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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第一次NGO意見交流工作坊 

一、名稱：漫遊頭前溪左岸。心旅行  

二、時間：2020.8.6 (四) 13:30-16:30 

三、地點：水源社區發展協會研發館 

四、主持人：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 

五、工作坊資料連結：https://reurl.cc/q83Wzy。 

六、工作坊簡介：本工作坊針對在地居民(以東區水源里為主)及NGO團體舉辦，由計畫團隊說
明計畫目標與執行狀況，並邀請與會貴賓針對「新竹左岸的平台建立」、「未來營造」等議題

進行意見交流，期望凝聚水環境教育在地共識與力量。 

七、重點紀錄： 

1. 本場次共有56人出席，出席人員以水源社區居民為主，另新竹左岸接鄰的各里長、社
區發展協會亦多有出席。新竹市水環境顧問團之主持人莊建築師、新竹市工務處下水

道科同仁、荒野劉月梅理事長、國立清華大學楊樹森博士等專家亦出席與談，並了解

本計畫之辦理情形。 
2.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洪明仕副局長先開場致詞，說明新竹市辦理本計畫之緣由，新竹市
首先了解在地有甚麼樣的資源，再決定做甚麼樣的建設，從千甲里的空品計畫區到溪

埔子濕地，皆由環保局主則負責，今天的工作坊希望能蒐集鄉親們的意見，市府團隊

希望聽見在地的聲音。當然計畫中也有專業團隊提供我們專業意見，本次生態調查的

成果是很好的資源，未來可作為在地發展的參考，非常有潛力，今天的工作坊希望大

家勇於表達意見。 
3.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團隊說明計畫初期的生態調查成
果，並就初步的議題提出概略的改善方向。 

4. 居民、地方團體代表發表意見，期待水環境規劃可以逐步完善，並對現況不足之處做
出處理。 

5. 參與者意見（在地社區民眾）：住家出現一隻青蛙，喜歡爬牆壁，體色為咖啡色，腳
上有吸盤，把其他蝌蚪都吃光光，但是無法捕捉到，擔心他會越來越大隻、繁殖更多

青蛙。 
a. 與談人劉月梅回覆，依據描述，應該是外來種斑腿樹蛙，若有手機可練習拍下
來分享，希望大家可以採取這種做法，有看到甚麼生物就拍照記錄下來。 

6. 參與者意見（在地社區民眾）：以前水田周邊生態很好，割稻的時候會看到很多白鷺
鷥，也有其他鳥類和螢火蟲，希望可以讓頭前溪恢復成以前的樣子，想把白鷺鷥找回

頭前溪。 
7. 與談人劉月梅：在地居民提到割稻時白鷺鷥偶爾可見，表示他們還是喜歡這裡，也會
看到螢火蟲、毛蟹，表示這裡的生態要恢復是很有機會的。若是想讓動物停留在此，

就要讓動物有地方住。如何讓動物願意住下來，不是一個人的事，是大家要一起處理

，有些人負責巡守、有人負責清垃圾。把生態恢復之後最有利的是在地居民，有更好

的生活環境，後代小孩也都能受益，所以之後邀約大家來撿垃圾時希望能共同參與。 
8. 與談人楊樹森：頭前溪上游沒有水庫，只有攔河堰把一部分的水攔截，因此頭前溪的
水能夠持續的流動，以臺灣溪流的普遍現況來說相當難得。頭前溪左岸情況是河川腹

地已經做了一些設施，比較可惜的是有一條旁邊有68快速道路經過，噪音干擾不可免
，這對生態與周邊活動的人群皆是很大的壓力，如何減輕公路噪音的影響是重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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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人口增加與人為開發對生態的干擾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如何讓趨勢變得緩慢是目

前可以思考與行動的，希望生態能回到30-50年前的狀況相當有難度，但是目前可以做
的就去執行。 

9. 與談人水環境顧問團莊建築師：首先，剛剛介紹的iNaturalist APP，讓大家可以把在甚
麼地方看到的甚麼生物拍照上傳，其他人也能夠知道這裡曾經發現甚麼生物，是很有

趣的一件事。這些自然資源也是未來發展在地小旅行相關產業的重要資源。新竹左岸

可進行分區規劃利用，讓人跟自然達到共存的狀態。 
10.承辦人員張技正：今天聽到鄉親們的意見，市府團隊可以做的一定會努力做好，鄉親
們相信都有去左岸看過，有各種不同生物棲息，但是有一些人工建設或垃圾問題需要

處理，未來希望能夠把左岸恢復成鄉親們小時候的樣子，一樣可以看到青蛙、蜻蜓，

讓整個左岸恢復到很好的生態。同時也鼓勵大家透過網路平台，實際參與新竹左岸的

規劃，有甚麼意見提出來，達到「大家的新竹左岸」。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這邊。 
11.計畫主持人王豫煌理事長：雖然大家描述的生態環境都不太一樣，但是共同的目標是
希望有好的生活環境。市區排放的生活廢水或垃圾流到溪流，再流到出海口，雖然花

了很多錢做環境營造，但是汙染沒有改善，溪流品質就無法提升，應該要從源頭開始

改善。事實上臺灣有許多人文與生態資源，加上硬體設備的營造，應可以好好發展，

但是有些環境卻很髒亂，所以水環境改善應該要從源頭開始，並不是投注越多的資源

在公共建設就可以買到好的環境，關於環境復育或改善，大家想像的是甚麼樣子？水

環境改善要從大家的想法轉變開始，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把頭前溪的生態盤點出來，豐

