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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 

2.1 工程介紹 

本工程位於彰化縣大城鄉，工程內容為外五間寮排水-增設 1.5cms 閘泵*2

部、抽水站操作機房*1 處、護岸改善長 20 公尺，越堤箱涵長 11.5 公尺 

過湖排水-增設 1.5cms 閘泵*2 部、4W2.5mX2.5m 防潮閘門、抽水站操作機

房*1 處、護岸改善，長 20 公尺、清汙井*1 處，此工程為彰化縣水安全計畫第六

批核定工程，於 110-111 年度預計辦理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檢核作業，本計

畫現階段為施工階段階段生態檢核作業。預定工程範如圖 96 細部設計平面圖所

示圖 97、圖 98，生態檢核規劃與執行情形如表 137。 

  
圖 96 過湖排水預計施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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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 外五間寮排水工程細部設計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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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8 過湖排水工程細部設計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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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7 過湖排水+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生態檢核規劃與執行情

形 
工作項目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

意事項」作業原則 規劃與執行情形 類

型 項目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工

程

辦

理

生

態

檢

核 

環境背景資料

及生態議題蒐

集 

蒐集計畫施作區域既有

生態環境及議題等資料 
已完成本工區環境生態資料等相關基本

資料蒐集及圖資套疊 

棲地環境評估

分析 

由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

查記錄生態環境現況及

分析工程計畫對生態環

境之影響 

已於 110 年 8 月 26 日完成棲地環境評估

分析，包含勘查重要棲地類型並進行快速

棲地生態評估，提出本區域之生態評析 

生態保育原則

擬定 
決定可行工程計畫方案

及生態保育原則 

已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標定關鍵物種及

關鍵課題的位置，保育對策原則之選擇，

以干擾最少或儘可能避免負面生態影響

之方式為優先，並依循迴避、縮小、減輕

與補償四個原則進行策略考量 

生態調查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

隊，視需求辦理物種補

充調查。 

已於 110 年 10 月 18、19 日進行生態調查

，並納入提報核定階段成果中 

規

劃

設

計

階

段

工

程

辦

理

生

態

檢

核 

必要之生態調

查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

隊，指認生態保全對象，

並視需求辦理物種補充

調查 

已於 111 年 5 月 15 日至 17 日進行物種生

態補充調查，並納入規劃設計階段成果中 

生態關注區域

圖 

已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並於圖上標示工

程設計區位以及友善措施等內容，使閱讀

者可清楚了解，本工程的理想規劃為何 

NGO 參與 

邀集 NGO、相關單位、

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說明

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

關意見 

已於 110 年 09 月 30 日辦理過湖排水+外
五間寮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規設階段

地方說明會，了解民眾關注議題，並討論

生態友善措施 

民眾參與 

邀集 NGO、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

關心生態議題之民間團

體辦理說明會，蒐集整

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已於 110 年 09 月 30 日辦理過湖排水+外
五間寮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規設階段

生態說明會，了解新街排水民眾關注議題

，並討論生態友善措施 

生態衝擊預測

及保育對策擬

定 

根據生態調查及評析結

果，並依迴避、縮小、減

輕及補償之順序，研擬

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依提報階段建議之生態友善措施原則，進

一步結合水利工法設計內容產出規劃設

計階段生態保護措施，並將關注物種及重

要保育措施標示於生態關注區域圖 

施

工

階

段

環境保護計畫

訓練 

本計畫將於開工前進行

環境保護計畫訓練，提

供工程單位相關的生態

建議，例如進行護岸馬

111 年 06 月 20 日過湖排水+外五間寮施

工前說明會與保育物種告示公告說明，組

織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

團隊，以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生態保育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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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辦

理

生

態

檢

核 

鞍藤等保留、避免廢棄

魚塭置放大型機具。此

外，為確認相關單位已

充分瞭解生態保育措

施，若在現場勘查過程

中，發現施工廠商未落

實生態友善措施(如清

淤須按照分區分段施

作、工區限速、嚴禁夜

間施工與高噪音機具、

土方堆置區未覆蓋防塵

網)，本計畫則會聯繫工

程監造單位以加強宣導

保育措施，並擇日再進

行檢查(如土方堆置區

未覆蓋防塵網)。  

施實行方案及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

則，另以保育物種告示宣導施工人員，建

議於施工前與施工時確定保全對象，若有

發現保護與迴避也請告知生態團隊，不任

意移動或干擾。 
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

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

置，並擬定生態保育措施及環境影響注意

事項。 

民眾參與 
在地民眾關心生態議

題，蒐集整合並溝通相

關意見 

已於 111 年 09 月 27 日辦理新街+過湖+
外五間寮工區民眾訪談，了解新街+過湖

+外五間寮與民眾關注議題，並討論生態

友善措施 

保育措施監測

及棲地環境變

化 

履約文件應有生態保育

措施自主檢查表、生態

保育措施監測計畫及生

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

練計畫應含生態保育措

施之宣導。 

已執行工作：依據之前之生態友善措施結

合生態工法，同時也列出保全對象，訂定

自主檢查表，每個月固定請廠商回傳自主

檢查表，目前已回傳 111 年 6 月、7 月、

8 月、9 月、10 月自主檢查表，以檢核相

關措施是否有落實執行。並於施工前、中

辦理棲地環境評估，以評析棲地環境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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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態資料盤點 

本計畫施工階段調查於 111 年 3 月，並彙整本工程範圍前期生態調查

資料，彙整自「彰化南部地區綜合治水檢討規劃（大城地區魚寮溪等排水系

統）」(2007)、「彰化沿海重點底棲生物及經濟魚種調查監測」(2016)，以

環域 2 公里蒐集「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及「eBird」

等周邊資料、「108-109 年的彰化生態檢核」(2020)條列如下： 

表 138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生物盤點表(鳥類)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遊隼 II   V  黑面琵鷺  I  V  

魚鷹 II   V  灰面鵟鷹  II  V  

黑翅鳶 II   V  大杓鷸  III  V  
牛背鷺     V 金腰燕     V 
小白鷺   V V V 棕背伯勞     V 
夜鷺 Es  V  V 灰樹鵲     V 

珠頸斑
鳩 

  V  V 草鴞  I   V 

紅鳩   V V V 小燕鷗  II   V 
紅冠水
雞 

  V  V 琵嘴鴨     V 

褐頭鷦
鶯 

  V V V 白冠雞   V  V 

大卷尾 Es    V 大白鷺   V V V 
家燕 Es  V  V 蒼鷺   V  V 
洋燕 Es   V V 小鸊鷉   V  V 

白頭翁   V  V 反嘴鴴   V  V 
灰頭鷦
鶯 

  V  V 赤頸鴨   V  V 

銀鷗     V 小青足鷸   V  V 
白尾八
哥(外)     V 尖尾鴨   V  V 

青足鷸   V  V 黃頭鷺   V  V 
紅尾伯
勞  III   V 埃及聖䴉

(外)     V 

磯鷸     V 池鷺     V 
鷹斑鷸   V  V 尖尾濱鷸   V  V 
高蹺鴴   V V V 彩鷸  II V  V 
大濱鷸  III   V 彎嘴濱鷸   V  V 
紅尾鶇     V 黑嘴鷗  II V  V 
鷗嘴燕
鷗     V 長趾濱鷸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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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八哥
(外)   V  V 東方大葦

鶯   V  V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麻雀   V V V 南亞夜鷹   V  V 
紅隼  II   V 小水鴨   V   

闊嘴鷸     V 野鴿(外)   V   
棕沙燕     V 紅胸濱鷸   V   
棕三趾
鶉     V 半蹼鷸   V   

斑文鳥    V V 小辮鴴   V   
斑文鳥    V V 小辮鴴   V   
藍磯鶇     V 白琵鷺   V   

黃尾鴝     V 埃及聖䴉
(外)   V   

棕扇尾
鶯     V 中白鷺   V  V 

東方黃
鶺鴒   V  V       

總計 38
種 

15
種 57 種 

註 1：「彰化南部地區綜合治水檢討規劃（大城地區魚寮溪等排水系統）」(2007)、「彰化沿海重點底棲生物

及經濟魚種調查監測」(2016)，資料庫含 e-bird、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註 2：「E」表特有種；「Es」表特有亞種；「外」表外來種；「V」表調查記錄。 
註 3：(Ⅱ) 珍貴稀有保育類；(Ⅲ) 其他應予保育類 
 

