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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四批次提報計畫工作坊 

壹、 時間：108年 9月 11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整 

貳、 地點：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四樓水情中心 

參、 與會人員：如簽到冊 

肆、 主持人：楊處長明鐃 

伍、 會議記錄：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苗栗泰安汶水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計畫書 

輔導顧問團 

1.本案涉及原住民保留地且位處地質敏

感，有山崩與地滑之虞，其路段陡峭崎

嶇，亦為汽機車共用道路，恐有安全疑

慮，故不建議規劃自行車道。 

敬悉，已檢討調整相關計畫內容，

請詳報告書 p24。 

2.本案工區為泰安鄉汶水溪兩側，涉及

石虎棲地，恐有生態疑慮，且現況植

被、水質良好，應避免過多開發。 

敬悉，已編列相關經費供後續執行

生態調查確認棲息範圍，且相關子

計畫已將評估列為規劃必要之工作

項目，請詳報告書 p24，目的即避

免後續有不當之開發，並盡力維持

本計劃宗旨，維持觀光產業發展及

生態環境保護之平衡。 

3.本案分項案件過多，建議分批執行，

且計畫區內涵蓋大量植被，請先徵詢林

務局意見。 

敬悉，已檢討調整相關計畫內容，

請詳報告書 p24。另本案屬規劃設

計類提案，建議於規劃階段經過評

估，有較明確的選址範圍再進一步

與相關單位協調與調整選址範圍。 

4.因相關淨化池、生態池等位於行水

區，整體效益不大，且未來工程施作勢

必影響當地生態環境，施作範圍應儘量

減小且明確。 

敬悉，配合修正分區配置圖及子計

畫規劃構想，請詳報告書 p15 & 

p26。 

5.未來施工涉及到原住民保留地，需召

開部落會議，取得地方同意。 

敬悉，本案屬規劃設計類提案，建

議於規劃設計階段經過評估，有較

明確的選址範圍再進一步與相關單

位取得土地同意或修正選址範圍。 

王委員豫煌 

1.避免於溪床中施作人工設施及植栽。 敬悉，配合修正相關規劃構想，請

詳報告書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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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減少景觀設施施作，保留當地自然

度。 

敬悉，已刪減並調整自行車到串聯

子計劃，請詳報告書 p24。 

3.本案改善計畫對原住民文化的實質幫

助為何? 

本規劃案將耆老訪談及參與部落會

議納為工作項目，目的即瞭解在地

部落需求並提供協助在地發展的機

會，請詳報告書 p24。 

4.建議撤銷本案，工項中只認同水質改

善，對象應為環保署，較為妥當。 

敬悉，已配合調整子計畫構想內

容，另修正子計劃對應單位，請詳

報告書 p24。 

李委員璟泓 

1.包括淨水、沉澱、生態池、自行車道

等設施都在行水區，將經費放在這個區

域為浪費公帑之舉。 

敬悉，已調整相關子計畫規劃構

想，請詳各分案件規劃構想。 

2.生態調查資料缺乏 敬悉，已將生態調查列為後續規劃

階段工作項目，請詳報告書 p24。 

3.原住民文化部分不應為水環境範圍，

過多的設備不一定能造就觀光人潮。 

敬悉，計畫範圍水岸周邊本與泰雅

族多個部落相鄰，是以將地方文化

納入考量。 

4.當地觀光宜總量管制。 敬悉，已將營運及維護管理計畫擬

定納作後續規劃階段工作項目，請

詳報告書 p24。 

5.本工程若不改變設計，建議撤案。不

然對環境的衝擊不亞於石虎公園的破

壞。 

本案屬規劃設計提案，工程發包前

仍需經過調查、評估、規劃及細部

設計。 

洪委員維鋒 

1.本案地質敏感，請再考量。 敬悉，補上地質敏感基地資料如報

告書 p5。規劃階段也已納入基地

調查及綜合評估工作，請詳報告書

p24。 

沈委員秀雀 

1.本案大範圍工區，但計畫小範圍開

發，資料不完善，建請補正。 

本案屬規劃設計提案，確切設計選

址及工區建議經過完善規劃評估後

再提供。 

2.應著重進行生態調查。 敬悉，已編列經費工後續規劃階段

執行生態調查，請詳報告書 p34& 

p35。 

李委員訓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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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涉土地雖是公有地，惟其管理單位