富的生態是新竹左岸沿線社區的珍寶，大家把共識凝聚起來，告訴市府團隊來執行，

留給後代子孫更好的環境。 
12.與會居民、關注團體與與談人等均鼓勵本計畫回饋生態友善意見給其後的新竹左岸水
環境規劃。 

八、工作坊總結：本工作坊中計畫團隊說明計畫起源、目前初步成果以及後續執行方向，讓在

地居民與關注團體更加了解，在地居民亦提供自身對於頭前溪環境的願景給本團隊參考，互相

交流分享，凝聚對於頭前溪水環境的未來共識。 

九、照片記錄： 

 

  



 

 

 

 

  

  

  



 

第二場｜第一次教育訓練工作坊 

一、名稱：前瞻水環境X國土綠網工作坊 

二、時間：2020.8.27 (四) 13:30-16:30 

三、地點：新竹市環境保護局2樓階梯教室 

四、專家學者：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謝傳鎧研究員 

五、工作坊資料連結：https://reurl.cc/R1QVKx。 

六、內容簡介：本工作坊由計畫團隊介紹計畫辦理緣由與範圍內生態調查初步成果，說明未來

計畫可提供哪些水環境規劃方面之效益，並且如何與國土綠網政策銜接。 

七、重點紀錄： 

1. 計畫團隊報告初步調查成果，出席人員包括新竹市野鳥學會、荒野新竹分會、生態保
育志工、及千甲里居民等。 

2. 參與者意見（劉芳桂）：這個計畫期程只有六個月，連完整的生態調查都無法做到，
我認為沒有實際效益。另外，這次工作坊有邀請民間保育團體來，但是民間團體前來

參加是希望來了解計畫的內容，並不代表就是認同這個計畫，希望未來發文時不要有

這樣的字眼。 
a. 計畫主持人回覆：計畫團隊不會認為民間團體來了就是要幫忙背書，而是透過
工作坊與各團體集思廣益，了解大家的想法與建議，並希望在計畫中多少做一

些改變。新竹左岸水環境改善工程前三批次計畫備受NGO關注，所以後續才有
這個案子，希望對生態有全盤調查。 

3. 參與者意見（劉芳桂）：新竹左岸水質問題不受重視，飲用水安全在水環境中幾乎沒
有被討論過。公部門掌握很多資源，應該要花費心力與民眾溝通環境議題，教育公民

正確的觀念。 
4. 參與者意見（新竹鳥會組長曾風書）：此計畫執行結束後，是否有相應的監督機制？
為何現在才做這件事情？ 

a. 計畫主持人回覆：敏感議題不只生態，還包含人文歷史的面向，應先認真盤點
新竹左岸議題，再去尋找相應的對策，並且透過辦理工作坊和說明會了解民眾

意見。 
5. 參與者意見（新竹鳥會組長曾風書）：目前生態調查是否有發現重要物種？ 

a. 計畫主持人回覆：有拍到白鼻心、鼬獾、草花蛇等生物，也有發現水雉，但可
能是過境鳥。環境持續變遷，有沒有辦法恢復需要長期監測，我們需要找到合

理的環境利用方式。農友說以前曾有許多野兔，但是目前自動相機都還沒有拍

到。 

八、工作坊總結：本工作坊使關注團體了解計畫辦理緣由，計畫團隊也了解在地民間保育團體

對於本計畫的看法與建議，達到交流溝通之目的。另外，公開本計畫初步的生態調查細節讓參

與者了解計畫執行狀況。 

九、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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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第二次NGO意見交流工作坊 

一、名稱：全民塑敵－從淨溪淨灘到攜手守護頭前溪 

二、時間：2020.8.30 (日) 09:00-12:00 

三、地點：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四、主持人： 

五、工作坊資料連結：https://reurl.cc/WLVmjy。 

六、內容簡介：本工作坊由荒野新竹分會協同辦理，以「居民與河川之間的關係」為主軸， 邀請關
注河川生命力回復的團隊參與。由荒野新竹分會長分享淨灘—棲地守護行動成果，另由荒野台中分
會副分會長說明筏子溪淨溪的行動成果，最後由荒野總會理事長劉月梅老師主持討論，讓不同縣市

的環境行動進行跨域對話，繼而共同探討如何擴展環境行動網絡。 

七、重點紀錄： 

1. 本場次共有29人出席，包含新竹市環保局、臺灣乾淨水行動聯盟、LASS以及廖子齊市議員
等新竹縣市關注頭前溪水環境發展之團隊為主，其他參與者以荒野新竹分會會員為主。 

2. 這場工作坊由荒野保護協會劉月梅理事長主持，介紹荒野推動淨攤與淨溪活動的理念與執行
方式，揭示主題「全民塑敵」的意涵，說明塑膠垃圾分裂為小碎片或微小顆粒後，使許多生

物受害，應從源頭減少使用塑膠製品，即便使用了也應好好回收，避免塑膠垃圾溢出至自然

環境，後續處理需花費更多成本。淨灘的過程也發現垃圾大多來自溪流，所以漸漸地開始推

廣淨溪活動。 
3. 接著由荒野協會台中分會謝國發副分會長分享在筏子溪推廣淨溪的經驗。 

a. 從筏子溪四季的景色與生物描述筏子溪的豐富生態，說明筏子溪中的工程對於生物而
言是潛在的威脅，許多的水泥構造物切割棲地、使環境劣化。荒野在此推行淨溪一年

多，累積兩千多人次參與淨溪，撿拾各式各樣的垃圾，希望透過推行淨溪實踐公民教

育，以減少河川垃圾。 
b. 筏子溪淨溪發展為常態淨溪，許多荒野人相挺參與，慢慢地也有熱情的民眾、企業以
及大學共同參與，也獲得公部門的認可與支持，在過程中促使主管機關解決河川廢棄

