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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稻田及水環境工程學會 理事長 (2019.01~ 迄今 )

2. 社團法人台灣農業工程學會 理事長 (2018.01~ 迄今 )

3.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高階管理領導力發展課程結業 (2019.8)

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董事 (2017.10~ 迄今 )

5.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委員 (2018.07~ 迄今 )

6. 社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 理事 (2018.11~ 迄今 )

7.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訪問學者（2001）

1.

2.

榮獲 2006 年度水利署水利績優人員、2007 年度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2016

年中華水資源管理學會傑出水資源成就獎、2018 年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三等公共工程專業獎章。

綜理全國水利業務，拓展學術研究，輔植人才培育：綜理全國水利預算，整

合中央與地方政府，2018 年完成水利法修正；2015 年訂定再生水發展條例；

並致力於流域逕流分攤及出流管制於 2019 年 2 月實施，建立韌性水環境。

自中興大學畢業後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已近 30 年，公職生涯始於中興大學畢業

那年高考及格被分發至台中縣清水鎮公所，起初不免對於要到最基層的單位有些猶

豫，因為當年還在水土保持研究所碩士班進修中，然而指導老師游繁結教授提點

「君子不器」，能到第一線服務也是難能可貴的經驗。的確在清水鎮公所那段時間，

無論參加里民大會或騎著摩托車進行家戶調查，均能面對面與民眾接觸，觀察他們

的生活、瞭解他們的需要，這些經驗也滋養了我成長，更體會到公務人員應如服

務業一樣，以服務民眾為目標。清水鎮公所有很好的檔案管理及豐富的文物收藏，

現
經濟部水利署 / 署長

職

賴建信 水土保持學系  80 年畢

主 要 表 現

傑 出 表 現

得 獎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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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一個基層

公所來說這些工

作成就更勝於其他縣級

或中央單位，感謝有恩師的指

點及清水鎮公所同仁協助我，在公職

生涯第一步累積難能可貴的經驗。

其後再轉水利部門，在那個時代，

氣 候 變 遷 是 遙 遠 的 名 詞，「 人 定 勝

天」，以工程手段來解決一切問題是主

流，能成為老練的工程師是我最大夢

想。1996 年的賀伯颱風重創中部地區，

原本熙來攘往的溪頭養鱒場被土石淹

沒，米堤飯店也幾乎不保，政府費了好

大的心力進行復建工作。然而，人們似

乎很容易遺忘大自然的考驗，其後一次

又一次的颱風侵襲臺灣，類似的天然

災害在臺灣各地重覆發生，景像類似，

只是地點不同，身為工程師的我思索

著，自然的力量無限，人還是非常的

渺小的，面對大自然實在應該更謙卑。

其後，1999 年的九二一大地震再次印

證人必需要有智慧學習與自然相處，

在震災復建期間被指派擔任清水溪上

游草嶺堰塞湖復建工程計畫的主辦工

程師，必需在震災現場很明確的訂出

警戒範圍，需要很快速的釐定復建工

作

各 項 佈

設， 在 中 興 大

學所學的一切派上用

場，感謝中興大學水土保持

學系師長的教導，讓我具足夠的專

業能力處理災害復建工作。

在那百廢待舉的當下，不免有逐

利之徒想藉此不當獲利，工程師如何

能面對誘惑而不為所動，感激父母從

小教誨必須要安分，當公務人員即要

做好服務民眾的工作，就不能有非分

之想，計利當計天下利。然而，如何

秉持自己的信念走下去，而不陷於利

益泥沼之中，年輕的我突發奇想把工

程資訊公開，每天用了多少機具，用

了多少人力一律公開，這措施的效果

出其的好，不儘贏得民眾的信任，也

保障了自己。感謝父母的教導及太太

的扶持，讓我清明的心，面對社會的

誘惑，讓我有謙卑的心，一步一腳印

的慢慢累積學業上、工作上的各項成

就。

大學生活對每個校友來說應該都

是美好時代，年少輕狂，充滿夢想。

在那個時代每當黃昏時刻，雲平樓前

草坪是我們班上同學打壘球的好地方；

           主持
2015 年全國水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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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邀赴美國華盛頓特區內政部參訪

