘭勁好TOP�� 好食・好物・好所
在」徵選活動，初試啼聲便吸引百家業者報名角
逐，將這股充沛能量匯聚一堂。

此項徵選活動，展現縣府鏈結地方上下游產
業的決心。以宜蘭在地紋理為主軸，縣府鼓勵業
者運用地方食材和物產特色，將技藝和故事融入
產品之中，並轉換為具有市場優勢的商品，廣泛
於實體通路和虛擬網絡銷售。不論產品本身獲選
與否，都能藉由縣府的展示平台加以宣傳和散
播，讓更多人看見宜蘭好物獨樹一幟。至於獲選
的產品，則會列入縣府推薦的伴手禮名單，未來
若有國內外貴賓參訪、旅行社踩線團，也將成為
重點觀摩的參訪店家，並透過線上、線下宣傳機
制，讓宜蘭特色被全世界看見。

本次徵選活動歷經數月，評審過程實屬不
易。擔任首屆徵選活動的評審委員暨召集人─
江振誠主廚笑著說，這次擔任評審最困難的地
方，就是有太多好吃的東西。縣府對此表示樂見
其成，也期待能夠以此打下基礎，開創宜蘭好食
好物的新路，展現獨一無二的好食好物。

照亮你家
弱勢家戶能源福利計畫

安心就業
職安輔導好安全

相遇大橋上
田 古 爾 橋 通 車

獨一無二
宜蘭好食好物Features

Yilan 

塵封許久的宜蘭市「化龍一村」眷村建築群落，近兩年拆除重重的鐵籬，映入眼簾的是注入新貌
的眷舍群，以及親善的兒童遊具與大片綠地。這處新興的文化觀光場域在公私協力之下，未來不僅是
舊城區深呼吸的綠帶，也將是宜蘭城璀璨的明珠。

歷史建築「化龍一村眷舍群」座落於宜蘭舊城區西南端，在清治時期是武營所在地，日治時期是練
兵場、衛戍病院，是一處軍事色彩濃厚的地區。戰後由軍方接收為聯勤電池廠與員工宿舍，成為宜蘭
縣第一座眷村「化龍一村」，新的居民在這裡落地生根、養兒育女，成為他們的新故鄉。

���年，化龍一村的住戶隨著九大眷村集中搬遷到軍眷住宅，充滿嚴肅軍方色彩的區域，有幾年是
閒置又黯淡的。直到���年，縣府文化局將其登錄為歷史建築，也爭取到文化部的經費挹注，啟動後續
的修復及營運規劃。

這處充滿眷村風貌的建築群落，區內融合了日式木造與民國時期的RC磚造建築特色。其中，「近
代眷舍群」已於今年完工，��月透過「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成果展，邀請民眾走進歷史現場，探
索「化龍一村眷舍群」自清代以來的歷史身世，以及蘭陽地區二戰軍事遺產。

除此之外，整個場域也變身為有機水綠生活公園，見證城市變化的老榕樹佇立其中，大片的綠地
更是生機盎然，還有搖搖杯、沙坑、溜滑梯等兒童遊具，可望成為熱門的親子遊戲場。而這個負有宜
蘭城開發史縮影的區域，連結周邊的蘭城新月、南門林園及舊城生活圈，將是宜蘭城內重要綠廊帶及
生態跳島，成為慢活的休憩空間。

化龍一村內的兒童遊具─搖搖杯，來自於小小縣
民李雨蓁小朋友的一封信。108年7月，林姿妙縣長接
獲一封特別的陳情信，請她幫忙在公園裡設置搖搖杯
遊具設施。強調傾聽孩子想法和意見再做決定的林縣
長，將這樣的需求列入施作考量，努力將宜蘭縣打造
為兒童遊戲環境的夢土。

圓夢搖搖杯 改變公園遊具樣貌



歡迎加入宜蘭縣政府
LINE官方帳號

社區日照 遍地開花
健 康尊嚴 縣府來 顧

宜蘭縣水環境巡守隊 ��隊 逾���人

宜蘭縣內的水環境巡守隊都是由社區、社團、
學校或宗教、企業團體熱心人士自發組成，沒有薪
水也沒有補助費用，現在全縣已有 �� 隊、逾 ���
名隊員。

水巡守隊主要的工作是認養河段巡檢、簡易水
質檢測以及環境教育宣導，多年來，水巡守隊也各
自發展特色，有的配合巡檢辦理資源回收，有的結
合學校作生態調查，結合企業辦理淨溪護河活動，
還有協助漁船收集資源回收，發展生態與文史深
度旅遊路線等等，可說是多元性發展。