甚多，如森林、水圳、原住民保留地及

國家公園等，允宜在家審慎評估。 

敬悉，本案屬規劃設計類提案，建

議於規劃階段經過評估，有較明確

的選址範圍再進一步與相關單位協

調、取得土地同意及修正選址範

圍。 

2.生態資源豐富(計畫書內缺少植物資

料)，工程施作部分盡可能減量 

敬悉，補充相關植物調查資料，請

詳報告書 p8。實際工程施作量仍

需經過評估規劃甚至是設計思考後

才有較明確定案。 

3.P.8(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勾無，然於

附錄 2卻檢附生態檢核表，只是前後不

一致之處眾多，建議再逐一修正。 

敬悉，配合修正相關資料，請詳

報告書 p10及附錄工程生態檢核

自評表。 

陳委員美汀 

1.生態檢核單位請補正。 敬悉，配合修正相關資料，請詳

報告書附錄工程生態檢核自評

表。 

2.本案硬體設施居多，與水環境無關。 本案所提子計畫皆以汶水溪周邊

為主，另本案屬規劃階段，硬體

設施之建置仍有待後續綜合評估

適宜性後方可明確是否施作。 

3.淨水、親水定義為何?是否有充分與居

民溝通? 

本案淨水及親水目標如報告書 p12

所示。另已編列相關經費於後續

規劃工作之中，針對各子計畫內

容與地方居民溝通，請詳報告書

p34 &35。 

4.後續維護管理如何處理? 本案針對各分案納入擬定維護管

理計畫之工作項目，請詳報告書

p34 & p35建議於後續配合規劃內

容一併考量。 

5.建議進行自然生態調查，並充分與居

民溝通，了解當地需求。 

敬悉，已編列相關經工後續規劃

階段執行，請詳報告書 p34 & 

p35。 

黃委員于玻 

1.顧問團角色應為輔導提報，非審查單

位。 

敬悉，配合諮詢顧問團並修正相

關意見。 

2.應系統性考量計畫效益，如改善效

益、受益人。 

敬悉，請詳報告書 p36，預期成果

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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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顧問團應給予更多建議，積極協調。 敬悉，配合諮詢顧問團並修正相

關意見。 

主席 

1.加強基礎生態資料蒐集及考量汙水處

理方式。 

敬悉，補充相關資料於報告書

p8，並將評估及規劃事業廢水處

理方式納入子計劃工作之中，請

詳報告書 p24。 

2.請召開部落會議，瞭解原民真正需

求。 

敬悉，已將參與部落會議列為特

定分案工作之中，以便規劃設段

瞭解原民需求，請詳報告書 p24 & 

p25。 

3.簡易規劃及基本設計即可，再考量提

報需求。 

敬悉，本案配合檢討刪除部分子

計畫，請詳報告書 p24 & p25。另

本案屬規劃設計類提案，詳細設

計內容待後續執行。 

大埔文化園區水環境工程改善計畫 

輔導顧問團 

1.水泥化設施應減量 感謝委員提點，將減量水泥化設

施。 

王委員豫煌 

1.現況綠地多，未來是否破壞現有綠地? 未來於環境方面將盡可能維護原有

的綠地。 

2.後續維護管理方式? 地方明會召開時，地方里長願意接

管。 

3.水質如何改善?不應只有滯洪池 曝氣寬水道、跌水增氧環狀系統、

水生植物淨化系統。 

4.本水圳為命脈，應審慎思考再提案 感謝委員提點，會納入意見。 

李委員璟泓 

1.此案將加蓋的工程撤走另找經費再送

案，對本案並無幫助。也對水域原本的

功能造成影響。 

加蓋部分僅針對橋邊人行與停車空

間，面積範圍衝擊處不大， 並非

全面加蓋。 

2.工程規劃對當地螢火蟲不利，請審慎

思考。 

感謝委員提點，會思考工程規劃對

當地生態的影響。 

李委員訓煌 

1.所提及之生態資料請加註出處。 感謝委員提點，已加註生態資料的

出處。 

2.竹南是紫斑蝶重要繁殖區域，植栽選 感謝委員提點，會重新考量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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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方面請設法改量其食草或蜜源植物。