物問題。活動走入校園，培養東海大學學生共同參與，尋回人與河之間的連結。 
4. 荒野協會新竹分會張正敏分會長分享辦理淨灘活動的經驗。 

a. 不只是荒野，許多公部門或其他民間團體也都在推廣淨灘，一點一滴地累積做出改
變。 

b. 推廣淨灘地同時也必須注意，有很多其他生物也都在使用這一片沙灘，所以大量的人
群走入沙灘對動物也是一種干擾，因此荒野在執行淨灘活動會避開鳥類繁殖季節，氣

候也相對穩定，大約是每年九月。 
c. 辦理一場淨灘活動有許多籌備工作，需要投注的資源與成本是高的，荒野親子團是強
大的支援系統，可以引導協助，帶領參與的企業和民眾執行。同時，也會與新竹市環

保局合作，進行後續垃圾清運。 
d. 荒野辦理淨灘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撿垃圾，因為撿不完，有些也撿不到，最重要的目的
是進行海洋垃圾的統計與分析，撿拾垃圾時運用ＩＣＣ表格紀錄數量和種類。近幾年

統計數量最多的海廢包含寶特瓶、塑膠製品、菸蒂、吸管等等。海洋廢棄物會透過洋

流形成垃圾漩渦，在海洋裡飄盪。許多塑膠製海廢裂解為塑膠微粒，透過食物鏈進到

生態系，最後也可能影響人的健康。 
e. 我們推行減塑生活，在生活中減少塑膠製品的使用。但淨溪過程要特別小心危險的海
廢項目，像是針筒、玻璃瓶等。 

5. 最後由計畫主持人王豫煌博士說明目前計畫的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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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計畫先確認頭前溪左岸的法定環境敏感區位於何處，並透過歷史遙測資料觀察頭前
溪左岸環境變遷。 

b. 本次計畫已進行初步的動物、水域以及棲地類型調查，發現其實頭前溪有很多野生動
物生活其中。 

c. 本計畫也發現溪流垃圾問題，主要以市區排水匯流至頭前溪處以及周邊農地、遊憩區
周邊為主，這也是為什麼今天要請荒野來分享淨灘跟淨溪的議題，希望能透過經驗分

享，共同改善頭前溪垃圾問題。 
d. 水質污染是另一嚴重議題，多條都市排水未經淨化就排入溪流，汙染河川水質。另外
，農耕地生態友善化、外來種課題也是頭前溪重要的環境議題。 

6. 現場參與夥伴有許多回饋，主要強調本計畫對於頭前溪的垃圾、水質污染空間盤點，應更具
體且公開予大眾了解，以期更多關注團體能利用計畫產出，並投入相關水環境守護工作。 

八、工作坊總結：本工作坊聚集多個新竹縣市關注頭前溪水環境發展之團隊，共同分享討論頭前溪

的各項環境議題，並藉由經驗分享希望能借鏡其他地區溪流治理與公民參與行動模式，為頭前溪的

環境改善投注更多行動。工作坊討論可連動本計畫「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

畫」，藉由兩會原本之核心行動延伸至頭前溪，深化活化河川生命力的保全意識，並引起更多注意

或行動參與。 

九、照片記錄： 

 

  

  



 

 

  

  

  

  



 

 

 

  

  



 

第四場｜第一次環境教育工作坊 

名稱：收集大自然的精靈寶可夢－用手機記錄頭前溪自然生態iNaturalist工作坊 

時間：2020.9.6 (日) 09:00-12:00 

地點：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四、專家學者：農田裡的科學計畫林芳儀博士、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 

五、工作坊資料連結：https://reurl.cc/WLVmjy。 

六、內容簡介：本工作坊針對一般大眾與自然愛好者規劃，由計畫主持人王豫煌博士說明

iNaturalist軟體的使用方法，並邀請「農田裡的科學」團隊林芳儀博士分享宜蘭「深溝釣魚大
賽」公民科學推廣的經驗。 

七、重點紀錄： 

1. 本場次共有50人出席。出席人員以水源社區居民為主，此外亦包括長年耕耘公民科學
參與、或對於這類活動有興趣的關注團體。新竹野鳥學會、荒野新竹分會的成員亦出

席了解不同地區的公民科學活動實作。 
2. 林芳儀博士來自宜蘭深溝，她投入的「農田裡的科學」計畫除了參與農事耕作以外，
也積極進行當地的農業生態硏究。 

a. 「農田裡的科學」近年間透過試驗不同高度的秧苗插秧，試驗福壽螺對於這些
不同秧苗的傷害程度。又「農田裡的科學」透過長期的田間觀察，推廣福壽螺

的知識，包括哪些物種會取食福壽螺、福壽螺的行為觀察、誘捕福壽螺的技術

開發等等。此外，「農田裡的科學」近期也與不同單位合作，透過跨領域的觀

點與方法來進行生態學與農業友善方法的推廣。 
b. 「農田裡的科學」除了積極記錄在地生態知識，與地方農民互動之外，近年間
也辦理「深溝釣魚大賽」，透過具有趣味性的釣魚競賽方式，鼓勵民眾探索深

