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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議題四：水與契機—資訊公開、公私協力 

引言人：經濟部水利署 賴副署長建信 

一、前言 

政府制定與民眾權益相關之政策推動時，邀請公民團體共同推動

公私協力，廣納公民意見為同樣目標努力，達成彼此都受益的成果，

已是國際趨勢，如多年前荷蘭還地於河和與水共存政策、日本多摩川

流域治理，近年國外盛行之智慧城市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

路參與平台」等也多導入公民參與，建立公私協力機制，故公民參與

與公私協力是現代政府推動公共事務不可或缺的要素或重要意見資

產。 

活化應用公私協力之首要步驟即為資訊公開與教育培訓。其中藉

由揭露資訊而自然形成「推力(Nudge)」效應，促使人民參與且自主決

定(哈佛大學法學院桑思汀教授(Cass R. Sunstein))。另外，透過教

育培訓，強化公私部門對議題了解與公民參與技巧，並尋求彼此的共

識。 

臺灣山坡地陡峭，河川短促，雨勢集中，雨水快速地流入海洋，

造成水資源管理或流域經理相當不易，面對如此艱困的挑戰，不僅要

採工程、非工程之手段，且需跨部會層級機關的合作，更要參採國外

經驗，即導入公民參與，才能圓滿整體水政策，並藉由資訊公開，自

然形成「推力」，將有助於多元利害關係人參與討論，公私協力作出

更適切的決定，俾使公私之跨部門與跨領域整合，從而解決難題；另

透過教育方式，提升施政品質，尋求公私部門的共識，建構韌性水臺

灣。 

二、面臨問題 

去(民國104)年於韓國大邱舉辦的全球水資源最大盛事第七屆世

界水論壇(7th World Water Forum, WWF7) 及去年底落幕的聯合國氣



 2  

 

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21次締約方大會(COP21)—「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皆揭示了資訊公開與公私協力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經濟部(水利署)邀集民間NPO、NGO、專家學者、各機關代表等，共同

參與103年6月、9月舉辦之全國水課題焦點對話第1、2階段活動及105

年4月舉辦之韌性水管理座談會，與會各團體代表皆強調積極落實資訊

公開與建立有效的公民參與機制是未來政府施政的重要課題。尤其公

民參與與公私協力已是現代政府推動公共事務不可或缺的要素或重要

意見資產。 

惟過去，礙於資訊不發達或資訊不透明，公部門的訊息無法有效

傳達到人民與私部門，進而資訊不對稱造成「溝通不對等」，導致公

部門與私部門處於分治的互動，進而影響公民參與意願及公私協力的

推動。以最近幾年陸續發生的重大食安事件，造假食品不僅危害民眾

食安，更重創「臺灣製造」的形象，讓臺灣在全世界公認的善良及信

賴感蕩然無存。這些事件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資訊透明公開，如果能

公開源頭進出口的詳細資料，就可促進公私協力共同監督食品安全，

避免中間商搞鬼，讓民眾食的安心。故公開更多與更適切的資訊，自

然形成「推力」，並且引導公私協力，一起為臺灣現階段或是未來可

能面臨的課題，共同集智尋求更適切的處理方式。 

然公民參與是要技巧的，這部分就必須透過教育手段。2011年(民

國100年)美國城市聯盟出版「讓地方民主運作: 市政代表如何看公民

參與(Making Local Democracy Work: Municipal Officials' Views 

About Public Engagement)」報告顯示「公務單位工作人員及民眾應

該都很需要更多有關如何有效參與的培訓，且超過一半的受訪市政代

表表示他們自己與居民其實都缺乏適當的技能、經驗或工具來執行公

民參與。」，這顯示公私部門皆需透過教育培訓，強化議題了解與公

民參與技巧，並尋求公私部門的共識。 

三、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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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完善整體「水」政策，建構韌性水臺灣，尋求各界對於水議題

之共識，經濟部(水利署)除與各部會積極溝通協調外，並以資訊公開

與公私協力方式，擴大民眾及公民團體參與各項水議題的討論，以下

就成功經驗(成果)予以分享： 

(一)公私協力 

1.推動民眾參與水治理的相關制度 

(1)流域治理 

水患治理特別條例自 95 年 1 月 27 日公布施行，行政院

95 年 5 月 3 日核定「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為因應時

空環境及考量民眾需求，經濟部(水利署)執行該計畫之工程

設計初期即舉辦說明會，邀請當地民眾共同參與，100 年更邀

請關心水患治理之民間團體(如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聯盟等)