宜蘭縣  長照所

我的巡守隊們─
守護水的故鄉

流浪犬成陪伴大使  回歸動物友善初衷

目前，宜蘭縣內共有��間提供日間照顧
服務的社區式長照機構，包含今年上半年啟用
的第�家原住民族地區微型日間照顧中心，逐
步往「一國中學區、一日照中心」的目標邁
進。由這些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以衛生福利部
「長期照顧服務法」為基礎，強調以人為本，
讓個體恢復活力、享受生活樂趣的重要性，協
助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幫忙的失能者，維持或提
升健康品質、增進社會適應性，同時保障需求
者與照顧者的尊嚴和權益。

申請服務的長輩們經由宜蘭縣長期照護
服務管理所照顧管理專員到宅評估失能等級，
並依個別需求，量身訂做照顧計畫。其中日間
照顧服務即是以提供「生活照顧及自立訓練、
健康促進與管理、復健和營養服務、文康休閒
活動、交通接送」的一項照顧選擇。相較於住
宿型長照機構，來到社區長照機構的長輩們通
常保有相當程度的自理能力，故申請此項服務
的生活作息，為白天在社區式長照機構接受服
務、晚上回家享受天倫，期盼在社區照顧的支
持下，利用正式與非正式資源及人際網絡，逐
步回到自我完善的生活狀態。

申請這項服務的長輩及朋友們，都有一
張作息地圖，橫跨在白天和落日之前。像張爸
爸，早上�點，接駁專車會在磚紅色矮牆邊等
待，載著張爸爸一行人，開啟在日間照顧中心
的一天。經過例行的健康量測後，社工人員會
帶著大夥一起做活力操，這些精心設計的動
作，據說有助於增進長者的肌力和耐力訓練，
雖然張爸爸還不熟悉，但對於身體的恢復卻是
紮實有感。除了動態課程，人稱綠手指的張爸
爸，是園藝治療課程裡的示範好手，植物與身
體、生命與能量，課程目的不只修復身體，也
照顧人的心理狀態。張爸爸在這裡交了不少朋
友，復健的時候有人聊天、吃得健康心不孤
單，搭配多元豐富的主題活動，心情開闊、身
體狀況也容易保持平穩，且越來越好。

回歸生命本質，開心平安，有群朋友絮
絮叨叨、身體尚無大礙，或許是多數人的期
待。為了推動長照�.�，縣府扮演著核心角
色，以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為整合平台，針對
不同需求者進行身心評估，安排照顧管理專員
實際探訪申請服務者之媒合狀況，致力於照顧
在地長者健康、完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這樣
的努力，在一點一滴的累積之下，逐漸開創獨
樹一幟的「宜蘭模式」，也讓長照�.�目標
藍圖越趨圓滿。

宜蘭，水的故鄉。一位又一位的志工，如同跑大隊接力一般，一棒
接著一棒巡查各地的河川，經年累月地守衛著我們的水脈，寸「水」必
守，寸土不讓。

負責巡守羅東鎮十六份圳的新群水環境巡守隊，��多年前成立之
初，隊員有�、�位，現在已有��位，隊員幾乎都住在十六份圳附近，大
家每天抽空就會「巡巡看看」。

隊長張文哲憶起一首兒歌的歌詞裡寫到「我家門前有小河」。他
說，十六份圳位在住家的後方，小時候沒有自來水、水井的年代，家裡
都是汲取水圳的水來飲用，後來改用鑿井取水，隨著時代進步，換成簡
易自來水到現在使用自來水。「我對十六份圳是有感情的。」張文哲如
是說。

就是這份把十六份圳當成鄰居的情感，新群水環境巡守隊隊員只要
外出巡邏發現有人亂丟垃圾到水圳之中，第一時間就會透過LINE群組通
報環保局前來，希望能追查出亂丟垃圾的「元兇」；張文哲說，巡查常
遇到的是亂丟一包包的垃圾，有時候垃圾被丟在水圳中央，他們就會出
動巡守隊上的竹筏前去清理，全力顧好大家的「好厝邊」。