表 139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生物盤點表(哺乳類)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小抹香鯨     V 
臭鼩   V   
鬼鼠   V   

總計 2 種 0 種 1 種 
註 1：「彰化南部地區綜合治水檢討規劃（大城地區魚寮溪等排水系統）」(2007)、「彰化沿海重點底棲生物

及經濟魚種調查監測」(2016)，資料庫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表 140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生物盤點表(爬蟲類)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眼鏡蛇     V 

疣尾蝎虎   V   

總計 1 種 0 種 1 種 
註 1：「彰化南部地區綜合治水檢討規劃（大城地區魚寮溪等排水系統）」(2007)、「彰化沿海重點底棲生物

及經濟魚種調查監測」(2016)，資料庫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註 2：(外) 表外來引進種 
  



3-201 
 

 
表 141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生物盤點表(兩棲類)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澤蛙     V 

黑眶蟾蜍     V 
虎皮蛙     V 

盤古蟾蜍     V 
斑腿樹蛙     V 

總計  0 種 5 種 
註 1：「彰化南部地區綜合治水檢討規劃（大城地區魚寮溪等排水系統）」(2007)、「彰化沿海重點底棲生物

及經濟魚種調查監測」(2016)，資料庫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表 142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生物盤點表(魚類)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口孵非鯽雜交魚(外)   V   

琵琶鼠(外)   V   
彈塗魚   V V  

總計 3 種 1 種 0 種 
註 1：資料庫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註 2：(外) 表外來引進種 
 

表 143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生物盤點表(蝦蟹螺貝類) 
物種 特有性 保育類 調查 文獻 資料庫 

臺灣厚蟹     V 
臺灣招潮蟹   V V  
窄招潮蟹   V V  
弧邊招潮蟹   V V  
字紋弓蟹   V V  
紅螯螳臂蟹   V V  
大彈塗魚   V   
彈塗魚   V   
平背蜞   V   

萬歲大眼蟹   V   
神妙擬相手蟹   V   
長指細螯寄居蟹   V   
白脊管藤壺   V   
粗紋玉黍螺   V   
圓山椒螺   V   
豹斑玉螺   V   
蚵岩螺   V   

葡萄牙牡蠣   V   
方形馬珂蛤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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皺紋綠螂   V   
大青彈塗魚   V   
奇異海蟑螂   V   
日本山椒螺   V   
林氏山椒螺   V   
鼴耳螺   V   

總計 25 種 5 種 1 種 
註 1：資料庫含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 
註 2：(外) 表外來引進種 
 

2.3 環境現況評估 

檢核團隊於民國 110 年 8 月 26 日由調查人員進行現場勘查，本計畫

111 年 3 月施工階段調查。本計畫 111 年 3 月施工階段調查 111 年 6 月 20

日進行施工前說明會，針對保育物種與生態友善對策與自主檢查表說明。預

定工區周圍農田、魚塭、草生荒地、窪地等，施工階段環境如圖 99、圖 100

所示。計畫區計畫區域周遭近海且有許多疑似廢棄農田或魚塭之積水窪地，

故有許多鳥類於此區休憩覓食，堤外亦可見彈塗魚及招潮蟹遍佈沙灘上，當

日紀錄物種以大白鷺、紅鳩數量最多，其他還有褐頭鷦鶯、斑文鳥、麻雀、

白尾八哥、洋燕等常見物種。環境現況照片，如圖 10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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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9 外五間寮排水工程環境現況圖 

 
圖 100 過湖排水工程環境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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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26 外五間寮排水照片

(上游) 
110/08/26 外五間寮排水照片

(中游) 
110/08/26 外五間寮排水照片

(下游) 

   
110/08/26 過湖排水照片 

(上游) 
110/08/26 過湖排水照片(中

游) 
110/08/26 過湖排水照片(下

游) 

   
111/03/17 外五間寮排水照片

(上游) 
111/03/17 外五間寮排水照片

(中游) 
111/03/17 外五間寮排水照片

(下游) 

  
 

111/03/17 過湖排水照片 
(上游) 

111/03/17 過湖排水照片(中
游) 

111/03/17 過湖排水照片(下
游) 

圖 101 環境現況照片(上:外五間寮排水；下:過湖排水) (規劃設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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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另外於民國 111 年 10 月 28 日以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以下簡稱 UAV)進行預定工程範圍之空拍，以記錄施工前的環境棲地狀

況。後續預計於施工中及施工後各拍攝一次，藉此掌握工程範圍的環境變化，並

可搭配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具體分析工程施作對當地環境之影響。UAV

空拍成果如圖 102、圖 103 所示。 

 
過湖排水起點 

 
過湖排水工程終點 

圖 102 過湖排水 UAV 拍攝成果(11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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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五間寮排水工程起點 

 
外五間寮排水工程起點堤防處 

圖 103 外五間寮排水 UAV 拍攝成果(11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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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態評析 

預定工區具有多種類型的棲地，包含了周邊農耕地、窪地、草生荒地、

渠道內泥灘地等，提供生物棲息與覓食的場所，提供麻雀、紅鳩、臭鼩等農

田常見物種覓食與活動，渠道內草生灘地退潮時會出現，有部分從堤外進入

的螃蟹如弧邊招潮蟹、窄管招潮蟹等活動其中，另外可見泥灘地上有水鳥行

走的腳印。生態評析彙整如表 144 所示，工程範圍生物關注物種如表 145；

環 境 敏 感 圖 ， 則 如

 

圖 104 與圖 105。蟹類易路殺區區域彙整，將作為施工階段工區限速與

施工須注意之保育路段，如圖 106。 

表 144 過湖與外五間寮排水工程生態評析彙整表 
棲地類型 物種利用說明 

草生荒地 以大花咸豐草、白花牽牛、槭葉牽牛、長柄菊、銀膠菊等植物為主，提供

鳥類、哺乳類、爬蟲類棲息使用或躲藏，例如臭鼩、疣尾蝎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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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生灘地、窪

地 水鳥類與蟹類弧邊招潮蟹、窄管招潮蟹等棲息、躲藏覓食使用。 

農耕地 
隨著農耕地的耕作與休耕，提供鳥類(含保育類)、哺乳類、爬蟲類棲息使

用或躲藏，包含鷺科鳥類、高蹺鴴、臭鼩、疣尾蝎虎等。 

水域環境 受水閘門阻斷上下游流動、濁度高，多為靜止不流動，底質混凝土封底不

透水。物種為底棲生物居多。 

表 145 過湖與外五間寮排水工程工程範圍生物關注物種 
重要性 關注物種 棲地偏好 族群存續課題 工程友善對策 

II 級保育 遊隼 

過境鳥、冬候鳥。

海岸、草澤及湖

泊，有時在山區活

動 

誤食農藥、棲地破

壞、人為干擾。 
注意繁殖季節岩壁

地形的施工。 

I 級保育 黑面琵鷺 

稀有冬候鳥。出現

於潮間帶、河口、

沙洲及濕地等淺

灘，常群聚於河口

淺灘、荒廢魚塭。 

棲地破壞，數量稀

少。 
濕地保護。 

II 級保育 魚鷹 
分布全台海邊、河

口、湖泊及水庫。 
棲地破壞、人為干

擾。 

森林棲地保護、河

床大樹及高草地保

護。 

II 級保育 紅隼 

分佈範圍廣，包含

海岸濕地、內陸淺

山平原、中高海拔

山區等，棲息於海

岸、林地、草生

地、有零星樹木的

牧場。 

棲地破壞、人為干

擾。 

森林棲地保護、河

床大樹及高草地保

護。 

II 級保育 小燕鷗 

留鳥、不普遍夏候

鳥。棲息於沿海地

區。常出現於河

岸、海口、魚塭

等。 

棲地破壞。 
河口沼澤、濕地及

沙灘保護。 

II 級保育 黑嘴鷗 

不普遍冬候鳥。台

灣主要分佈於西部

沿岸，出現於海

岸、河口、潮間

棲地破壞、人為干

擾，數量稀少。 
河口沼澤、濕地及

沙灘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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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草澤等泥灘地