另水生植物部分，目前計畫書第 28頁及

第 29頁所提及物種皆為外來種，並非妥

適，建議選用當地有紀錄之原生水生植

物。 

的必要性，詳第 30、31 頁。 

3.生態檢核表有前後不一致之處，宜加

修正。 

感謝委員提點，已經修改，詳生態

檢核表。 

洪委員維鋒 

1.原步道修改理由為何?是否有再重新施

做的必要性? 

原步道為重劃工程所建，並無與地

方協調，欠缺維管現況不堪使用，

建議重新建置。 

2.請審慎評估親子公園利用率 地方說明會居民提起建議納入該計

畫整合。 

沈委員秀雀 

1.計畫目的皆不明確 感謝委員提點，本計畫目的在於活

化人工濕地，進而吸引螢火蟲和紫

斑蝶，因為此次計畫位於鈴木埤上

游，希望可以藉此增加生態圈。 

2.滯洪池用途與水質淨化關聯? 生態池的功能有曝氣寬水道、跌水

增氧環狀系統、水生植物淨化系

統，這些都是可以淨化水質。 

3.如何增加螢火蟲?植栽種類為何? 螢火蟲喜好生長於水生植物中，而

那些水生植物生長於地形些微落差

處，故需活化製紅遲來促進螢火蟲

聚集並且生長。 

陳委員美汀 

1.請確實評估人工設施施作必要性。 感謝委員提點，我們會確實評估必

要性。 

黃委員于玻 

1.改善標的與生態較無關 改善標的可以促進螢火蟲和紫斑蝶

棲息，故與生態有很大的關聯。 

2.請審慎思考後續完工受益者為何? 受益者為大埔附近居民。 

外埔漁港水環境及周邊景觀排水設施改善-第二期計畫、 

龍鳳漁港水環境及周邊景觀排水設施改善-第二期計畫 

輔導顧問團 

1.港域維管不易，請著重考量後續維護

管理方式。 

後續維護管理由本科及當地漁會共

同管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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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港域使用消波塊必要性? 考量浪潮過大，建議使用消波塊。 

3.已損毀設施是否拆除或整修? 維修效果不顯著部分將直接拆除。 

王委員豫煌 

1.是否有必要使用消波塊? 考量浪潮過大，建議使用消波塊。 

2.請確實評估觀光景點效益。 透過此計畫將漁港設施修繕，藉以

帶動觀光效益。 

李委員璟泓 

1.多數規劃與水環境無直接關聯。 本計畫以水環境海岸永續發展整體

營造為理念。 

2.支持漁港的整體規劃，但宜與水環境

有關。 

本計畫以水環境海岸永續發展整體

營造為理念。 

李委員訓煌 

1.案內除排水設施改善及植栽綠美化等

項目外，是否符合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以水環境海岸永續發展整體

營造為理念。 

2.消玻塊之拋置與水環境無關，請考量

是否無其他替代方案。 

考量浪潮過大，建議使用消波塊。 

3.認同顧問團所提可將不必要之毀損設

施或硬鋪面拆除，進行植栽綠美化之建

議。 

事後進行細部設計納入考量。 

洪委員維鋒 

1.認同顧問團意見 無 

沈委員秀雀 

1.竹南遊憩區有紫斑蝶，應將本案擴大

並減少設施維護環境。 

本計畫內容針對漁港既有設施之修

繕。 

2.噴溉系統改為水龍頭較為合適。 事後進行細部設計納入考量。 

陳委員美汀 

1.請考量當地利用率及改善價值。 事後進行細部設計納入考量。 

2.請加強後續維護管理，軟體應增加。 後續維護管理由本科及當地漁會共

同管養。 

黃委員于玻 

1.應利用本計畫轉型，而非改善。 本計畫以水環境海岸永續發展整體

營造為理念。 

2.本案為第二期計畫，第一期實際效益

分析如何?是否有實質效益提升? 