參與規劃審查及地方說明會。鑒於水患治理計畫業於 102 年

底結束，又 102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因康芮颱風及其引進

之西南氣流於中南部造成淹水災情，爰此，經濟部於 103 年

推動「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並參酌民眾參與「易淹水地區

水患治理計畫」之成效，103 年公布「經濟部辦理流域綜合治

理計畫建立民眾參與機制注意事項」，規定由地方政府及河

川局成立諮詢小組及聯繫窗口，並且在工程規劃、設計及施

工過程必需召開說明會。截至 105 年 8 月 17 日止，流域綜合

治理計畫共辦理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59 場、規劃溝通活動 14

場、工程提報說明會 92 場、工程設計溝通活動 63 場、施工

協調溝通說明會 51 場。 

(2)集水區治理 

95 年公布「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規定

實施計畫資訊公開，進行生態調查及整體環境生態復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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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建立與在地居民協商機制。97 年公布「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計畫資訊公開要點」，規定應公開項目與方式。98 年

公布「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

已規定參與對象、應開放參與項目及參與者應遵循義務。100

年公布「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

民眾參與注意事項」，規定應開放民眾參與項目及民眾應遵

循義務。故截至 105 年 8 月 17 日止，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

治計畫網站瀏覽人次達 4,827,067，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

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網站瀏覽人次達 777,273；其中曾南

烏穩定供水計畫共辦理水庫蓄水範圍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說

明會 18 場、土石流防災宣導 36 場、水資源保育及集水區保

育防災宣導約 150 場、工程設計及施工前說明會約 50 場。此

外，為評估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水庫集水區保育

計畫辦理情形，並於 96 年公布「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

畫之水庫集水區保育評鑑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共進行 9

次評鑑，透過評鑑，除建立與民眾溝通協調機制外，更提供

民眾社會教育機會、環境及生態保育意識，具有培力民眾參

與公共決策及深化民主之意義。 

2.推動民眾參與河川環境改善工程—以宜蘭河為例 

為「恢復自然健康河川，建構永續之生活環境」，經濟部(水

利署)辦理河川環境改善時，於規劃設計階段召開地方說明會以

廣納地方建言，藉由公私協力作出更適切的決策，以下以宜蘭河

為例。 

宜蘭河於永金一號橋下游段長期以來雜草叢生，每逢汛期水

漫高灘地，且整體景觀零亂紛呈。基於此，經濟部(水利署)於 104

年規劃河川環境改善工程，以「人水和諧，生態永續」為主軸，

綠美化河道空間，營造優質水環境，且本著對自然人文的尊重，

兼顧保育、再利用及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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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工程於設計初期即召開說明會，傾聽民眾建言，當時有部