與養殖水塘。 

II 級保育 灰面鵟鷹 
過境鳥，低海拔闊

葉林及溪谷環境。 
棲地破壞。 森林棲地保護。 

II 級保育 黑翅鳶 
主要分布於開闊的

平原地區、農田。 
誤食農藥、非法獵

捕。 
河床高草地保護。 

II 級保育 彩鷸 

分布於低海拔濕

地，主要棲息於沼

澤、軟質泥地、稀

疏的灌木區和蘆葦

地，以及水田、池

塘、河邊等濕地環

境。 

棲地破壞，如農地

整治，或誤食農

藥、誤陷防鳥網、

非法獵捕。 

河床棲地及高草地

保護。 

III 級保育 燕鴴 

夏候鳥，分布於平

原環境，棲息於農

田、沼澤、海岸、

沙岸等地。 

棲地破壞、人為干

擾。 
河岸濱溪帶與河床

高草地保護。 

III 級保育 大杓鷸 
分布於河口潮間

帶、沙洲及濱海濕

地。 

棲地破壞、人為干

擾。 
河口沼澤、濕地及

沙灘保護。 

III 級保育 紅尾伯勞 

分布於平地至中低

海拔山區，主要棲

息於河床、農墾

地、都會區、森林

邊緣等。 

屬於過境鳥類，主

要在亞洲東北部進

行繁殖。在台灣過

境時，常受到人民

捕殺。 

禁獵捕、友善農法

護棲地、食源。 

台灣特有

種 
臺灣招潮蟹 

偏好棲息地是空

曠、平坦、潔淨無

污染、腹地廣大的

黏土質灘地 

棲地破壞、人為干

擾。 
河口沼澤、濕地及

沙灘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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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 外五間寮排水環境敏感圖 

 
圖 105 過湖排水環境敏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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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出處:108-109 前期計畫與路殺網彙整 

圖 106 過湖排水、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蟹類路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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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民眾參與訪談與建議 

本計畫於 111 年 09 月 27 日工區訪問村民洪先生。洪先生表示，上游處多

為畜牧業養雞鴨鵝等經濟產物，但常有上游排放廢汙水、雞鴨鵝毛與飼料廢棄

物引起下游淤積，於台 17 線橋附近淤積，閘門口淤積畜牧廢汙水，夏天易產生

惡臭，除非大雨溢淹至堤外否則無法交換水體。原本靠海閘門可以看到鰻魚、

螃蟹、蟳、花跳，但因畜牧廢棄汙水汙染，現今已無法看到先前榮景。 

請縣府多稽查海邊工程廢棄物勿亂暫置路邊不處理，引起環境問題與居民

出入不便。另外閘門口附近堆置沙包無法解決淹水問題，且堆置沙包時間一長

易成海岸垃圾。避免清淤培厚泥土因海浪迴流易把清淤培厚汙泥再帶回淤積。 

清淤置於護岸旁大雨沖刷易將清淤土石再度帶回排水回堵閘門口，建議另

外規劃置放區域不讓重複淤積情況一再發生。去年有進行清淤工程，卻將淤泥

放置護岸靠水門位置，造成阻擋水量外流，造成回流形成淹水。 

海岸線有東北季風帶來海岸垃圾淤積，請定期清理整治海岸河川。 

(一) 建議 

1. 海岸垃圾及廢汙水與清淤回報上級單位，由相關單位研擬相關對策。 

2. 與廠商確認土石培厚區是否會因海水迴流造成土石再度淤積。 

3. 下游出海口防潮閘門緊閉，使水體無法與外水交換，建議配合潮汐適時在

非滿潮時開啟，讓內外水可以流動，或輪流開啟內外防潮閘門，以利水體

交換及洄游性生物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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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專家諮詢及 NGO 訪談 

本計畫已透過信件、電訪或訪談方式，請益生態專家及彰化地區關心環

境之 NGO 團體，如張集豪老師、鄭清海老師、彰化鳥會及彰化環境聯盟施

月英老師，並與其討論工程進入施工階段需注意之生態相關議題，以免誤觸

生態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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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細部設計會議 

本計畫於 110 年 10 月 7 日進行基本設計會議，討論意見與設計修正說明，

如表 146 所示。 

表 146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細設現勘會議討論意

見修正對照表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 

細部設計審查意見修正情形回覆表 

                                                   110 年 10 月 7 日 
項次 審核意見 修正結果 

陳委員明信 

1 

由於抽水站抽水機的設置，需有足夠

的前池蓄水容量，供應適當的抽水機

抽水，以避免啟閉頻繁，易造成抽水

機的損壞。原設計使用兩台同等抽水

能力 2x1.5cms 的抽水機，兩個工程

位置的前池，因各種因素，前池體積

不大，因此建議使用 1cms+2cms 抽

水機的配備，如此除了降低啟閉頻率

之外，原僅有兩種抽水能力組合，可

以增加 1cms、2cms 及 3cms 三種抽

水能力更具彈性的組合。請主辦機關

及設計單位詳加參酌修正。 

本案兩工區之計畫抽水容量皆為 3cms，參考經

濟部水利署之「區域排水抽水站規劃設計參考手

冊」建議抽水機組數為 2~3 組，本計畫考量抽水

機備援性、機組零件互換性及後續維護保養之經

濟性，建議採用抽水機容量為 1.5cms*2 組。另

為改善抽水機啟抽水位較高及啟停頻繁等問題，

本案採加深及加寬抽水井方式克服，使渠道水深

約 80cm 即可進行抽排。 

2 

承上點意見，如修正為不同抽水能力

的抽水機組合，設計單位應確實標示

出三種組合的起抽及停抽的水位高

程，以供操作時的依據。 

本案於設計階段將訂定 2 組抽水機之起、停抽水

位，後續抽水站完工後，承包商需編撰操作維護

手冊，再將相關資料納入為操作之依據。 

3 

在抽水機設計的分析中，抽水機勁

揚程的計算中，建議所標示的抽水

機計畫外水位＝2.34m 的說明中，

加標為「大潮平均高潮水位」，讓

此水位的意義與設計揚程有確實的

考量。 

已備註計畫外水位乃採大潮平均高潮位，詳預算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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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現況的出水口皆有淤砂現象，

建議任何一種抽水組合，起抽的第

一抽水機出流口，應對淤積處加以

沖襲，提供更大的出流斷面。 

本案 2 組閘泵抽水機設置於渠道中間渠槽，抽水

機啟動後可於中間渠槽沖刷出深槽流路，以利平

時水流排放。 

5 

基樁需求的設計計算中，應敘明本

工區是否為土壤液化的潛勢區，並

表明基樁的需求量，是否當土壤液

化發生時，靜載重部分，全由基樁

承受等語，讓設計計算符合工程經

濟設計的原則。 

已補充液化分析，分析結果顯示於設計地震時計

劃區會產生液化情形，另於基樁承載力分析之作

用於基腳底部之載重增加當土壤液化發生時，外

部荷重全數基樁承載之文字說明。 

6 
工程計畫說明書中，應敘明對原有

閘門設施是否拆除等工程事項，有

無包含於本工程案的工程項目。 

本案針對既有混凝土構造、閘門設施等拆除或留

用與否繪製既有設施清理標準圖及數量表，以利

後續承包商執行相關作業，詳圖號 A-08~09。 

謝委員錫欽 

一、工程預算書 

1 
前次審查意見大致已依規定檢討修

正完妥。 
謝謝委員意見。 

2 

預算書之預算總表及詳細價目表，

有關剩餘有價土方、瀝青混凝土挖

除料及閘門拆除不銹鋼之剩餘價

值，請依縣府規定格式編列辦理。

另數量計算及單價分析，請檢討補

充。 

已補充剩餘有價土方、瀝青混凝土挖除料及閘門

拆除不銹鋼等有價料之估價說明，詳預算書之基

本單價說明，另數量計算詳列於詳細價目表以利

審閱。 

3 

本案之上位計畫「彰化縣大城地區

排水規劃檢討(過湖、外五間寮、下

海墘、頂西港)」109 年 2 月完成。

其規劃為增設 2.0cms 閘泵，而本案

規劃設計為 3.0cms 閘泵，其差異分

性分析說明，原則同意。 

依據「彰化大城地區排水規劃檢討（過湖、外五

間寮、下海墘、頂西港）規劃檢討報告書」排水

路出口優先設置 2cms 抽水站，若為因應後續地

層下陷等因素可增加抽水機容量，本案因考量排

水路尚未配合改善及地層下陷等因素進行水理檢

討分析，依據檢討結果建議採用 3.0cms 抽水

量，仍符合上位計劃之需求。 

4 

單價分析表第 2 頁，結構用混凝土

140kgf/cm2 及 210kgf/cm2，其工料

型式應採一致，建議檢討修正。(工
地交貨、第?型水泥等) 