針對上期計畫確實改善漁港部分現

況，有達實質效益成果。 

苗栗市後龍溪整體水岸環境計畫(玉清大橋段) 

輔導顧問團 

1.行水區內應避免新增人工設施。 本計畫設施皆設置於堤頂或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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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區內設置淨水設施及臨時圍

籬。 

2.請移除當地外來種。 本計畫未種植外來種。 

黃委員于玻 

1.帶動地方發展之效益較低。 此區域為苗栗市民高度活動區，希

望藉此計畫美化及補強環境，並帶

動地方發展。 

2.本計畫不符合提報水環境之內容。 本計畫採「其他水岸環境改善類」

提報。 

陳委員美汀 

1.較不建議於河床地除雜草及施作公

園，目的本案周邊綠地自然度高，且易

有石虎出沒。 

本計畫範圍為以開發區域，未清除

現況雜草及樹木，並於規劃設計及

施工中編列生態監測費用，將環境

影響降至最低。 

2.不支持本案提報。 因地方民眾多數支持此計畫，請委

員參酌。 

李委員訓煌 

1.如有必要建議兩項計畫合併提報。 遵照辦理。 

2.案內硬體設施之布設過多，建議設施

減量。 

硬體設施設置於行水區外(堤頂級

堤後)，行水區內採生態工法規畫

之。 

3.植栽綠美化部分，建議選用當地之原

生植物，並以繁殖方式為之。 

遵照辦理。 

沈委員秀雀 

1.植栽資料為水域，應為後龍溪周邊水

生植物。 

因本計畫設施皆設置於以開發區域

上，既有周邊植物皆未開發。 

2.應降低光害，留給當地野生動物。 已於行水區內刪除燈光，僅設置於

堤頂提供人行道照明。 

3.本案為高灘地，建議減少硬體設施。 遵照辦理。 

洪委員維鋒 

1.河濱公園步道使用率較低，請再評

估。 

既有步道為 6.4M 公尺，本計畫減

量其步道寬度，增加生態工法，藉

此減量高灘地混凝土設施並提高使

用率。 

李委員璟泓 

1.本案涉及石虎棲地，是否進行生態調

查及檢核? 

本計畫範圍為以開發區域，未清除

現況雜草及樹木，並於規劃設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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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編列生態監測費用，將環境

影響降至最低。 

4.後龍溪已是石虎重要熱點，市公所規

劃的區域，市公所規劃的區域可能是石

虎所需的廊道，請減少河川邊緣的利

用。 

遵照辦理。 

王委員豫煌 

1.本案工區為後龍溪行水區，是否適合

提報本案件?不支持本案提報。 

本計畫設施皆設置於堤頂或堤後，

行水區內設置淨水設施及臨時圍

籬。 

2.顧問團應更直接篩選刪除不適合案

件。 

無。 

新埔國小後方水環境改善計畫 

輔導顧問團 

1.請參考其他縣市執行狀況，再考量是

否適合提案。 

本案經新埔國小校長建議增設親水

設施推廣環境教育，建請總顧問提

供實質意見以利推動新埔國小環境

教育活動。 

2.漁梯不適合海岸，請再考量。 依委員意見移除魚梯內容。 

王委員豫煌 

1.請再了解當地砂石來源。 將於選址階段邀集二河局提供意見

並納入選址考量。 

2.請考量本案改善目的為何?應對水環境

有幫助。 

本案經新埔國小校長建議增設親水

設施推廣環境教育，藉由環境教育

之推廣使民眾了解水環境的重要

性。 

李委員璟泓 

1.支持汙水接管，欄杆修復 感謝委員支持。 

2.天梯步道因有鏽蝕及腐壞問題，建議

不要增設 

魚鱗天梯以混凝土為主結構，並無

相關鏽蝕及腐壞問題。 

洪委員維鋒 

1.沒有消波塊前的樣貌為何?應減少量

體。 

經新埔國小校長陳述，該區域原為

沙灘地，後因安全需求設置堤防及

消坡塊，後續藉由移除部分消坡塊

等量體，重新導入量體較小之親水

設施。 

沈委員秀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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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然力較難克服，學校應另尋其他出