分民眾對設計內容有反對聲浪，為使施工順利，避免民眾於施工

期間出現不可預期之抗爭或阻撓，故尊重民意適度修正設計內容，

並於完成設計初稿後再召開審查會議，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在地

民意代表、社區學會共同傾聽在地需求。經由意見交換，同意保

留部分植生帶，將較髒亂之河濱處改為淺瀨區以串連河岸；且配

合左岸結頭份社區為宜蘭縣歌仔戲發源地，增加一處歌仔戲主題

廣場(結頭份廣場)供社區辦理活動使用，成功地將在地社區原蘊

釀抗爭阻力轉為贊同支持力。 

3.跨領域、跨部會行政革新 

(1)河川疏濬 

台灣河川坡陡流急、上游侵蝕旺盛、下游堆積快速等河

川特性，為避免淤積之砂石影響河川水文之流徑及保障河道

週邊生命財產之安全，河道疏濬乃為河川整理治理工程之重

點。惟早期河川疏濬以個案方式向當地縣市政府申請，許可

採石區零亂分散，無法充份掌握砂石採取狀況，故常有超挖、

越區等盜濫採砂石行為；為有效管制砂石清運，85 年起河川

管理機關改採「聯合開發整體管理」方式；90 年起河川辦理

疏濬工程採售合一；92 年全面停止個案申請；95 年起試辦「採

售分離」政策，嚴密管制外運土石數量，改善採售合一方式

可能帶來之問題，自開辦以來有效阻絶盜採砂石情事發生； 

97 年 11 月 28 日頒行「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所有

疏濬方式之管理機制均比照採售分離管制，透過體積及斷面

檢測、管制站、監視系統及保全人員 24 小時監管等方式掌握

實際外運土石數量。此外，採取舉辦地方說明會、培訓志工

協助巡防、建置河川便利通網站公開疏濬資訊、主動與檢、

警、調合作及召開廉政座談會等措施，獲得近 3 年年平均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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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案件 5 件，近 3 年砂石價格波動僅 3%，河川水利業務管理

人員清廉度進步 10 名等績效。 

(2)水廉政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自 100年起推行「水廉政」，

透過與臺南地檢署的跨域合作推動跨部會整合，並藉由行政

透明機制的建立(資訊公開)，讓全民有參與和監督南水局水

資源管理工作之管道(公私協力)，已邀請產(廠商)官(南水局、

水利署、地檢署、政風室、廉政署)學(學術單位)界、環境團

體、廉政志工、河川志工、當地居民參與討論，扭轉社會對

水利部門以往較封閉的印象，並建立起社會大眾對水利部門

的信任，有助於水資源永續的經營管理。 

4.發起全國河川日，建構河川社群網絡 

經濟部(水利署)自 95 年起為提升民眾對水資源及河川環境

的保護意識，發起「全國河川日」教育宣導活動，主要希望藉由

民間的活力與創意，結合在地資源，使河川日能深入民眾生活之

中，使愛河護河觀念成為習慣的一部分。 

99 年起經濟部(水利署)更與「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共同參

與河川治理的公私協力工作，其推動共分為「集結各地關心河川

組織，形成河川社群(99-101)」、「關注水資源，推動深度之民

眾參與及優質環境教育(102-103)」、「著重政策訴求，落實公

民參與的制度化(104-)」等 3 個階段，藉由結合在地社群、河川

局及各流域社區大學合作辦理「河川論壇」、「全國大型河川戶

外活動」及「流域走讀」等水環境教育活動，並將其成果與公民

參與相關題材製成廣播節目；此外，規劃與制定民眾參與相關諮

詢機制，讓民眾參與從工程面提升至政策面。期以多元、創新與

擴大方法，培力河川流域公民，投入河川守護行動， 讓「愛護

河川」成為社會的中間力量，並蔚為公民具體實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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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動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 

為整合民間力量，協助政府共同執行水利防災工作，於 99

年透過所屬 10 個河川局招募民間志工，完成培訓後於 99 年成立

「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志工平時進行服務區內水環境巡查及

狀況反應；災時則配合各河川局應變小組之開設，執行水災情查

看及通報。 

歷經多年運作，目前計有 1,541 名志工，其年度服務總件數

及運作效能皆持續增加，內容涵蓋水利設施損壞、溢堤潰堤、堰

塞湖形成等災情通報，以及協助水環境維護工作，例如 101年 0610

豪雨通報南投縣和社溪堰塞湖災情、102 年天兔颱風通報臺東知

本溫泉溪溢堤並協助疏散撤離、103 年 0807 豪雨通報臺南港尾溝

溪疏洪道損壞，以及河川局高灘地與堤岸環境營造等，確實發揮

避災減災成效，並促進水環境安全永續。 

6.環境教育及其場所建置 

自 99 年 6 月 15 日制定公布環境教育法，並自公布後一年施

行，其對象為全體國民、各類團體、事業、政府機關(構)及學校。

經濟部(水利署)已要求全體同仁依環境教育法規定，每年參加至

少 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每年也辦理 10 場次的環境教育研習，

協力單位計 278 處；參與專家及學者計 402 位，另鼓勵員工取得

環境教育專業人員認證，目前已有 39 位取得認證。並積極推動

所轄區域進行環境教育場所認證工作，目前計有臺北水源特定區

環境教育中心、石門水庫土木文化資產暨環境教育館及曾文水庫

環教場所等均已獲認證，另融入愛水環境教育理念，累積 88 套

課程教材及環境教育出版品共 19 式。這些場所不僅提供同仁上

課之用，亦對民眾開放，俾強化公私部門對於議題了解與公民參

與技巧，並尋求彼此的共識。另透過環境教育，讓民眾了解環境

之破壞、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可能發生水資源不足、洪澇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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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糧食嚴重短缺等現象，將嚴重威脅人類、生物及環境，讓