溝村的農田地景。「深溝釣魚大賽」運用iNaturalist APP記錄下對於自然生態
的觀察，釣魚大賽的種類以魚、蝦、蟹、龜鱉類為主，可以用釣魚、網撈等方

式捕捉，觀察完畢再放回，以深溝的溪流、溝渠為場域，扮演在地公民科學家

，協助累積調查資料，應用在後續友善農業規劃的參考。 
c. 林芳儀博士也期待未來新竹左岸的社區、主管單位、關注團體，可以進一步推
動在地的公民科學調查活動與各種方案的研發，以利生態學資料長期累積，也

讓社群對於在地生態有更多的認同感。 
3. 由計畫主持人王博士介紹iNaturalist APP，引導與會者學習如何正確的記錄下拍攝到的
生物。 

a. 在使用iNaturalist之前，可以先用Seek APP尋找特定位置附近的生物物種，如
果有拍到生物也可用這個APP辨識物種，再進一步觀察。若是要參與自然調查
資料的累積，可以使用iNaturalist，用手機可拍照記錄，上傳到這個平台，會有
其他人協助辨識物種，上傳一張照片就貢獻了一筆資料。這個平台上也可以看

到全球的生物觀察記錄分布。 
b. 我們成立了頭前溪左岸自然觀察專案，以後公民們拍的照片會累積在這個專案
中。此APP也可以做為外來入侵生物監測的方式，例如台灣許多民眾以記錄斑
腿樹蛙的分布地點。透過這個APP大家都可以成為公民科學家，首先開啟手機
定位，拍下生物特徵，上傳照片並提供相關資料。接著分組操作練習。 

 

https://reurl.cc/WLVmjy


 

4. 現場之APP教學活動，受到成員年紀較大，以及水源社區活動中心周邊以都市近郊農
地為主之地景限制，工作人員花費較多時間在協助參與者排除網路、GPS定位、介面
熟悉等問題，故僅要求每人上傳一筆可辨識、具有良好地理座標之觀察記錄，本次活

動的觀察記錄以較好拍攝的植物為主。 

八、工作坊總結：透過本工作坊的教學，將資訊科技的應用融入頭前溪生態環境調查及教學應

用，促進公民參與，累積計畫範圍內的自然觀察資料及資訊交流、互動，凝聚愛好自然觀察的

使用者及學校教育前進頭前溪左岸，回饋現地生態資訊及照片。 

九、照片記錄： 

 

  

  

  



 

 

  

  

  



 

 

 

  



 

第五場｜第二次教育訓練工作坊 

一、名稱：「走入歷史、踏入生態」回顧頭前溪過往及 iNaturalist 教學工作坊 

二、時間：2020.9.21 (一) 13:30-16:30 

三、地點：新竹市環境保護局2樓階梯教室 

四、專家學者：東海大學歷史系王政文副教授、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 

五、工作坊資料連結：https://reurl.cc/A8zroQ。 

六、內容介紹：本次工作坊由本計畫團隊主持人王豫煌博士介紹推廣iNaturalist，希望未來水
環境巡守隊成員可於進行巡護或監督服務時運用，持續累積可用於環境治理與解說導覽之生態

資料。 另外，文史資源部分由東海大學歷史系王政文博士主講，整理竹塹頭前溪地區之史料
內對於土地、環境、河川等描述之文字，提供初步由竹塹溪觀看區域文史的框架。 

七、重點紀錄： 

1. 首先由計畫團隊中的東海大學歷史系王政文副教授主講「縱觀頭前溪的古今脈絡」，
以竹塹開墾、灌溉水圳、水利建設及生態歷史四個方向為主軸。 

a. 首先從地方名詞的由來談起，「竹塹」的發音是來自平埔族的語言，頭前溪在
歷史文獻中曾以油羅溪、竹塹溪及舊社溪等名字出現，而「頭前溪」的首次出

現是在日治時期所畫的台灣堡圖。 
b. 接著介紹頭前溪流域的範圍與地形，並講述清代以來的竹塹開墾發展史，有
閩、粵、平埔族人的分布。開墾過程中最重要的是需要灌溉水源方能種植作物

，因此頭前溪變得很重要，竹塹地區的重要水圳為隆恩圳，下面還有其他規模

較小的水圳，過往的水圳渠道是很好的研究題材。 
c. 而經常氾濫的頭前溪從日治時期起就有許多防洪措施，戰後有更多的水利建
設。自然生態在這次計畫中占很重的分量，除了現在的生態，過往生態歷史也

需要回溯探索，過往在經濟發展掛帥的年代，工廠興起，汙水直接排入溪流中

，人們喝的水也轉變為自來水，皆會經過淨水場，因此人們與河川的連結變低

，對於河川整治的思維漸漸轉變，人與河的關係漸行漸遠，現在透過這個計畫

想要轉變這樣的關係，希望重新拉近人和河的關係。 
2. 接著由計畫主持人分享運用iNaturalist手機APP進行頭前溪自然觀察，引導學習如何正
確的記錄下拍攝到的生物，實踐公民科學。 

a. iNaturalist可透過手機拍照記錄，手機會自動抓取所在位置，拍攝完成再上傳到
這個平台，會有其他人協助辨識物種，上傳一張照片就貢獻了一筆資料。 

b. 這個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全球的生物觀察記錄分布，我們成立了頭前溪左岸自然
觀察專案，各位以後拍的照片若位於這一範圍內，將會自動累積在這個專案

中。 
c. 此APP也可以做為外來入侵生物監測的方式，例如台灣許多民眾以記錄斑腿樹
蛙的分布地點。透過這個APP大家都可以成為公民科學的資料貢獻者。 

八、工作坊總結：本次工作坊的第一堂課以竹塹地區文史脈絡為主題，引起許多現場參與人員

的共鳴，許多參與者對照自身在新竹生活的經驗，積極提問回饋竹塹文史的相關細節與觀點，

與講者互動熱烈。第二堂課以iNaturalist教學與實際操作為主，引導參與者使用iNaturalist探索
頭前溪的自然環境，將探索到的生物記錄下來，持續累積在地的生態調查資料。 