已統一混凝土單價分析內容，詳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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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細部設計圖，圖號 A-02 之一般說

明.第 15 點「本工程設於土石方皆

採近運回填處理」與實際採用不符

(預算書編列採折價方式)，請檢討修

正。 

本案剩餘土方採有價料折價回收方式辦理，已刪

除該文字說明。 

6 

細部設計圖，圖號 A-03 顯示部分工

程用地為私有地，應妥善處理，避

免影響工程進度。 

本案工程範圍乃於既有渠道範圍內施作，所使用

之私有土地現況已為渠道行水區或道路使用，後

續將協助業主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以利後須施

工。 

7 

除本案之排水閘門增設閘泵外，建

議縣府依 109 年 2 月之規劃檢討報

告，依序規劃評估辦理上游排水路

整治及低地處理(集流系統)之改善工

程，以期周全。 

謝謝委員意見，將依規畫報告之建議治理工程先

後順序逐步改善，以達整體防洪成效。 

陳委員松傑 

一、設計圖說 

1 

請提供電力計算書供審查,如啟斷容

量、戶內外照明照度、壓降、功因檢

討及接地系統計算檢討(包含發電機

容量計算在內)。 

發電機計算已與廠商要原廠測試滿載電流，經重

新檢討詳如電力系統單線圖 E-02。並補充計算

書如故障電流檢討、電壓降檢討、功率因數計算

檢討(僅針對於抽砂泵)、接地電阻、照度計算

等，詳預算書附錄計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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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號 D-17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抽水

站機房發電機平面配置參考圖， 
(1)儲油槽,請補示規格、儲存容量、

輸送泵容量及防液堤規格等。 
(2)過湖排水發電機，日用油箱規格

為 4000 公升，是否應為 400 公升,
有誤，請檢討更正。 
(3)貯油槽及日用油箱之進、回油配

管，請標示管徑規格。 
(4)發電機請標示相數、電壓及頻率

規格。 
(5)發電機是否包含觸媒轉換器,請標

示。(6)排煙管，GIP 8”請加註直徑

為 200mmΦ。 
(7)排風管請標示鍍鋅鐵皮規格如

G.I SHEET 18。 
(8)機房門建議至少一扇門向外開，

以策安全。 
(9)比例尺為 NTS？請檢討。 

(1)已補充日用油箱及儲油槽規格及防溢堤尺

寸，詳圖號 D-17 及 F-07。 
(2)日用油箱儲存容量為 400 公升，以修正相關

文字。 
(3)供油系統之配管管徑詳圖號 F-07。 
(4)已補充標示柴油發電機相數、電壓及頻率等

規格參數。 
(5)柴油發電機需包含黑煙過濾器(觸媒直通式)，
已補充相關圖說及預算單價，詳圖號 D-17。 
(6)排煙管已加註公制及英制單位。 
(7)已補充排風管鍍鋅鐵皮規格。 
(8)逃生安全門改為外開方式。 
(9)已標示比例尺為 1/80。 

3 

圖號 D-18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抽水

站機房發電機組參考圖， 
(1)請加註參考尺寸(含水箱)。 
(2)比例尺為 1/40？請檢討。 

(1)已加註發電機參考尺寸，詳圖號 D-18。 
(2)已修正比例尺為 1/25。 

4 

圖號 E-01 電氣圖例及說明, 
(1)請補式及標示一般插座規格。 
(2)電熱水器及浴厕排風扇有嗎？若

無,則請取消。 
(3)PVC 以 P 代替,表內公制則為 PP,
請檢討。 

(1)重新補充插座及開關切等相關圖例說明。 
(2)電熱器及浴廁排風扇本案無，已刪除。 
(3)已修正說明，補正為 PP: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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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號 E-02,03 過湖排水工區電氣單線

圖(一)(二),(1)ATS 請補式示 NC 及

NO。(2)MP PNL CKT 4 為 1Φ220V
嗎？請檢討。(3) MP PNL CKT 5 為

燃油輸送泵，為 1Φ220V 嗎？NFB 
及配管線有無過大，請澄清檢討。

(4)屋內外照明數量及照度,請再檢討

(樓梯)。(5)MP PNL CKT 9 配管線過

小及 M 圖例(抽砂泵)未示，請補

示。(6)備用 NFB 不須預留,因為容

量及相數未知。(7)預估總電流約

76.58A，總開關容量何需 150AT？
請檢討。(8) 功因改善設備未配置。

(9) PP PNL CKT 1, 2 已提供固定式

發電機,還需預留移動式發電機機接

續媽？請檢討。 

(1)已補充常用側及備用側之說明。(2)MP PNL 
CKT 4 已修正為 3Φ380V。(3)MP PNL CKT 5 為

燃油輸送泵已修正為   3Φ380V，盤對盤為主幹

線 NFB 放大原因，   為爾後擴充使用，故選用

30A。(4)屋內照明已補充計算照度滿足 CNS 機

械室   規定平均照度需 100~200LUX 之間，本

案   平均照度經檢討為 209LUX。(5)MP PNL 
CKT 9 配管線已修正為 1C XLPE   8mm x6，
E3.5  PP35。(6)已刪除備用 NFB。(7)重新估算

電流為 93.29A，因考量爾後擴充   需求，總開

關為主幹線故選用 150AT。(8)內線部分皆為小

容量不超過 3HP，僅抽砂   泵較大為 40HP，
本案僅針對抽砂泵迴路    附掛 10KVAR 電容

器供本設備改善。(9)經與主辦機關討論，預留

閘刀開關，   供爾後外租式發電機用。 

(10) PP PNL 總開關 400AT 已很足

夠,請檢討。 
(11)PT 控制電源是否為 110V,請檢

討。(12)100HP 配管線是否過大，請

檢討。(13)CT 300/5A 是否偏大,請檢

討。 
(14)請補示概估契約及裝置容量各為

多少。 

(10)PP PNL 總開關本案設計為 800A 原因是 
    400KW 發電機原廠 NFB 使用 800A，故本

案 
    總開關用一樣大。 
(11)PT 控制電源誤植，已修正為 110V。 
(12)已修正為(6-1C XLPE 50mm,E38),PP65 
(13) CT 已修正為 250/5A 
(14)設備容量約為 61.4KW，本案採表燈計費 

6 

圖號 E-04、05 外五間寮排水工區電

氣單線圖(一)(二),意見同過湖排水工

區電氣單線圖(一)(二) ,請檢討。 

外五間寮排水工區已參考第 5 點意見辦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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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圖號 E-07,電氣箱體圖(二),(1)電源否

來自 MP-12 非 6D。(2)信號收集箱

IC≧15KA 短路電流太大？,請檢

討。(3)備用請取消。(4)電腦機櫃大

樣圖,請提供(5)LED 投光燈初光束多

少流明,請補示。 

(1)迴路標示為誤植，已修正為 MP-12。(2)經檢

討，已修正為 IC≧5KA。(3)遵照辦理，已取消

備用開關。(4)已補充機櫃大樣圖含正視圖及後

視圖。(5)已補充 LED 投光燈每瓦需要 100 流明

以上   要求。 

8 

圖號 E-08,錄影主機(7)具有 16CH 以

上處理功能,與圖示 8CH 數位錄影主

機不符,請檢討。 

已修正錄影主機為 8CH，詳圖號 E-08。 

9 
圖號 E-09 避雷針示意圖,平面圖未

示,請補示。 
已補充避雷針安裝平面安裝示意圖，詳圖號 E-
10~11。 

10 

圖號 E-10 過湖排水工區電力管線平

面圖, 
(1)預留台電建 H 桿位置及自備桿設

電錶箱位置請標示(非公制 6’Φx8 支

及預留台電配電場 1.5X4M？請正式

洽詢台電) 
(2)台電配電場至 KWH 至 PNL MP
請標示管線。 
(3) PNL PP 至發電機請標示管線。 
(4) PNL MP, PNL PP 至負載,請標示