每一個人從認知、價值觀及態度上來落實環境保護、水資源保育

之行為。 

(二)資訊公開 

1.多元資訊發布管道 

經濟部(水利署)透過每週發行，將水利即時性訊息資訊公開，

並能及時多元豐富隨時展現，讓外界能瞭解水利署，更由於採各

單位輪流供稿，同仁間能彼此切磋成長，促進彼此單位間之瞭解

與合作，並利用 E河川—交流水知識等粉絲團將水利署最新消息、

水利資訊與民眾互動。 

為提供民災防災資訊，經濟部(水利署)建置防災資訊服務網、

水情 APP 等系統，提供即時氣象、雨量、河川水位、水庫水情等，

並及時發布淹水、河川水位、水庫洩洪及枯旱等預警資訊，以讓

民眾及早因應。 

2.水知識服務 

經濟部(水利署)有系統整理水利相關知識，透過「e 河川」

計畫(係提報第三階段電子化政府之「優質網路政府」項下之旗

艦計畫)以「e 河川網路資訊服務」為主題，經 e 河川知識服務網，

以 5E 概念係推動水利知識服務，電子化(electric)整合交換河

川資訊、即時水情、洪災、防災等河川大小事等水利資訊，提供

更民眾所需全面性之開放資料、並利用各機關(例如:環保署、氣

象局等)之開放資料進行加值、於「水資料應用平臺」建立「環

境監視」等多項數位儀表板。交流互動 (exchange)的水資源知

識，透過社群網站與民眾互動，在 facebook 成立「E 河川-交流

水知識」粉絲團，獲得 2 萬位以上粉絲，成立「我是水利人」社

團，獲得近千位水利專業人士參與。以環境生態(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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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心建立「台灣河川復育網」專業主題網，與國際相關復育網

站進行交流。進行河川教育(education) 加深民眾水利知識，透

過水利名詞庫將網站文章進行閱讀精靈方式解釋專業名詞，講民

眾聽得懂的話。更企圖營造民眾親水享受(enjoyment)之環境知

識，介紹單車路線、親水公園等資訊。期使民眾因「知水」、「親

水」，進而「保水」、「愛水」為目的。 

 3.公開揭露工程資訊 

為配合本署重大計畫的資訊公開作業，廣為宣導與推動「曾

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及「流域綜合

治理計畫」，建置相關專屬網站以公開揭露計畫內容、執行情形、

工程資訊、治理成果及民眾參與等相關訊息。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宣導

網站自 2011 年 5 月 31 日上線迄今，網站資料量約 660 多筆，依

據 Google Analytics（分析），網站瀏覽量逾 100,000 次；另「流

域綜合治理計畫」專屬網站自 2015 年 7 月 22 日上線以來，網站

資料量約 670 多筆，網站瀏覽量已超過 47,000 次。 

四、未來挑戰 

隨著時空環境變遷、公民意識抬頭與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資訊

公開與公私協力方式必須進一步調整。尤其資通訊技術的成熟，使網

路成為接收與發送資訊的快速工具，亦隨著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萬

物相連的物聯網也正在快速發展，所有物品都可能演進為具智慧化的

資訊影像，讓公民參與方式增加更多想像空間。 

近年國際間逐漸盛行的智慧城市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

路參與平台」多導入新科技，以強化資訊公開與公民參與，其中智慧

城市強調廣泛使用通資訊技術，以達到城市的永續發展，改善人民生

活品質與提升城市競爭力，其主要趨勢分別為以人為本的思維，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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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問題(如：美國亞利桑那州，運用主動式需求管理和數據分析平台，