 

https://reurl.cc/A8zroQ


 

 

九、照片記錄： 

 

  

 

  



 

 

 

  



 

第六場｜第二次環境教育工作坊 

一、主題：淨水喝好水-河川老師們對頭前溪的健康檢查 

二、時間：2020.9.25 (五) 18:30-21:30 

三、地點：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四、專家學者：國立清華大學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楊樹森教授、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 

五、工作坊資料連結：https://reurl.cc/OqeN9v。 

六、內容簡介：本次工作坊邀請國立清華大學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楊樹森老師以「河川生物

與河川自淨的構造」為題，說明河川自淨能力，以及現在新竹左岸人工溼地的水質淨化評估。

另，本計畫主持人王豫煌理事長說明計畫內的生態環境資源盤點成果，向地方人士與民眾介紹

透過正射影像或現勘所發現的水環境改善節點。 

七、重點紀錄： 

1. 本次工作坊共有50人出席，包括多個新竹關注水污染或生態議題的團隊，例如大煙囪
下的家(關注眷村文史與霜毛蝠)、LASS、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荒野新竹分會等前來
與會，其他出席人員以水源社區居民為主。 

2. 楊樹森老師的簡報分享重點摘錄如下： 
a. 河川作為一種生態系統，有很強的淨化水體能力。這種自淨能力是由多樣的生
物、物理、化學反應組成。河川裡的生物們在自淨作用這件事情上，扮演了重

要角色：濱溪植物、水域內的植物、藻類等等物種有拔除營養鹽的能力；水域

的動物們，包括不同食性、住在不同微棲地環境的魚類、蝦蟹、螺貝類跟昆蟲

，也從水中取用自己需要的營養，吃掉其他生物、或是那些飄散在水中的小碎

屑；此外，微生物更是重要。 
b. 而河川的物理構造也是重要的元素，不同樣態的環境提供不同的效益，包括急
流、跌水增加曝氣量、深潭利於多數魚類躲藏、足夠寬闊的行水範圍滯洪並提

供各種粒徑的石頭砂粒讓河流堆積搬運、天然有孔隙的底質讓微生物在其中生

長。 
c. 但這些自淨作用都有其承載量，頭前溪尚未超載，但是也不是非常健康，仍有
一些問題。修復頭前溪的方案，包括維護頭前溪的生物移動廊道功能（特別是

洄游物種），包括強化周邊水質處理設施（特別是兩個既有的人工溼地），包

括更妥當的利用頭前溪地表、伏流水資源以增加基流量，包括保留健康的河

相、濱溪植物社會等，還有非常多的面相需要被討論。 
3. 王豫煌博士的簡報，則說明本計畫盤點的生態資源，以及污染、垃圾堆積位置資訊，
並提供水環境改善計畫可以強化或改善的課題資訊。 

4. 參與人員提問：頭前溪是新竹重要的飲水源頭嗎? 上中下游哪裡的汙染最嚴重，最嚴
重的是否應該優先處理？ 

a. 講者回覆：頭前溪流域跨新竹縣市，以流域尺度思考較好，並考慮如何恢復生
物鏈以協助處理汙染。今年水情告急，可能會從頭前溪高灘地抽伏流水，同樣

影響新竹縣市兩地。處理水資源問題，應由跨縣市共同推動最佳，新竹市可以

在其轄區利用水環境改善計畫率先示範 
b. 講者回覆：隆恩堰設有取水口，新竹縣市的自來水、飲用水等，來自頭前溪而
非寶山水庫。 

 

https://reurl.cc/OqeN9v


 

5. 參與人員提問：水體交會口、汙染物等，是否能在地圖上標出來，未來可作為淨溪或
其他行動的參考資料，並透過公民科學方式持續更新。 

a. 謝謝提議，「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調查結束會把
這些點位盡量補充數化。 

6. 參與人員提問：頭前溪劃入國土復育區範圍與保護程度為何？ 
a. 講者回覆：不會全盤推翻現有的土地利用方式，建議要維持現有的狀態，也建
議要盡量維持自然的狀態，減少水泥量體與汙染。 

八、工作坊總結： 

1. 本次工作坊綜合整理了頭前溪尚未有太多關注或處理的環境議題，工作坊累積的成果
可做為日後規劃與行動的基礎。 

2. 出席人員再次強調計畫內容公開與盤點廢棄物與水質改善節點之重要性。 

九、照片記錄： 

 

  

  



 

 

 

 

  



 

第七場｜第三次教育訓練工作坊 

一、主題：「頭前溪的環境議題、改善方案與願景」跨地方與中央單位暨NGO交流座談會 

二、時間：2020.10.21 (三) 13:30-16:30 

三、地點：新竹市環境保護局2樓階梯教室 

四、專家學者：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楊志彬秘書長、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 

五、工作坊資料連結：https://reurl.cc/9XQkjO 

六、內容簡介：本工作坊邀集了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團隊、經濟部水

利署河海組與第二河川局、農委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新竹市的公民團體與市民，及新竹

市水環境輔導顧問團、規劃設計、工程施工團隊，齊聚一堂來瞭解頭前溪左岸環境生態的現況

與面臨的議題，並討論未來復育願景可行的行動方案，凝聚集體共識，協力制定頭前溪的復育

藍圖，並期待透過各方的合作能落實在第二期的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甚至延續至未來頭前溪