口。 

後續將於設計規劃階段招集相關專

業人士提供意見作為後續選址依

據。 

2.應聘請專家修剪樹木。 感謝委員給予意見，將於設計規劃

階段於設計圖說內容加入要求。 

李委員訓煌 

1.計畫書與今日簡報內容不一致，建請

更正。 

依委員意見辦理。 

2.消波塊改善部分，建議水利署第二河

川局斟酌辦理。 

本案後續將邀集二河局辦理現地會

勘並將意見納入辦理。 

3.生態環境現況，缺乏動物資料，生態

檢核表不一致之處，請改正。 

規劃設計經費將納入生態調查及監

測內容。 

陳委員美汀 

1.汙水處理方式不錯，但仍以軟性做法

佳。 

因考量後續維護管理及空間限制，

故使用 FRP 淨水設施。 

黃委員于玻 

1.支持水質改善，但需擬定配套措施。 感謝委員給予意見，設置設施將著

重考量維護管理成本。 

2.反對魚鱗天梯施作。 魚鱗天梯設施將可取代既有消坡塊

設施，並提供環境教育功能。 

3.反對在自然環境做欄杆。 後續將盤點並調整自行車道路線，

並移除部分欄杆，僅針對堤防上方

損毀欄杆進行修繕。 

苗栗縣灣麗濱海遊憩區整體規劃案 

輔導顧問團 

1.本案涉及白鷺鷥保護區、紅樹林，建

議刪減自行車道等設施。 

感謝委員建議，本案朝向「重要政

策推動類」：具結合地方創生計畫

內涵、精神，將以適宜的規劃、海

岸自然環境復育及復原加以整備區

內的遊憩環境，完善觀光遊憩系

統。 

2.水上設施是否符合前瞻水環境目標，

請再評估。 

3.請審慎考量植栽綠美化效益。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針對風飛砂

問題提出水岸環境復原評估工作，

建議於房裡溪出海口進行腹地還

原，種植適合海岸且可定砂之植

物，內容詳計畫書 P.21~P.23。 

4.請考量風飛沙情形 

王委員豫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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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區涵蓋苑港漁港範圍，是否與另外

一案重複。 

謝謝委員提點，本案已更改計畫範

圍，主要針對濱海沿岸環境進行整

體改善，而另案(苑港漁港水環境

改善計畫)係針對漁港內之漁業相

關設施進行改善，目前已無重複提

送。 

2.硬體設施過多，請再考量效益。 感謝委員建議，本案朝向「重要政

策推動類」：具結合地方創生計畫

內涵、精神，將以適宜的規劃、海

岸自然環境復育及復原加以整備區

內的遊憩環境，完善觀光遊憩系

統。 

3.請考量風飛沙情形。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針對風飛砂

問題提出水岸環境復原評估工作，

建議於房裡溪出海口進行腹地還

原，種植適合海岸且可定砂之植

物，內容詳計畫書 P.21~P.23。 

4.請移除景觀設施。 謝謝提點，本計畫將以適宜的規

劃、海岸自然環境復育及復原加以

整備區內的遊憩環境，完善觀光遊

憩系統。 

洪委員維鋒 

1.自行車使用效益及居民需求可再評估

瞭解。 

謝謝提點，本計畫將以適宜的規

劃、海岸自然環境復育及復原加以

整備區內的遊憩環境，完善觀光遊

憩系統。 

李委員璟泓 

1.灣麗濱海遊憩區自行車道請減量；白

鷺鷥保護區雖目前沒有白鷺鷥，但建議

進行生態調查。 

感謝委員建議，依照委員意見辦

理。 

沈委員秀雀 

1.風飛砂情況嚴重，可再考量。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針對風飛砂

問題提出水岸環境復原評估工作，

建議於房裡溪出海口進行腹地還

原，種植適合海岸且可定砂之植

物，內容詳計畫書 P.21~P.23。 

2.請確認工區內是否全為雜草。 計畫區有部分為原生種，但仍少於

非原生種，後續在規劃部分將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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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植物的分配與選定。 