提供通群族選擇出發時間、新路線和模式，以減少交通壅塞的問題)；

以4P(Public-Private-People Partnership)公私民合夥機制，擴大公

民參與(如：英國倫敦推動「London Open Data」計畫，提供無成本訊

息，讓市民與企業能夠一同參與提出創新解決方案，並創造更多應用

程式)；利用開放式平台系統，讓各種群體相互交流促成創業生態圈，

激發跨界跨域的創新動能(如韓國首爾市結合新創企業與公民參共同

解決都市內的垃圾處理、停車位與文化體驗等城市問題，推動城市智

慧化。)，另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之功能為讓行

政機關的政策計畫更加公開透明，並朝向公民參與及強化溝通之目標

邁進，並讓政府與民間的社會氛圍趨向信任之夥伴關係。使民眾參與

讓政府施政更為周延，促進國家進步的動力，兩者皆為運用科技最佳

典範。 

因此，經濟部(水利署)在推動資訊公開與公私協力雖已有了成功

經驗(案例)，參酌前述案例，考量時空環境與資訊科技發展，仍有改

善空間及克服事項，茲未來挑戰如下： 

(一)政府與民眾的資訊落差 

臺灣目前資訊揭露直接相關的制度規範為民國94年公布的

「政府資訊公開法」，其目的在於「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便

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

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然而，仍

有以下幾點有待加強： 

1.選擇性資訊公開 

政府各部門掌握大量資訊，並依前述法規明定予以公開，然

僅止於部分水利事業，缺乏不同類型水利事業之資訊公開(如農

業用水)，使得整體水資源的永續經營管理不易落實。故各類型

的資訊宜普遍公開，以消弭社會各界的資訊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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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訊取得不易 

政府部門常將資訊上網等同於資訊公開，然就民間團體(NGO)

而言，如何更積極參與決策及取得後續決策追蹤之資訊仍有困難。

另外，各部門間常因本位主義或擔心資訊本身的敏感性，因而影

響資訊公開的意願。 

3.具敏感性的資訊公開 

日前 0206 震災，在各界壓力下，經濟部推出線上的土壤液

化潛勢區查詢系統，該系統在有限時間內因應社會大眾的壓力即

時公開，然而系統的公開時機、資料呈現方式，甚而是否應該公

開皆引起部分社會大眾的疑慮。水相關資訊是否公開亦常遭遇具

敏感、爭議性之疑慮。 

4.資訊(加值)運用不易 

以流域經理為例，如能整合流域整體資訊，將有助於民眾對

流域整體了解，公部門更能共同解決流域治理相關問題，惟各部

門格式不一，資料品質不一致，致影響資訊(加值)運用，故須研

究標準資訊格式，以利資訊的交換與流通。 

5.缺共同的溝通語言 

各領域具有專業性，彼此溝通需講民眾聽得懂之語言，故需

將專業水利名詞有系統整理，於文章中可以連結相關名詞，有助

於民眾對水利領域之了解，公部門更能利用名詞將相關資料加以

串聯，惟水利名詞建立不易，故須研究建立相關名詞資料庫。 

(二)不同屬性所建立的單一參與 

1.民眾參與單一化 

民眾參與的重點在於營造多元利害關係人的民眾參與，參與

者的身份應該多元化而非限縮在某一特定對象。以水資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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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涉及產業、農業等，如僅蒐集水利部門之民眾意見，則無法完

備整體水資源政策，故應參酌涉及主要領域民眾意見，以擴大民

眾參與。 

2.跨領域之民眾參與需制度化 

公民參與是現代政府推動公共事務不可或缺的要素，故跨部

門及跨領域整合，擴大參與對象，目前各部門對於民眾參與僅依

部門需求規範，如需跨部門及跨領域之公民參與，則需重新建立

相關規範，才能廣徵各界意見。 

 (三)政府部門與民眾須尋求共識 

1.不同專業知識的融合 

就以往經驗顯示，政府部門間及政府與民眾間所具有專業知

識不同(如水利部門之水資源、農業部門之糧食、民眾之區域性

知識等)，進而彼此影響溝通及業務推動。故公私雙方宜具備有

助於彼此溝通的共同知識仍有待辨識。 

2.本位主義的去除 

各部門間有其必須達成之目標，而民眾亦有其利益之考量，

如各有堅持(本位主義)，則無法形成共識。達成共識的關鍵在於，

需以國家、社會整體的利益考量為基礎，以尋求獲得政府各部門

及社會大眾認可的政策(決策)方向。 

3.資料斷層的鏈結 

政府機關、部門、業界、學界及民眾之間，因專業、領域及

所在環境不同，致資料之提供與使用間對資料解釋有所差異，造

成彼此間對所運用的資料在文意上有所斷層，故常有對分析後的

資訊判讀及結論常有落差。要解決這因為資料斷層造成的分析結

論落差，得有統一的資料文脈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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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虛擬之公私跨域整合平台建立 