流域的永續發展計畫。 

七、重點紀錄： 

1. 工作坊首先由新竹市環保局長官致詞，再由計畫團隊說明本計畫環境生態與文史調查
成果與分區議題介紹。 

a. 本計畫生態調查部分已完成陸域動物、植物與棲地以及水域調查。同時運用無
人載具航拍計畫區域，產生高解析度正射影像，公民參與部分則以辦理六場次

交流工作坊，於iNaturalist公民科學網站建立新竹左岸專案，持續累積生態調查
記錄，並將目前計畫成果公開於中研院資料寄存所。 

b. 根據調查成果，提出各類型棲地建議改善方案，棲地類型包含關注棲地、自然
棲地、一般棲地、不利棲地。關注棲地為有重要原生物種，應盡量保留原生狀

態；自然棲地以外來植物為主，但仍算植被覆蓋區域，所以有野生動物運用，

應盡量避免破壞；一般棲地為農田等有人為活動的區域，可透過適當方式進行

棲地強化；不利棲地為道路、機具及建築等不利生物生存之區域，改善難度高

，應會同相關權責單位，進行長期溝通改善。 
c. 生態調查時以橋樑為分界，將計畫範圍劃分為A至E區，區內環境同質性高，以
下介紹各區生態狀況與議題。 

i. A區：為經國大橋到中山高速公路之間區域，有水雉、黑翅鳶、八哥等
物種紀錄，生物多樣性還不錯，但區域排水汙染嚴重，柯子湖人工溼地

處理效果有限，有外來種銀合歡、棲地干擾、溪床固床工造成動物移動

受阻、公路噪音、流浪犬貓等議題。 
ii. B區：為中山高速公路到頭前溪橋之間區域，此區調查有發現台灣窗螢

，但例行性的維護管理行為(例如割草)會影響其棲地，對岸大樓燈光也
可能干擾。溪床垃圾堆積，未來可以建立淨溪動線，可透過公私協力方

式辦理淨溪活動。河床固床工阻隔溪流生物移動，是否有可能部分移除

以保持水體連續性。 
iii. C區：為頭前溪橋到舊社大橋之間區域，此區人為擾動較強，農田使用

農藥問題，建議改成友善生態的農法，有助改善水質和生物多樣性。腳

踏車道應朝向生態友善化進行。 
iv. D區：為舊社大橋到東大排水之間區域，此區有流浪狗貓問題，曾有居

民反映騎腳踏車被狗追，建議應將流浪犬貓移除。溪埔子濕地棲地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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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化水質能力不高，是否能透過水環境計畫提高淨化能力減少頭前溪

負荷。此區蜻蜓種類多，可做蜻蜓導覽。 
v. E區：為東大排水到舊港大橋之間區域，區域排水多，水質汙染嚴重，

建議應進行汙水截流處理改善水質。此區接近感潮帶，有許多蟹類，田

邊環境有發現彩鷸、澤蛙，是很好的生態教育素材，建議市府可於假日

在頭前溪沿線設置導覽點，可嘗試和荒野合作。 
d. 新竹左岸計畫盤點了計畫範疇內之生態環境議題，並提出改善方案。短期復育
方案提供給第一期第四批次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設計單位採納執行，更長

遠的改善方案希望透過今日工作坊共同參與討論。 
2. 由計畫團隊說明「新竹左岸生態情報資料庫」建置進度與操作方式。 

a. 本計畫預計產出「新竹左岸生態情報資料庫」，希望有系統地管理新竹左岸生
態與文史資料，展現水環境執行的成果，包含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的成果、生

態文史資料。而互動式地圖平台可呈現空間資訊分布狀況。除本計畫內容，也

介接外部網站資料，可以做為資訊彙整與流通的平台，整體而言，讓民眾對於

政府施政的有感度可以提升。 
b. 本系統五大目標：以響應式網頁規格建置情報網、建立互動式民眾導覽地理資
訊平台、建立環境教育專區、建立新竹左岸生態和文史資料資料庫、建立民眾

現地提供資訊的回饋機制。 
c. 資訊系統整體架構：資料來源包含匯入本計畫資料、介接外部資料(iNaturalist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等)，具有民眾資訊網、環境教育專區及公務後台管理等
功能，以分眾設計提供不同身分的民眾相對應的內容。 

d. 設計風格與理念以直觀、視覺化的設計理念，期望建立兼具親民及知性的印象
，提升網站的曝光度與民眾使用的黏著度。 

e. 新竹左岸互動導覽情報地圖可查詢特定時間與區域內之生態調查記錄，套疊歷
史圖層，提供休閒遊憩資訊，底圖可切換成衛星底圖，跟生態資料庫的查詢條

件相同，環域分析可清楚呈現時間序列內選取物種的調查資料。 
f. 此系統具有民眾回傳機制，能夠系統性蒐集民眾拍下的資料，資料可持訊累積
，民眾可實際參與執行計畫，提升興趣，達到環境教育目的。於iNaturalist設置
新竹左岸專區，介接回傳本系統，一天回傳一次，逐漸累積新竹左岸生態資料

，是互動式的良性循環。 
3. 計畫團隊根據生態調查成果，盤點出新竹左岸環境生態議題，提出六項環境生態與棲
地改善復育方案，包含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育、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

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新生荒野｜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