3.避免清除原生種。  

4.計畫書內願景圖實現率低，建議修

正。 

感謝委員提點，已進行修正，詳計

畫書「整體計畫概述」內容。 

李委員訓煌 

1.缺乏生態資料及生態檢核表，建請補

充。 

謝謝委員意見，已針對委員意見補

充，詳計畫書 P.14-P.15、P.36-

P.39。 

2.計畫書與簡報中經費不一致，建請改

正。 

感謝委員，本計畫經費為

3,000,000元。 

3.案內是否有水質淨化規劃，請詳述執

行方式。 

本計畫為海岸整體改善評估規劃

案，無水質淨化規劃，請參閱 P.15

相關內容。 

陳委員美汀 

1.顧問團應更早提供建議。 感謝委員，本案係朝向苑裡海岸整

體環境進行復育與改善，屬水利署

「重要政策推動類」，其具結合地

方創生計畫內涵、精神，將以適宜

的規劃、海岸自然環境復育及復原

加以整備區內的遊憩環境，完善觀

光遊憩系統。 

2.本案不符合水環境目標，應刪除。 

黃委員于玻 

1.請審慎考量是否適合施作自行車道。 謝謝委員，本計畫將以適宜的規

劃、海岸自然環境復育及復原加以

整備區內的遊憩環境，完善觀光遊

憩系統。 

2.請妥善考量後續維護管理方式。 

3.植栽選擇請審慎考量。 感謝委員提點，本案後續在規劃部

分將謹慎評估植物的分配與選定。 

房裡溪水環境及周邊景觀設施改善計畫 

輔導顧問團 

1.請審慎考量本計畫必要性及環境效

益。 

本案已房裡溪沿岸設施整修改善，

預計綠化面積達 171600 平方，將

有助於改善沿岸動環境。 

王委員豫煌 

1.認同顧問團建議。 已刪除部分不必要項目 

2.不建議再行水區新增設施。 已刪除該項目，詳預算項目表 

李委員璟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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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裡溪堤岸外的設施可改進，但堤內

宜保留自然度。 

已刪除堤岸內設施，將針對堤上級

堤外做綠美化及設施改善。 

沈委員秀雀 

1.現有綠化植物請補充相關資料。 在執行計畫時，再行調查適種植之

物種 

2.堤防破碎部分建議清除，設立緩坡。 已在本計畫修繕範圍 

李委員訓煌 

1.缺少生態資料及生態檢核表，建請補

充。 
已檢附 

2.義渡公園堤防沿線拓寬部分，損及既

有植栽，建議避免。 

本計畫針對職務將做於保留以繞道

或者樹穴方式處理 

陳委員美汀 

1.不建議河灘地內環境改善施作 已刪除該項目，詳預算項目表 

黃委員于玻 

1.請審慎考量是否適合施作自行車道。 已編列相關維護計畫及經費 

2.請妥善考量後續維護管理方式。 已編列相關維護計畫及經費 

3.植栽選擇請審慎考量。 在執行計畫時，再行調查適種植之

物種 

頭屋鄉老田寮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輔導顧問團 

1.不建議施作過多設施。 已針對輔導顧問團建議刪除部分設

施，包含吊橋、鋼拱橋、高速公路

橋下堤頂步道改善、浮動碼頭一座

等。 

2.布袋蓮影響排洪，請刪除。 已刪除計畫書內容提及布袋蓮部分

內容。 

王委員豫煌 

1.中興隧道內可能有蝙蝠，請考量生態

疑慮。 

已針對委員意見進行現勘並

確認舊隧道中無生態疑慮，

詳舊隧道環境整理現況 p39 

2.若需設置木梯道，請考量後續維護管

理… 

設置木棧道全長約 460 公

尺，考量後續維護管理，於

契約保固期後，將由公所編

列預算管理。詳 p53-54。  

3.環境改善絕非增加過多硬體設施。 遵照辦理，已斟酌刪減硬體

設施。  

李委員璟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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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內是否適合滑降平台施作，再請考