水的議題攸關民眾權益，當政府與人民對水的政策(法規)出

現意見落差，如不及早溝通協調，將使社會氣氛便趨向緊繃與不

信任。目前除公聽會或說明會等溝通的管道外，更須因應數位化

的時代來臨，建立虛擬之公私跨域整合平台，如「公共政策網路

參與平台」，藉由各種公私利害關係者參與討論、建議、草案、

定案等四個階段完整討論相關水議題，最後形成共識之水政策。 

五、關鍵課題 

基於前述，「水與契機—資訊公開、公私協力」議題上的主要障

礙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政府與民眾的資訊落差」、「不同屬性所

建立的單一參與」、「政府部門與民眾須尋求共識」。基於此，未來

將從以下三面向積極回應。 

(一)完善資訊公開與加值運用 

1.「政府資訊公開法」於民國94年公布以來，資訊公開已然是臺

灣各政府單位處理公務奉行之基本原則，故依前原則，對部門

間、政府與民眾建立完善資訊公開宜及早辦理。 

2.良好的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KM)指的是從資料

(Data)、資訊(Information)、知識(Knowledge)到智慧(Wisdom)

的過程；在具正確品質的資料情況下，透過加值方能將資料提

升為資訊、知識、甚至智慧，因此有必要掌握最新資訊科技技

術持續推動水相關資訊(加值)運用。 

3.結合水與科技，發展水資訊加值與顧問服務產業，並將政府與

民間的資料予以整合，建置以需求導向的使用者應用生態圈，

研發整合性創新系統平台，且蒐集使用者反饋意見，精進商業

模式與價值創造，以促進臺灣產業蓬勃發展。 

 (二)擴大民眾參與及跨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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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群網站屬民眾普遍使用之工具，為資訊的交流與分享提供了

新的途徑，建立粉絲團較易接接近民眾需求，亦可成立社團鼓

勵特定議題有興趣之民眾參與討論。 

2.水議題涵蓋相關廣泛，利用4P模式跨界整合運作，促成企業、

學校、研究機構、與民眾參與，並建立跨部門及跨領域之公民

參與之相關規範。 

3.跨領域之公民參與，需藉擴大實體或建置虛擬溝通平台來加以

整合，平台成員應涵括公私部門的利害關係者。 

(三)加強環境教育並尋求共識 

1.藉由教育，建立部門間、政府與民眾之共同知識，以強化溝通，

並尋求最大公約數，達成共學的效果。另建立部門間之交流機

制。 

2.迎合資訊化時代，建立環境教育資料大數據區確有必要性，並

建立資料之間知識與文脈間的連結，不僅有利於教育推廣，也

有助於適時發布關鍵環境資訊，滿足社會大眾知的權利。 

3.以水環境資料為核心，建立視覺化之相關亮點服務，提升民眾

對環境生態河川知識教育之核心知識，推廣及宣傳水利知識管

理運用，藉由政府與政府，以及政府與民眾間共同合作，創造

隨手可得的互動式水環境資源資訊服務。 

六、策進作為 

公民意識的興起，掀起了公民參與的篇章，儼然成為這世代的潮

流。因此，為讓民眾瞭解政府推動「水」的公共事務，「資訊公開與

公私協力」已是重要的課題，惟基於前述，其推動方式必須配合時空

環境與資訊科技發展予以調整，茲擬定之短、中、長期策進作為如下： 

(一)完善資訊公開與加值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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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具一致性的水資料格式與水資料整合平台(短期) 

2.建立水資料應用寶庫與協定標準(中期) 

3.發展水資訊應用生態圈，促成需求導向之創新技術產業(長期) 

(二)擴大民眾參與及跨域整合 

1.應用社群網站鼓勵民眾參與(短期) 

2.擴大公私跨域實體整合平台(短期) 

3.參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短期) 

4.建立公民參與相關規範(中期) 

5.建立公私跨域虛擬整合平台(長期) 

(三)加強環境教育並尋求共識 

1.擴大與深化環境教育之公私跨域共學機制(短期) 

2.建立環境資料大數據與關聯(中期) 

3.定期發布關鍵環境資訊，形成政策推力(長期) 