迴路編號 
(5) PNLPP 至負載未標示,請補示。 
(6) PNL MP, PNLPP 至負載,經 
BOX1 ,BOX2 接線箱,管線未標示,請
補示(含電纜架)。 
(7)接地網請依實際可施打位置繪製

(接地棒及接地線請標示線徑)。 
(8)過湖排水工區底圖標示不清楚,請
修正。 
(9)吊門機動力配管線平面圖,請補

示。 
(10)輸油泵及清汙泵未配置管線？請

補示。 

(1)經與台電討論本案為架空區，初估採架空線

路施作並設 H 桿型式，預留 4*3M 空間供台電

施作。 
(2)KWH 至 MP PNL 已補標示 4-1C XLPE 
125,E22 TRAY & PP80 TO MP PANEL。 
(3)已補標示 8-1C XLPE 250,E60 TRAY 原廠發

電機開關箱。 
(4)已補標示至負載之線路。 
(5)已補標示至負載之線路。 
(6)已補標示至負載之線路。 
(7)經檢討電力系統接地棒位置可施作並補設避

雷接地系統位置。 
(8)已調整出圖品質，詳圖號 E-12。 
(9)補繪直提式閘門電纜配管平面圖。 
(10)已補繪輸油泵及清汙泵電纜配管線，詳機電

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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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號 E-11 過湖排水工區照明管線平

面圖,(1)過湖排水工區底圖標示不清

楚,請修正。(2)水池平均照度為多

少？請檢討。(3)建議樓梯及直提式

閘門區請補示照明。(4)建議吊門機

照明配管線平面圖,請補示。(5)建議

清汙井區照明配管線平面圖,請補示

(6)儲油槽區照明應採防爆燈(第一種

場所, D2G4 含配管線),請補示。 

(1)已調整出圖品質，詳圖號 E-13。(2)本案戶外

主要空間為廠區平面或安全梯等設施，排水路渠

寬約為 15m，市售 LED 探照燈約為 16000lm，

平均照度約為 75lux，可滿足戶外空間照度需

求。(3)樓踢與直提式閘門處於同一平面空間，

本案配置 1 盞 LED 投光燈提供照明。(4)已於吊

門機處增設 LED 投光燈，並繪製管線平面圖，

詳圖號 E-13。(5)清污井與直提式閘門處於同一

平面空間，本案配置 1 盞 LED 投光燈提供照

明。(6)本案儲油槽為戶外儲槽場所，與攔汙柵

維修走道處於同一平面空間，本案配置 1 盞

LED 投光燈提供照明。 

12 

圖號 E-12 過湖排水工區插座管線平

面圖,(1)過湖排水工區底圖標示不清

楚,請修正。(2)建議直堤式閘門區請

補示插座配管線平面圖。(3)請包含

單獨供給消防緊急照明及安全門燈

之插座迴路在內。 

(1)已調整出圖品質，詳圖號 E-14。(2)經檢討閘

門區免設插座。(3)若台電停電時，本案已有柴

油發電機保護，故無需單獨設開關供消防用。 

13 

圖號 E-13 過湖排水工區電信及監視

器平面圖, 
(1)過湖排水工區底圖標示不清楚,請
修正。 
(2)屋外攝影機請補示配管線平面圖 
(3)屋頂請補示避雷針平面圖。 
(4)接地棒施打位置須與電力系統接

地位置確實相互隔開,請修正。 

(1)已調整出圖品質，詳圖號 E-15。 
(2)已補充屋外攝影機配管線平面圖。 
(3)已補充避雷針設置平面圖，詳圖號 E-10~11。 
(4)接地位置有衝突，已重新修正。 

14 

圖號 E-14～17 外五間寮排水工區配

電及監控系統,參照過湖排水工區審

查意見辦理。 

外五間寮排水工區已參考第 13 點意見辦理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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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號 F-02～03 過湖及外五間排水工

區, 
(1)建議安全門燈應放置在門上

方,W3 相隔一定距離,且應有一安全

門應向外開,以利避難逃生之安全。 
(2)滅火器之計算式請提供。 

(1)安全出口燈已調整至逃生門上方，另逃生門

已改為外開型式，詳圖號 F02~03。 
(2)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

每 100m2 需設置 1 具手提滅火器，已補充計算

式，詳圖號 F02~03。 

16 

圖號 F-07 過湖及外五間排水工區油

槽式及供油系統詳圖, 
(1)管徑標稱英制請改為公制。 
(2)爬梯參考圖寬度為 45CM？

0.3×5=2.4M？請更正。 

(1)已調整管徑單位，詳圖號 F-07。 
(2)已調整爬梯寬度為 60cm，並修正階梯踏階

數，詳圖號 F-07。 

二、工程規範及施工說明書 

1 

第 11215 章.電動抽水泵,(1) 1.1.1，請

選擇合乎要求之電動抽水泵之型式,
其餘請刪除。(2) 1.1.3 安裝地點，請

明示。 (3)1.4.2 美國電機製造協會

(NEME)應為(NEMA) 。(4) 1.5.資料

送審,如 1.5.1……空白之〔〕天或〔〕

冊，請標明。(5) 1.6 現場環境,如 1.6.1
～1.6.4 空白之〔〕請標明。(6) 2.產品

2.1 功能,空白之〔〕請標明,2.2 材料

2.2.1～2.4.2 不合乎要求者,請刪除。

(7)4.計量與計價,請選擇一合乎要求

之項目保留,其餘請刪除(其他同)。 

本案採用閘泵抽水機，施工規範已改採第 11211
章沉水式閘門抽水機組，並填具相關規格供後續

施工階段參考，詳工程規範及施工說明書。 

2 

第 13411 章.水情收集及機房控制監

視設備工程, 1.3 資料送審(1)1.3.1 台

灣電力公司法規,請改為經濟部頒布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及輸配電設

備裝置規則(其他同)。 

已修正台灣電力公司法規為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及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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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15110 章.程序閥類調整器及雜項

設備 ,(1)1.4相關準則 1.4.1中國國家

標準請改為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其他

同)。(2)2.2.3 材質如(3)浮球須為不鏽

鋼 SUS304、SUS316 價格不一樣,請
選擇一最低標準(其他同)施設。 

(1)已修正為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2)本案排氣閥浮球規格採不銹鋼 sus304 

4 

第 16010 章.基本電氣規則 , 
(1)1.4.3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

電線路裝置規則請改為經濟部頒布

之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及輸配電設備

裝置規則(其他 2.8.8(3)同)。 
(2)2.7.1(2)電信儀控系統接地：25Ω以

下。應否為 1 至 5Ω 以下。 
(3)2.8.8(4)白幟燈及燈泡已不適用,請
刪除。 
(4)2.9.3 無電力熔絲及高壓斷路器,本
工程無用請刪除。 

(1)已修正最新經濟頒布之名稱。 
(2)依照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

第 84 條一般建築物電信儀控系統接地：25Ω 以

下既可。 
(3)遵照辦理，已刪除。 
(4)遵照辦理，已刪除。 

5 

第 16061 章.接地 , 
(1) 1.4.2 及 2.1.2(1)屋內線路裝置規

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請改為

經濟部頒布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及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 
(2)2.1.4 避雷系統何以刪除，請檢討。 

(1)遵照辦理，已修正。 
(2)2.1.4 避雷系統章節相關規定及規範已於圖說

表示。 

6 

第 16062 章.電力設備接地與連接, 
(1) 2.1.1  3/4”英制改為 19mmΦ公制 
(2)3.2.1 接地網請擇一設置。 
(3)4. 計量計價,請選擇一合乎要求之

項目保留,其餘請刪除。 

(1)遵照辦理，已修正。 
(2)遵照辦理，已修正為單一接地棒。 
(3)已修正，僅保留契約數量。 

7 

第 16120 章.電力設備接地與連接線

及電纜,(1.)所有空白之〔〕請刪除。

(2) 4. 計量計價,請選擇一合乎要求

之項目保留,其餘請刪除。 

(1)遵照辦理，已修正。 (2)已修正，僅保留契約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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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 16132 章.導線管, 
(1) (1)1.4.2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