量。 

案內既有滑降平台位置為較安全之

既有堤頂道路上且周邊橋樑及對岸

擋土牆適合作為臨時基座。詳 p41-

42。 

2.浮動碼頭請審慎考量(後續維護管理、

風險性)。 

經現勘後，既有滑降平台周邊無護

欄及柵欄等安全設施，與當地國中

小討論後，建議本計畫改善。 

3.盡可能朝減量方式辦理。 遵照辦理，已斟酌刪減硬體

設施。  

洪委員維鋒 

1.建議保留隧道。 遵照辦理。詳中興隧道公園 p38-

39。 

2.請考量減量設施。 遵照辦理，已斟酌刪減硬體

設施。  

沈委員秀雀 

1.環境資料為苗栗縣內結果，與本圳無

關，請再調查。 

已修正老田寮溪環境資料，包含環

境友善策略:工程可行性、環境影

響可行性、環境改善效益、水質改

善程度、環境景觀改善程度、水岸

定位與整體發展構想等。詳 p23、

p50-52、p32。 

2.案內植物不應只有水鼻仔，請補正資

料。 

已補正修正資料。詳自然環境與生

態 p23。 

3.水泥部分建議打掉再施作植草磚。 遵照辦理，中興隧道休憩公

園及社區公園水泥部分改為

施作植草磚。詳 p38-39、

p43。  

李委員訓煌 

1.生態現況僅列出各類生物種術，植物

部分僅敘出水筆仔，建議補充。 

已補正修正資料。詳自然環境與生

態 p23 

2.工設部分過於人本，且過於花俏，建

議最大可能予以減量。 

遵照辦理，已斟酌刪減硬體

設施。  

3.所選用之植栽種類為外來種，建議再

加評估修正。 

已修正植栽種類。詳 p47-48 

陳委員美汀 

1.請評估水生植物淨化效益。 保留既有水生植物提供食物及躲

藏，以不增加水生植物，保留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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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為主。 

2.請考量汙水排放改善施作。 遵照辦理，詳水岸定位與整

體發展構想 p32。  

3.閒置空間應有其他功能規劃，不需一

直做工程。 

遵照辦理，已斟酌刪減硬體

設施。  

黃委員于玻 

1.建議生態調查後要反饋計畫，非只是

調查，請再加強。 

已修正老田寮溪環境資料，包含環

境友善策略:工程可行性、環境影

響可行性、環境改善效益、水質改

善程度、環境景觀改善程度、水岸

定位與整體發展構想等。詳 p23、

p50-52、p32。 

 

陸、 會議結論 

1.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特別提醒第四批次案件提報條件如下，因各提

報單位所送之計畫書及簡報中皆未說明，請各提案單位針對所符條件補

充說明： 

(1) 「重要政策推動類」：具結合地方創生計畫內涵、精神。 

(2) 「生態環境友善類」：具營造友善生態環境，增加棲地復育功能。 

(3) 「水環境大賞加碼類」：屬「2019 全國水環境大賞」競賽獲獎加碼

補助之提案。 

(4) 「其他水環境改善類」：現況水質條件屬中度污染以下或已列計畫

改善，無辦理水質改善之必要者。 

2. 請各提報單位審慎考量並納入各委員、輔導顧問團及經濟部水利署第二

河川局意見，評估是否提報，如仍需提報請確實將各單位意見修正及補

充後製作回應對照表放入計畫書中，並於 108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前

送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