與、推動淨溪與親水方案。並針對此六項改善方案列出可能的協調合作單位，可於會

議中共同討論可行性。 
4. 新竹左岸水環境第四批次工程設計單位說明工程設計規劃，強調如何依照本計畫提出
之建議改善設計以友善在地生態環境。 

5. 與會單位皆樂觀看待未來已頭前溪畔棲地保育與環境議題為核心，推動公私協力之溝
通交流平臺，藉以討論頭前溪畔的未來發展，以及各項環境改善方案，然由於不同體

系公部門之間的合作模式不明、在地關注團體缺乏穩定自主運作的能量等不利因素，

此溝通平臺之建置尚需更多溝通與努力。 
6. 新竹縣水環境顧問團林昱德計畫專員：頭前溪右岸的環境較無人為開發，未來溪畔的
觀光休閒規劃或可以透過上位計畫與新竹市連結，使頭前溪周邊環境有整體的串連，

新竹縣政府相當樂意配合。 
7. 新竹市廖子齊市議員：頭前溪畔流浪動物造成原生物種之生存壓力，亦曾多次發生人
犬衝突，願意與動保所溝通流浪動物異地回置之問題。 

8. 全促會楊志彬秘書長：建議可針對計畫提出的環境議題改善方案，評估執行難易程度
，並提出對應的權責單位，作為後續實質落實的分工基礎。 

 



 

9.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周文郅技正：說明國土綠網計畫盤點了新竹至苗栗淺山生態系
之熱點，與該計畫有許多相似的概念，未來在新竹左岸之議題可有合作。 

八、工作坊總結： 

1. 本工作坊促成多個與頭前溪流域治理相關之公、私部門聚集討論，希望藉由此計畫的
資訊公開、資料開放、公民參與，能凝聚公、私部門對於恢復河川生命力的共識 

2. 還給頭前溪清淨的溪水和豐沛的自然生命力，修補破碎的國土綠網，許給新竹縣市居
民未來美麗、健康的生活願景。  

九、照片記錄： 

 

  

  

  



 

 

 

  

  

  

  



 

第八場｜第四次教育訓練工作坊 

註記：本場次為補辦工作坊，未於109年11月23日竹市環廢字第1090031563號由委託單位備查。本註
記於期末審査通過後移除 

一、主題：「頭前溪，原來我們這麼近 」－計畫成果利用教育訓練工作坊 

二、時間：2020.11.26 (四) 14:00-16:20 

三、地點：新竹市環境保護局2樓階梯教室 

四、專家學者：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 

五、工作坊資料連結： 

六、內容簡介：本工作坊為「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之成果展現 
，以生態情報圖、資料庫與線上展示系統和環境教育網絡等三項工具，提供關注物種盤點、棲 
地改善、生態復育、環境教育方案等未來新竹左岸水環境在維護管理、方案規劃等面向之有效 
參考資料。本計畫自今年7月執行至今已近完成，因此辦理本次工作坊詳細講述新竹左岸的生 
態文史調查成果、環境議題與棲地改善復育方案，並說明本計畫產出之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網、生態導覽計畫以等內容，提供關注頭前溪的所有人運用上述資源。 

七、重點紀錄： 

1. 工作坊由本計畫主持人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博士介紹本計畫生態文史調查成果
，接著由本計畫經理說明生態情報地圖建置與生態導覽計畫。與會來賓包含金竹里里

民、竹塹社大教師、荒野保護協會、島內散步及乾淨水聯盟等，一同瞭解計畫成果可

以如何運用。 
2. 頭前溪左岸生態資料運用 

a. 頭前溪左岸生態情報計畫資料集：本計畫相關成果皆上傳至中央研究院資料寄
存所公開下載，包含歷次的工作坊簡報、航攝影樣資料等資料，目前彙整成五

個計畫資料集。 
b. 無人載具航攝影像資料：包含OpenAerialMap正射影像、Google Earth圖磚、

WebODM 3D點雲模型。 
c. iNaturalist 頭前溪左岸自然觀察專案：運用iNaturalist App記錄自然觀察的成果
，平台上有許多專家可協助鑑定種類，在新竹左岸專案持續累積調查資料。 

d. 生態調查與導覽空間圖層資料：可用Google earth開啟，包含重要植物點位、
動物通道補強點位、螢火蟲點位、關注棲地圖等資訊。可看高解析度的新竹左

岸全區影像，例如可看見灘地上白茫茫的是甜根子草在開花。 
3. 頭前溪水質、環境生態議題與改善復育方案 

a. 都市廢水污染 
b. 區域排水及溪流垃圾 
c. 棲地劣化：不利於野生動植物生存，為了人為活動方便而刈草或使用殺草劑，
會影響棲地品質。 

d. 人為干擾、人工設施障礙(三面光及垂直水泥溝渠、固床工)、殺草劑、慣行農
業活動(農藥、毒鳥) 

e. 流浪犬貓(捕食野生動物、疾病傳染風險)：過往左岸有不少中小型哺乳類的記
錄，這次自動相機僅記錄白鼻心與小型鼠類，反而是有拍到流浪犬貓捕食野生

動物，流浪犬貓數量應控制，野生動物數量才能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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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台68快速道路交通噪音 
4. 妥善運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惟有水質改善，才較能發展親水活動，人們才
願意靠近頭前溪。已透過盤點新竹市區域排水與頭前溪匯流點，並強化監測水質、水

量以瞭解污染狀況，並且以流域規模跨縣市共同改善。 
5. 透過環境教育、巡守、宣導等方式提升民眾意識，避免將垃圾丟到溪流。現有的垃圾
可推動淨溪活動清除，同時也有教育意涵。盤點可淨溪的點位與路線，在無安全疑慮