(四)涉跨部會合作推動事項 

建議事項 說明 主(協)單位 

1.完善資訊公開與加值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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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說明 主(協)單位 

建立具一致性的水

資料格式與水資料

整合平台 

 盤整水資源相關資料，並建立資

料目錄 

 統一資料格式，有助於其流通運

用 

 建立水利名詞庫、並利用相關名

詞串聯水資料 

 建立水資料整合平台並介接水資

源相關資料 

 瞭解、彙整各單位對水資料格式

暨整合平台的看法 

行政院農委會、

經 濟 部 ( 工 業

局、水利署、台

水公司)、臺北自

來水事業處及直

轄市、各縣市政

府 

建立水資料應用寶

庫與協定標準 

 辨識水資料應用寶庫的使用對象

及需求 

 運用最新資訊技術如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大數據(Big 

Data)、開放資料(Open Data)、

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等，進行資料統收納管 

 將資料轉換成開放格式並以開放

協定進行資料介接 

 以自動稽核與專業團隊定期進行

資料品質確保 

行政院農委會、

經 濟 部 ( 工 業

局、水利署、台

水公司)、臺北自

來水事業處及直

轄市、各縣市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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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說明 主(協)單位 

發展水資訊應用生

態圈，促成需求導

向之創新技術產業 

 結合產業、學校、法人與城市智

慧發展水資訊應用技術 

 培植民間產業提升創新技術研發 

 應用區塊鏈(Blockchain)相關技

術，將政府及民間資料予以結合

及統合 

 彙整使用者反饋意見，精進技術

與價值創造 

行政院農委會、

經 濟 部 ( 工 業

局、水利署、台

水 公 司 ) 科 技

部、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及直轄

市、各縣市政府 

2.擴大民眾參與及跨域整合 

應用社群網站鼓勵

民眾參與 

 應用社群網站建立水交流粉絲團 

 應用社群網站建立討論水議題之

社團 

 依各都會水問題特性設立解決方

案中心，發展相關核心能力，建

置在地實例案例。 

行政院農委會、

經 濟 部 ( 工 業

局、水利署、台

水公司)臺北自

來水事業處及直

轄市、各縣市政

府 

建立公民參與相關

規範 

 發展與多元利害關係人協商之公

共審議能力 

 建構公民參與水利事業之整體制

度規劃 

行政院農委會

(林務局、水保

局)、經濟部(工

業局、水利署、

台水公司)、內政

部(營建署) 交

通部、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及直轄

市、各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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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說明 主(協)單位 

擴大實體與建立虛

擬之公私跨域整合

平台 

 界定公私跨域整合平台的目標 

 發展並評估整合平台的具體功能 

 虛擬整合平台，如國家發展委員

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行政院農委會

(林務局、水保

局)、經濟部(工

業局、水利署、

台水公司)、內政

部(營建署) 交

通部、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及直轄

市、各縣市政府 

3.加強環境教育並尋求共識 

擴大與深化環境教

育之公私跨域共學

機制 

 水環境教育與其他領域環境教育

之媒合 

 界定公私跨域共學的目標 

 辨識公私跨域共學的關鍵議題暨

解決方案 

 研議並擴大公私部門跨域共學機

制 

行政院農委會

(林務局、水保

局)、經濟部(工

業局、水利署、

台水公司)、內政

部(營建署) 交

通部、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及直轄

市、各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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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說明 主(協)單位 

建立環境資料大數

據與關聯 

 將環境資料依知識相關及文脈進

行資料連結(Linked Data) 

 環境資料大數據能供政府部門與

民間單位加值使用 

 環境資料大數據應跨部門、跨領

域整合各政府單位、社會各界之

環境資料 

 環境資料大數據之建置過程需考

量私人資訊公開之適法性問題 

行政院農委會

(林務局、水保

局)、經濟部(工

業局、水利署、

台水公司)、內政

部(營建署) 交

通部、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及直轄

市、各縣市政府 

定期發布關鍵環境

資訊，形成政策推

力 

 釐清欲發布關鍵環境資訊的種

類、內涵與發布方式 

 關鍵環境資訊的發布須以維護正

當之公眾利益為原則 

行政院農委會

(林務局、水保

局)、經濟部(工

業局、水利署、

台水公司)、內政

部(營建署) 交

通部、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及直轄

市、各縣市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