巡查之餘，新群巡守隊按時作水質檢測，還發展「獨門」特色─推
行農作沼液澆灌，甚麼是「農作沼液澆灌」？張文哲說，巡守隊找了一
塊地作為社區居民友善耕作場域，由環保局協助設置豬撲滿，豬農
無償提供沼液，回歸自然施肥，去年收成豐碩，居民還自製洛神花茶、

芋頭糕等與大家分享。這項創新的發展，獲得居民的支持，今年繼續耕
作，連花蓮縣環保局巡守隊�月底都來取經。

另一支出自鴻毅志工志願服務協會的水環境巡守隊，則是以白米溪
中下游為巡邏的場域，每月巡查�次。隊長施游輝說，現在還是常有附近
住民或遊客把垃圾往溪裡丟，他遇過最誇張的狀況是，農曆年間有人把
祭祀完的物品包成一大包就往河裡丟，他們常得「你丟我撿」，也會通
報環保局破袋追查。

鴻毅水環境巡守隊除了巡查河川、水質檢測外，更是第一河川局的
防汛志工，每年的汛期期間協助監測河川水位，另外，觀測白米溪的生
態也是巡守隊的任務之一，可說是最懂白米溪的在地人。

不管是張文哲或施游輝，都是水環境巡守隊的創隊隊員，長年與隊
員一起守護河川與圳排。施游輝說，巡守隊的隊員都是不講求回報的，
總是自動自發完成各項任務，大家心裡只有一個想法「可以作就多
作」；張文哲也說：大家是「歡喜作，甘願受。」這個服務的理念，正
是所有巡守隊員共同的堅持。

臺灣「流浪動物零安樂死」政策啟動後，
各個公立動物收容空間捉襟見肘，提升領養率
成為相關單位首重課題。「民眾的領養偏好，
還是以�至�個月的幼齡犬，或者是名種犬居
多」，談起流浪動物中途之家，動防所工作人
員有些無奈，「很多成齡犬性格穩定、抗病力
佳 ， 卻 因 為 年 紀 大 而 找 不 到 家 ， 真 的 很
可惜」。

為 了 激 發 流 浪 犬 領 養 意 願 ， 縣 府 啟 動
全國首創「陪伴犬計畫」。以收容所的流浪犬
為主體，初步選擇性情平穩且健康的犬隻進行
訓練，藉此探索這些夥伴的潛能與特質，期待
經過訓練後的牠們，能夠投入校園宣導、樂齡

學習中心或至安養院發揮陪伴功能。
「黑寶剛來的時候，心情很不好，不願意

吃 飯 ， 還 會 低 聲 嗚 咽 的 哭 」 。 動 防 所 人 員
回憶，「原本的飼主移居海外，沒有打算帶
他同行，但又找不到人認養，他覺得自己被
丟掉了」。有些動物在認知被遺棄後，會關上
心房、不再相信人類，幸好在相關人員悉心
照顧下，黑寶再次與人建立關係，並且在完整
訓練後，加入陪伴犬領頭大使的行列。

「動物輔助治療」是近年來在醫學界逐步
開展的一項方法，立論相信，人類在動物的陪
伴下，通常具有增加個體自信，帶來正向能量
和愉悅舒適的效果，並且成為人類重要的安全

感來源，予其情感支撐和力量。家中有狗兒朋
友，也是這項政策推手的林姿妙縣長說，「狗
兒教會我們許多事情，讓我們更謙卑地面對這
個世界」，呼籲大家「愛牠就不要放棄、棄養
牠」。而從另一端點來看，這些陪伴大使則幫
助 自 己 找 到 了 家 ， 讓 生 命 有 所 依 歸 、 有 所 期
待，成為誰的家人、誰的夥伴。

今年孟夏，「陪伴犬計畫」第一批大使粉
墨亮相，除了黑寶之外，「紅包」、「小P」、
「Lucky」和「寶妹」，未來都將踏上撫慰各方
人們的療癒之路。回到生命本質，陪伴，讓我
們跨越物種的距離，也讓我們走得更長更遠，這
是動物友善的初衷，意料之外的雙贏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