的情況下帶領民眾進行淨溪。 
6. 野生動物棲地串聯與復育：被人工設施切割的棲地透過人為方式修復改善，讓野生動
物可以在高灘地上自由活動，頭前溪高灘地是新竹少數的綠地，應予以保存。本計畫

在高灘地調查發現原生的臺灣大豆，植株較小不起眼，容易在除草過程中被清除應予

以復育保存。刈草同時也會影響台灣窗螢的棲息地。農田區有發現保育類彩鷸，接近

出海口的泥灘地有多種蟹類可以觀察。 
7. 新生荒野還地於河策略：高水護岸自然化，人為利用不再向高灘地延伸，將原本屬於
河川擺盪的範圍還給河川，維持高灘地的原始樣貌。 

8. 未來可跨單位、公私協力共同展望頭前溪的未來發展與願景，持續擴大尺度，達到不
同層次的目標。 

9.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彙整計畫生態調查成果、資料庫及環境教育素材建置新竹左
岸情報地圖，讓公眾可以運用這些資源。網站介接多個外部網站，包含iNaturalist，可
透過iNaturalist App記錄在地的自然資源並持續更新地圖中的物種出現紀錄。網站上也
有文史資料庫、自然資料庫、物種簡介等內容。文史資料庫可透過年代與性質查詢。

生態資料也可以透過地圖查詢，可依據類群、出現時間、地點等資訊搜尋。互動導覽

情報地圖也套疊了數個歷史地圖，可以看出新竹地區地景的變遷狀況。本計畫多數公

開資料也都會放在這個網站上提供下載。 
10.生態導覽計畫：提供導覽計畫的架構與內容，讓有需要的公眾可以取用，其中兩個以
自然生態為主軸、一個以地區文史為主軸。 

a. 與河同行-穿梭多樣的新竹左岸：針對騎腳踏車的遊客設計，在自行車道沿線的
重要節點設立解說牌，尤其是有特殊景觀的節點，例如甜根子草開花的美麗景

象，能夠給遊客特殊感受與印象。 
b. 河圳歷史風貌-穿梭古今新竹左岸：以地區文史文主軸，透過水圳的踏查，瞭解
河川與都市的連結關係。 

c. 與河交朋友-認識新竹左岸的生態地景：盤點了新竹左岸生態資源可以發展的教
案，未來可以如何透過觀察、實作發展為獨立的活動，讓公眾對於水環境的治

理能更有共鳴。例如「淨化頭前溪」是希望透過對於溪流的簡易檢測實作，帶

領公眾認識溪流水質淨化議題與重要性。「夜訪蝙蝠」是透過超音波偵測器瞭

解新竹左岸霜毛蝠的活動情形，瞭解到新竹左岸對於霜毛福是覓食的重要場所

，且夜晚的頭前溪有許多野生動物活動。「豆腐岩是何物」帶領大家認識河床

中的人工構造物，以及其如何阻斷河川生物生活空間，讓公眾瞭解河川遇到的

問題，形塑公眾意識進而進一步關注水利治理。 
11.本計畫盤點具備環境教育潛力的點位，並建立圖資，可以提供給有需要的團體延伸使
用。同時，也將生態調查的成果以圖層標示出來，提供自然觀察與探索的位置，讓大

家也認知到，若是想觀察到螢火蟲就必須將原生棲地保存下來。今天的分享是希望大

家可以把成果拿去使用，未來如果有其他推動措施或是溝通資訊，可以基於本計畫的

成果來推動。 
12.提問(竹塹社大老師)：頭前溪畔施工太多、時間太長，環境擾動劇烈，有許多曾經出現
過的鳥類都已不復見。該計畫僅有夏天做調查，無法看到春天、冬天的鳥類。 

a. 本計畫主持人回覆：因受限計畫期程，僅能在夏天做調查，故鳥類調查資料較
少。但計畫內物種調查資料與過去記錄比對，於計畫期限內已經充分掌握現地

物種出現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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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提問(島內散步)：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網站上的觀察資料會持續更新，該如何把關？ 
a. 回覆：本計畫建置之網站是介接iNaturalist網站的觀察紀錄，該網站有既定的把
關機制，每筆觀察紀錄會透過平台上的專家鑑定，並以多數決決定，惟有研究

等級的資料才會匯入資料庫。另外，若是該筆調查記錄為瀕危物種，系統會有

機制過濾並模糊化地點，只會提供概略範圍。 
14.提問(島內散步)：生態導覽計畫欲執行腳踏車導覽有難度，因大家騎乘的速度不一樣。 

a. 回覆：頭前溪範圍比較大，須以腳踏車作為移動工具，可能無法邊騎邊講，實
際執行方式應為騎到某個定點後解說，腳踏車只是方便移動的工具。 

15.提問(島內散步)：島內散步要講述議題的話，會運用故事包裝的方式，不會直接明講議
題。 

a. 回覆：計畫內「生態導覽計畫」主要是進行議題釐清的工作，讓有需要的團體
可以取用並自由發揮。由於本計畫期程短，時程內無法把每個教案都包裝起來

變成立即可以執行的方案，因此盡量將課題釐清，明確呈現發展活動可用的素

材。 

八、工作坊總結： 

1. 本次工作坊完整呈現「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與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成果，包含
生態文史調查成果、環境議題盤點與改善方案、生態情報地圖建置及生態等覽計畫。 

2. 許多未來可能運用本計畫執行成果之權益關係人皆前來參與，共同瞭解完整成果內容
，釐清計畫成果可如何運用，並進行軟體使用教學，提升本計畫產出資料的使用程度

，期能使計畫成果轉化為可真正回饋新竹左岸的行動。 

九、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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