供電線路裝置規則請改為經濟部頒

布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及輸配

電設備裝置規則 
(2)2.2.1金屬導線管(1)種類,請擇一設

置。 

(1)遵照辦理，已修正。 
(2)遵照辦理，只留厚鋼導線管 

9 

第 16133 章.電機接線盒及配件,1.4.3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

裝置規則請改為經濟部頒布之用戶

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及輸配電設備裝

置規則。 

遵照辦理，已修正。 

10 

第 16140 章.配線器材,1.4.2 屋內線路

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請改為經濟部頒布之用戶用電設備

裝置規則及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 

遵照辦理，已修正。 

11 

第 16150 章.接線裝置,1.4.2 屋內線路

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請改為經濟部頒布之用戶用電設備

裝置規則及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 

遵照辦理，已修正。 

12 

第 16231 章.柴油引擎發電機組, 
(1) 1.2 工作範圍 1.2.4 並聯設備及空

白之〔〕請刪除。 
(2)2.2.4 防音外箱有嗎？無,則刪除。

(3) 4.計量計價,請選擇一合乎要求之

項目保留,其餘請刪除。 

(1)遵照辦理，已修正。 
(2)本案有防音外箱。 

13 
第 16291 章.儀表電驛即控制裝置,4. 
計量計價,請擇一合乎要求之項目保

留,其餘請刪除。 

遵照辦理，已修正。 

14 

第 16401 章.低壓配電盤,1.4.5 屋內線

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

則請改為經濟部頒布之用戶用電設

備裝置規則及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 

遵照辦理，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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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 16510 章.屋內照明設備,1.4.2 屋內

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

規則請改為經濟部頒布之用戶用電

設備裝置規則及輸配電設備裝置規

則 

遵照辦理，已修正。 

16 

第 16581 章.照明控制開關,1.4.3 屋內

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

規則請改為經濟部頒布之用戶用電

設備裝置規則及輸配電設備裝置規

則。 

遵照辦理，已修正。 

三、工程預算書 

1 

詳細價目表,第 4 頁共 16 頁.(32),及
第 9 頁共 16 頁.(33),油槽室爬梯

(H=1.0mH=1.0m)？規格有誤,材質未

標示 請修正。 

已修正油槽室爬梯尺寸，並標示材質為 sus304
不銹鋼，詳預算書詳細價目表。 

2 

詳細價目表,第 5 頁共 16 頁及第 5 頁

共 16 頁(11)日用油箱請補示材質及

規格(2)燃油系統包括那些如是否包

含 輸 油 泵 等 , 請 補 示 (3)14 ～

19,21,23,24 項請補示尺寸、材質及包

含設備等規格。 

(1)已補充日用油箱容量及材質。(2)燃油泵浦(輸
油泵)乃涵蓋於燃油系統單價內。(3)已補充電氣

箱體材質，另本案電氣箱體尺寸為設計階段供預

算編列參考之用，後續得依相關規範及選用設備

尺寸加以調整，建議工程項目不予限定尺寸。 

3 
詳細價目表,第 15 頁共 16 頁,五,外
電線路補助費 2 處共 5 萬元夠嗎？

請檢討。 

工區周圍現況已有台電架空線路，外電電路補助

費 5 萬元足以支應台電外電接線費用。 

4 
單價分析表,第 18 頁共 63 頁,何謂接

地阻水裝置？ 
已修正為接地裝置，詳預算書單價分析表。 

5 
單價分析表,第 25,27 頁,所有無熔絲

斷路器,請標示為非對稱容量 。 
依本案故障電流計算檢討結果，本案無熔絲斷路

器皆為非對稱容量。 

6 
單價分析表,第 26 頁共 63 頁,電壓電

流切換開關請改為 3Φ4W 
已修正電壓電流切換開關為 3Φ4W，詳預算書單

價分析表。 

逢甲大學 

1 

排水路出口淤沙有底棲類生物活動，

本案針對淤沙清除時建議挖除後先

暫置於工區周邊，讓底棲類生物得有

避難時間再行載運土方。 

本案已編列挖除土方暫置處理費，以利底棲類生

物避難並降低開挖土方含水量以利土方載運，詳

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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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期間應避免路砂產生揚塵情形。 本案於環境保護設施費項下編列工區周邊道路防

塵網及灑水等費用，以改善揚塵情形。 

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水利工程科 

1 

本案預估工期為 10 個月，請設計公

司評估兩工區能否重疊施工，盡量縮

短汛期施工之時間。 

本案共計 2 處閘泵設施，依據機關意見採重疊施

工方式重新估算工期，並將閘泵、發電機等材料

供貨期納入考量，將工期調整為 210 日曆天。 

2 

近期受肺炎疫情影響部分物價波動

較大，請設計公司檢討鋼筋等大宗物

料價格是否需做調整。 

近期部份物價確實波棟較大，本案針對大宗物料

(如:鋼筋、混凝土等)以參考最新一期營建物價，

另閘門、閘泵等機械設備則重新詢價後調整預算

書單價，以利後續發包作業。 

3 

過湖排水現況利用既設閘門上游處

通道供左右岸聯繫通行，本案敲除

改善後應維持既有通行功用，以利

搶險救災。 

本案攔汙柵下游處設有維修通道(W=4.0m)，後

續可供左、右岸通行聯繫道路，詳圖號 B-
01~02。 

4 

請再檢討抽水站土建結構量體是否

可適度縮減，如將油槽等相關設備

改設置於周邊腹地。 

本案土建部分主要供抽水站機房、油槽室、閘泵

操作平台、閘泵及攔汙柵維護通道及上下階梯等

設施使用，已重新檢視相關空間以符合需求即

可，避免土建規模過大。另油槽設置於渠道範圍

內可避免額外用地徵用且有減少輸油管線及與抽

水站機房共構等優點。 

5 

抽水泵與閘門或渠底的距離是否影

響抽排效應，請再檢視是否符合相

關規範。 

參考「雨水下水道設計指南」第二篇抽水站設

計，其針對吸水管鐘口與抽水井底面及後壁距離

限制值分別為 0.7~1.0D(D:管徑)及 1.0~1.2D，且

為避免產生渦流或孔蝕等現象建議不應超過限制

值，本案閘泵管徑為 90cm，與抽水井底面及後

壁距離為 50 及 100cm 符合規範之需求，詳圖號

D-01。 

6 

本案攔汙柵維修走道寬度是否足夠

以利車輛通行?另走道邊緣設有安全

本案攔汙柵維修走道寬度 4m，可供車輛通行，

另安全欄杆高度為 1.2m 低於開挖機之操作高

度，應不影響後續清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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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杆(不銹鋼欄杆)是否會影響後續清

淤作業? 