▲ 向總統報告白河水庫更新改善工程計畫

在那個時代男生宿舍設備雖然簡陋，卻

是我們聊天的好地方。中興大學的師

生互動一向良好，記得吳靜吉寫的青年

的四個大夢中，敘及每個年青人都應該

找個人生導師，我的指導教授水土保

持學系游繁結教授就是我的人生導師。

在我就讀大學及研究所時，他分別擔

任系所主任及學校主任秘書，他舉重若

輕的承擔這麼多的行政工作，每天晚

上定時回到研究所做研究，爬格子寫

講義，他曾說道 :「只要每天寫二頁文

字，持續一年就可以寫出一本書了。」

天底下的事再困難只怕有心人，有毅力

的持續不懈就是成功的重要條件之一，

他就是一個實踐者。更難能可貴的是他

生活簡單，沒有太多物質慾望，每天黃

昏時看到他愜意的騎腳踏車回研究所，

仿佛就是完成工作的最大享受，數年如

一日，回想起來他的身教影響著我日後

的工作態度。每天定常做一些事，讓自

己過減法生活，生活看似無趣，但是內

心充滿滿滿的滿足感，人生有什麼好

抱怨的 ? 工作有什麼困難的無法解決 ?

現在的工作常常需要判釋氣象資料，現

在所擁有的這些能力來自於游老師的

教導，而他親筆一字字書寫編印的農

業氣象學更是我現今防汛抗旱時常會

用到的工具書。俗謂人不輕狂枉少年，

年青人就該有熱情勇敢向前，學弟妹們

勇敢的築夢、追夢吧，屬於你的年青時

代只有一次，不會重來。人生需要有好

導師，在潛移默化的力量將是你我意想

不到的力量。在築夢過程中的事，若能

遇上你的人生導師，是再好不過的事。

當年跟隨游老師學習研究土石

流，在那個時期土石流是冷門的研究

課題，鮮少人知道什麼是土石流，豈料

日後許多大災害都是因為土石流產生，

賀伯風災時南投縣郡坑溪、神木村的土

石流造成許多人傷亡流離失所。臺灣因

為具有易致災的地質、地形條件，不僅

是土石流災害、淹水、海岸侵蝕…等

等天然災害影響著這片土地上的人民，

依據研究統計臺灣有 2/3 的人生活在三

個以上的天然災害潛勢區域，更有高達

90% 的人民，其生活的地方面臨二種

以上天然災害的威脅，這樣的情勢，不

會隨著時間而消失，反而會因為社會的

發展，變得更加劇烈。依據中研院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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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23 水災於嘉義東石鄉栗
     子崙災區討論治水方案

▲ 與水利署同仁討論防災應變

究，臺灣未來越容易發生如傾盆大雨般

的短延時強降雨，在臺灣山區只要有每

小時雨量超過 60mm 就容易產生土石

流，在市區只要每小時雨量超過 60mm

就容易產生積淹水狀況，身為水利署的

一份子，帶領著水利署面臨這樣的狀

況，如何給民眾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 ?

我們不能不提前做好準備，工程方法是

重要的，但是也不能只靠工程來解決所

有的問題。此外，當國土利用失序時，

我們不能拿這個來當做藉口，因為這是

我們過往的生活所造成的，俗話說羅馬

不是一天做成的，問題也不是今天才存

在，自然無法一夕能解決。社會上層

層疊疊的問題，因果關係更難以斷定，

興大的養成教育讓我深信必須面對問

題，與地方政府合作，將水利部門計劃

納入縣市國土計畫中，以「逕流分擔、

出流管制」的原則，推動在地滯洪，相

信我們所務實提出的解決方案，只要

慢慢實踐，終有一日能建立韌性耐災

的國家。只怕自省不足無法面對問題，

自信不足無從產生改變的勇氣。

每次颱風來臨前，水利署同仁莫

不戰戰兢兢堅持工作崗位，我們知道沒

有最好的準備，只有確實掌握災情，紮

紮實實的落實調度應變工作，是度過風

雨，減少災害的必要準備。專業是水利

工作的根本，沒有專業，不尊重專業，

無法做好良善的治理。務實的心態搭配

專業有效能的工作，不僅因為一步步的

解決問題，帶來工作成就感，也可以贏

得社會的肯定。在多元化的社會，秉持

專業的工程師、政府部門工作者，必須

避免專業的傲慢，或本位的偏執而忽視

別人的訴求。尊重多元的價值，互為理

解，常常在解決別人問題的同時，也會

解決自己的問題，心存互利共好，共享

共榮的想法，再難行的事也能行。

中興大學於今年建校 100 周年，

在百年周年慶典上，能承母校選為傑出

校友，倍感光榮，更覺得有肩負母校期

待的重大責任，當下想起以校訓「精勤

誠樸」來砥礪自己，回顧過往以精勤的

工作精神帶來工作成就，以誠樸的態度

與人相處，與己自處，與他人建立深厚

的友誼，也給自己帶來自信。未來不管

你我遭遇再怎樣困難的挑戰，時時以校

訓「精勤誠樸」自勉，終能迎刃而解，

你我的人生因有中興大學的薰陶，更豐

富美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