7 

本計畫排水路出口設有兩道式閘門，

出口處自動水門是否會影響平時水

流排放之通暢性?建議與本處防洪維

護科、代操作單位討論，以利後續管

理操作。 

會後已與縣府防洪維護科討論並將其提供意見納

入本案設計考量，另排水路出口自動水門建議應

由代操作單位配合漲退潮進行操作，即可維持水

流排放通暢，本案編列「操作人員教育訓練及操

作維護手冊」後續將協助承包商擬撰閘泵及閘門

之操作機制，供後續操作單位參考。 

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防洪維護科 

1 

建議使用軸流式抽水機連結軸泵葉

片(無需減速機)，並採 4 極或 6 極電

機，減少機械磨耗及效能的損失，具

有低轉速高扭力特性。 

本案閘泵為電動豎軸軸流式抽水機由馬達直接驅

動閘泵葉片，另閘泵規格以訂定馬達極數需為

6P 以上，詳施工規範第 11211 章。 

2 
建議主要部件採用不銹鋼材質，抗海

水腐蝕且耐磨耗。 
本案閘門及閘泵主要構件(如:泵殼、轉軸及葉片)
採用不銹鋼材質，以抗海水銹蝕增加耐用度。 

3 

建議全系列裝配需採用雙組式機械

軸封具有抗耐磨材質且機體密封性

強、防水性佳，泵浦機體及馬達外

殼採用不銹鋼材質，堅固耐蝕，增

強其使用壽命。 

本案閘泵主要構件(如:泵殼、轉軸及葉片)採用不

銹鋼材質，馬達外殼具有防水性且配備感知器，

以避免水分滲入造成馬達損壞。 

4 

建議泵浦控制部分加裝AC馬達保護

器，防止欠相、反轉、堵轉等異常狀

況，保護馬達不易因不良使用環境損

壞。 

本案閘泵皆配置馬達保護器，詳圖號 E-02 及 E-
04。 

5 
建議供電來源使用雙供電馬達系統，

以台電為主，發電機為輔或雙馬達發

電機交替供電，以維持供電穩定。 

本案閘門吊門機、機房用電採用台電供電，另抽

水閘泵馬力較大且僅於颱洪期間操作啟動，則採

用柴油發電機供電，並配置緩啟動器降低啟動電

流使供電穩定。 

6 
建議閘門渠底適度降挖，降低吸入

鐘口高度及降低起抽水位，亦能提

升前池置洪空間。 

本案閘泵上游之進水箱涵渠底較現況降挖約

1.3m，可有效降低起抽水位，詳圖號 B-03 及 C-
06。 



3-227 
 

7 

建議有裝設閘泵抽水機渠槽裝設攔

汙柵，以保護閘泵不因吸入異物造

成異常狀況，無裝設閘泵渠槽則無

需裝置攔汙柵以免影響水流而降低

排洪能力。 

本案攔汙柵採活動式(可吊放式)設計，可兼顧攔

阻雜物及後續操作維護之需求，詳圖號 D-
12~13。 

會議結論 

1 

本次細部設計審查原則通過，請兆豐

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參酌上

述審查意見修正細部設計預算書圖，

並於發文次日起 7 日內檢送細部設

計相關資料報府續辦。 

將依審查意見進行預算書圖修正，並於規定期程

內提送，以利辦理後續招標事宜。 

2.8 規劃設計階段地方說明會 

本計畫於 110 年 10 月 2 日辦理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會議，摘整細部

設計意見會議記錄與彙整會議建議之設計內容說明，如下表 147： 

表 147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細部設計意見修正對照表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 

地方說明會意見修正情形回覆表 

                                                   110 年 10 月 2 日 
項次 審核意見 修正結果 

大城鄉公所 陳玉照秘書 

1 

贊同排水路出口設置抽水站方案，後續施工能

同時兼顧工程進度與品質，希望能於明年汛期

前正式啟用抽水機，以利改善過湖及外五間寮

排水問題。 

本案以兩處工區採部分重疊施工預估工

期約 7 個月，完工可以改善過湖排水及

外五間寮排水積淹水情形。 

2 

魚寮溪北岸西港橋 92 號水門因台 61 線工程導

致周邊河川改道造成鄰近地區淹水，是否能參

考本案設置抽水站方式，以全面改善大城鄉淹

水問題。 

建議後續辦理會勘以釐清積淹水原因，

方能找出合適改善治理方式，以徹底解

決積淹水問題。 

大城鄉三豐村村長 洪行 

1 

認同外五間寮閘門擴大及加深處理，但外五

間寮排水於台 61 線上游至土地公廟渠段渠道

有淤積情形，為使水流能順利導排至下游，

使抽水機效益最大化，請縣府將淤土清除納

入處理。 

已將外五間寮排水自台 61 線到土地公

廟渠段納入本案進行渠道整理(清淤)，
使渠底平順以利水流排放，詳圖號 C-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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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往台 61 線工程應允地方針對部分板橋改

善、抽水井加深等設施尚未施工，影響地區

抽(排)水功能，請縣府能幫忙協調公路局等相

關單位。 

後續將配合縣府需求提供相關技術協

助。 

大城鄉西港村村長 陳儀興 

1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上游淤土需清除讓

排水通順，才能使抽水機功能最大化。 
已將外五間寮排水自台 61 線到土地公

廟渠段納入本案進行渠道整理(清淤)，
使渠底平順以利水流排放，詳圖號 C-
01~04。 

2 

下海墘排水抽水站入口斷面不足，回堵導致

上游水。 
建議後續辦理會勘以釐清積淹水原因，

方能找出合適改善治理方式，以徹底解

決積淹水問題。 

3 

西港排水出口未設置抽水機，豪雨期間西港

排水水量無法匯入頂西港排水，使渠道水位

壅高而造成周邊淹水，建議後續能加以改

善。 

建議後續辦理會勘以釐清積淹水原因，

方能找出合適改善治理方式，以徹底解

決積淹水問題。 

吳淑娟議員 

1 

外五間寮排水於三豐村 6 號農橋處，渠道內

常有垃圾漂浮於水面上，除影響排水通暢且

不利景觀環保，後續應加強宣導垃圾不落地

等觀念，加強里民環境衛生觀念。 

謝謝議員意見，本案以針對該渠段進行

渠道整理若能改善垃圾問題，並定能改

善現況垃圾阻礙水流及異味之問題。 

洪騰明議員 

1 

設計公司設計抽水井加深加寬有利抽水機之

操作，但應避免後續施工廠商因臨海施工不

易等因素而未達設計深度，請務必確實監督

施工。 

謝謝議員意見，後續本公司監造部門將

要求承包商依圖施作，以期完工後發揮

抽水站應有效能。 

2 
竣工後續管理，為避免非汛期河道內惡臭，可

利用潮汐沖洗河道減少惡臭，建議納入後續與

管理包商討論問題之一。 

本案編列「操作人員教育訓練及操作維

護手冊」後續將協助承包商擬撰閘泵及

閘門之操作機制，將訂定出口閘門配合

潮汐漲退進行啟閉操作，以藉由潮汐漲

退沖洗河道，達到自然淨化渠道效果，

改善水質異味情形。 

彰化縣政府縣政顧問 許月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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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五間寮排水時常很多垃圾，導致積水淹水問

題，請各位村長宣導垃圾不落地等觀念，加強

里民環境衛生觀念。 

目前由縣府防洪維護科定期進行清理，

以避免垃圾漂浮水面影響通洪及造成環

境髒亂，若能加強宣導勿任意棄置垃

圾，方能徹底改善。 

2 
本次 0802 豪雨外五間寮排水於台 17 線豐美橋

處，渠道水流自匯入之道路排水溢淹，建議增

設手動式水閘門以改善淹水情形。 

台 17 線共計 4 處道路側溝匯入外五間

寮排水，以往豪大雨有倒灌溢淹情形，

將於側溝出口處增設防水閘門加以改

善，囿於經費限制，將採另案辦理方

式。 

3 西港建議新增抽水站，改善西港村淹水問題。 
建議後續可辦理會勘以釐清積淹水原

因，方能找出合適改善治理方式，以徹

底解決積淹水問題。 

彰化縣政府 水利資源處 馬處長英傑 

1 

垃圾妥善處理、避免棄置等環境問題，請公

所及各村長多多加強宣導，從垃圾處理根本

改善起以降低派員清潔頻率，避免資源浪

費。 

目前由縣府防洪維護科定期進行清理，

以避免垃圾漂浮水面影響通洪及造成環

境髒亂，若能加強宣導勿任意棄置垃

圾，方能徹底改善。 

2 

大城鄉周邊因台 61 線造成排水問題、板橋及

抽水井未施作等問題，請大城鄉公所彙整資

料向交通部公路總局接洽;新設路面橋樑梁抬

高舊有設施未拆除造成阻水之情形，本府後

續洽交通部公路總局研處。 

本案已優先針對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

水與台 61 線交界處之既有板橋進行拆

除，若仍有其餘既有板橋阻水、排水不

良等情形，建議一併收集資料後再洽交

通部公路總局研議改善處理方式。 

3 

後續施工品質良莠將影響抽水站實際操作成

效，請顧問公司務必確實監督，有關抽水站完

工後維護管理之策略，請顧問公司進行相關檢

討，以發揮抽水站應有成效。 

後續本公司監造部門將要求承包商依圖

施作，以期完工後發揮抽水站應有效

能。 

4 

外五間寮排水豐美橋處有台 17 線道路側溝匯

入，請顧問公司評估若外五間寮排水水位壅高

有倒灌之情形，則道路側溝增設閘門可否納入

本案工程一併處理。 

台 17 線共計 4 處道路側溝匯入外五間

寮排水，以往豪大雨有倒灌溢淹情形，

將於側溝出口處增設防水閘門加以改

善，囿於經費限制，將採另案辦理方

式。 

5 

請兆豐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參酌上述地方

意見納入後續本工程細部設計考量。 
本案將各單位之寶貴意見納入設計考

量，以期改善工程能符合地方實際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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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施工階段施工前說明會 

本計畫於 111 年 6 月 20 日辦理過湖排水+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

工程施工階段生態地方說明會，說明過湖排水施工自主保育措施(清淤要點、不

另主要外干擾周遭魚塭與嚴禁晨昏施工與工區限速等)；外五間寮排水(保全馬

鞍藤等護岸護坡植生、清淤要點、不另外干擾周遭魚塭與嚴禁晨昏施工與工區

限速等)與特殊物種指示與廠商每月自主檢查表填寫說明指導，如下圖 107 圖

108： 

  

會議討論 

  

會議討論 現勘說明與討論 

  

  

環境現況 
圖 107 過湖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施工前說明會 (1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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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討論 

  

會議討論 現勘說明與討論 

  

  

環境現況 
圖 108 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施工前說明會 (1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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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生態保育對策建議 

本計畫依據前期生態資料、環境現況評估結果，研擬生態保育對策原則

如下： 

1. 清淤依建議分區分段施作，清淤步驟:分段、擾動、濬挖、暫置、夯實

培厚，已撥動方式輕運土石至疏濬培厚區(詳見圖 105，以利動物遷移，

下雨時覆蓋避免土石崩坍影響水域環境水域廊道連續性的維持：下游

出海口防潮閘門緊閉，使水體無法與外水交換，建議配合潮汐適時在

非滿潮時開啟，讓內外水可以流動，或輪流開啟內外防潮閘門，以利

水體交換及洄游性生物移動。 

2. 前池清淤須按清淤步驟施作: 分段、擾動、濬挖、暫置、夯實培厚，

分區分段施作，已撥動方式輕運土石置放區讓生物逃脫後，再運至疏

濬培厚區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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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區車輛於工區周圍速限每小時 30 公里以下，降低底棲動物(如台

灣厚蟹) 遭路殺的可能性。 

4. 如需施作渠道內工程，建議保留排水渠道內之草生泥灘地，或保持渠

道不封底，待日後自然回復，保留底棲生物的活動區域，因施工擾動

而移動的底棲生物也會慢慢回到渠道內。 

5. 生物友善：周遭環境生物種類多，廢棄魚塭或草生荒地為水鳥棲息地，

高架橋下人工構造物孔洞縫隙亦提供不少小型鳥類躲藏棲息，應盡可

能於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進行施工，以減少對生物之干擾。 

6. 暫置工程廢棄物及工程材料，利用裸露地置放、勿置放於廢棄魚塭內。 

7. 工區定期灑水、避免揚塵：廢棄物應集中管理，避免鳥類、哺乳類誤

食；利用既有道路進行施工，勿對施工範圍外之生物追捕或驚嚇。 

8. 施工中所產生之廢棄物及廢水、油汙皆須妥善處理，避免汙染環境。 

9. 有多次台灣厚蟹路殺紀錄，因此建議夜間不施工，避免造成輾壓致死

與干擾繁殖 

10. 工程周圍之廢棄魚塭或草生荒地為水鳥重要棲息地，且彰化沿海地區

為彰化鳥會關注區域，故建議未來有相關工程施作前務必與當地

NGO 與居民充分溝通，避免後續無謂爭議與負面報導。 

11. 在施工中所產生之廢棄物及廢水、油汙皆須妥善處理，避免汙染環境。 

12. 保留護岸旁攀藤植物:馬鞍藤，保留河道兩旁濱溪帶植生，以利爬蟲、

兩棲與鳥類棲息與逃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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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提檢討及建議措施 

本計畫透過與設計單位討論並配合現地情況，研擬各項工程的友善碩

施，逐一分析檢討各項研提措施的可行性。本案研提檢討措施對照表

如表 148 所示。 

表 148 過湖排水、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友善措施回應表 
生態議題及 
保全對象 

工程影響分析 生態友善措施 
確認生態

友善措施 
備註 

 

維護既有底

棲生物 

清淤同時避免有底棲生

物無法逃脫、遷移 
〔補償〕出口處局部清淤建

議，採間格距離分段翻鬆淤

沙，在移至乾燥土地，待靜置

兩日後再妥適移置土方堆置區

(詳見下圖生態敏感圖)，以利動

物遷移，下雨時覆蓋避免土石

崩坍影響水域環境 

納入 
□無法納

入 

 

水域廊道連

續性的維持 

下游出海口防潮閘門緊

閉，使水體無法與外水

交換 

〔減輕〕下游出海口防潮閘門

緊閉，使水體無法與外水交

換，建議配合潮汐適時在非滿

潮時開啟，讓內外水可以流

動，或輪流開啟內外防潮閘

門，以利水體交換及洄游性生

物移動 

納入 
□無法納

入 

 

維護既有植

生 

土方或機具堆置與施工

期間使用影響既有植被

生長。 

〔減輕〕避免干擾周遭窪地，

挖土機及車輛機具利用既有便

道進出，以避免擾動該處生態

棲息 

納入 
□無法納

入 

 

工區周圍活

動之野生動

物 

施工導致工區車輛出入

頻繁，造成底棲動物被

路殺 

〔迴避〕工區車輛於工區周圍
速限每小時 30 公里以下，降低
底棲動物遭路殺的可能性(附圖)
盡量迴避路殺點 

納入 
□無法納

入 

 

河床植被多

樣性 

透水性鋪面並覆土，加

速濱溪植被生長，避免 
[補償]渠底設置透水性鋪面並覆
土，加速濱溪植被生長。 

□納入 
無法納

入 

本案以

施作抽

水站為

主體，

無針對

排水路

河床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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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圍既有棲

地特性及多

樣性 

周圍多為農耕地，提供

生物不同的環境使用，

工程施作時，包含震

動、噪音、粉塵等皆可

能會影響其覓食與繁

殖。 

〔迴避〕避免晨昏施作，上午 8
點前下午 5 點後避免施工，避

免造成台灣厚蟹輾壓致死與干

擾繁殖，與不擾動周遭鳥類、

生物棲息 

納入 
□無法納

入 

 

維護自然棲

地 

過湖排水既設橋梁面

板、橋墩打除 
〔減輕〕避免施工廢棄物落入渠

道。 

納入 
□無法納

入 

 

維護自然棲

地 

保留護岸旁攀藤植物:馬
鞍藤，保留河道兩旁濱

溪帶植生，以利爬蟲、

兩棲與鳥類棲息與逃生

利用 

〔迴避〕保留護岸旁攀藤植物:馬
鞍藤，保留河道兩旁濱溪帶植生 

納入 
□無法納

入 

 

維護自然棲

地 

水道中區隔工程施作區

域 
〔減輕〕避免施工行為造成下游

水質濁度大幅增加。 

納入 
□無法納

入 

 

維護自然棲

地 

未經管理的廢棄物堆置

危害自然棲地 
〔減輕〕廢棄物集中管理，避免

動物誤食 

納入 
□無法納

入 

 

維護自然棲

地 

避免大量揚塵造成生態

環境及附近農田之汙染 
〔減輕〕施工期間定時灑水降低

揚塵，民生及施工廢棄物集中處

理，臨時堆置土方以防塵網覆蓋 

納入 
□無法納

入 

 

施工管理 

設計與施工方式變更，

有機會牽涉到新的生態

課題。 

〔其他〕若設計與施工方式變

更，應於變更前通知生態團隊，

以提供相應的環境友善建議與

評估。 

納入 
□無法納

入 

 

2.10 資訊公開 

鑒於目前並無統一之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平台，本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資料已

發布於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路徑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彙

整此工程之生態檢核計畫資料，如圖 109 所示，民眾可於該平台進行生態檢核

資料瀏覽及下載。案件相關會議已事先徵詢多數公民團體，以達生態檢核公民

參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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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9 過湖排水及外五間寮排水增設閘門式抽水機工程資訊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