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建立公私協力網絡—水環境工作坊 

 
一、 前言 

本計畫將進行新竹左岸之文獻蒐集與環境生態調查，用於擬定活化新

竹左岸頭前溪由河川生命力之對策，透過「公私協力」、「環境教育網絡建

構」，強化在地社群的生態意識與保育能量。藉由「教育推廣」以及親民

便利的資料庫建置，提升民眾對於環境保護的公民意識與意願，強化水環

境改善公共建設的效益，並銜接國土綠網計畫生態廊道以及公民參與等核

心概念，以提升區域親水環境的生態復育效益。 

 

二、 企劃目的 

透過水環境工作坊的辦理，與在地居民、NGO、各環保團體、關心環境

生態議題人士等互動，向其說明整體計畫的方向、展望及執行方式，建立

雙向溝通的平台。此外，也透過不同頭前溪環境課題的探討，讓 貴局能

藉由工作坊，了解在地民眾對於頭前溪整治的看法，綜合民眾對於生態、

水環境等議題的關注及回應，整理至報告書內，作為未來長期發展願景的

參考。 

 

三、 邀請對象 

新竹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 第二河川局 

新竹林區管理處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協會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新竹市濱海低碳環境教育中心 客雅水資源環境教育中心 

竹塹社區大學 新竹市體育會慢壘協會 

見域工作室 風起 UprisiAngs 

新竹舊城都市再生基地 風動竹塹特色文化協會 

典翰城鄉工作室 舊港文史教育工作室 

台灣蝙蝠學會 南寮社區發展協會 

康樂社區發展協會 台灣河溪網 

基地周邊水環境巡守隊 我們要喝乾淨水行動聯盟 

新竹市里巴哈克協會 新竹市體育會木球協會 

新竹市滑板協會 新竹市活力棒球協會 

舊港社區發展協會 金雅社區發展協會 

舊社社區發展協會 金竹社區發展協會 

千甲社區發展協會 大煙囪下的家 

水源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市東區水源國民小學 

古賢社區發展協會 前溪社區發展協會 

國立清華大學(環教中心)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虎林國中 新竹市北區南寮國民小學 

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 新竹市北區舊社國民小學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東門國民小學 

新竹市立新竹國小 新竹市立東園國民小學 

私立光復高中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建功國小 新竹市立龍山國小 

新竹市關埔國小 實驗中學 

 

四、 執行方式 

本計畫共規劃執行七場工作坊，分為三種類型：(1)NGO 意見交流工作

坊 (2)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 (3)教育訓練工作坊，針對不同客群對象，制

定主題式講座內容，並建立交流與溝通的管道。 

 

預期排程： 

8/6(四) NGO 意見交流工作坊(一) 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8/27(四) 教育訓練工作坊(一) 新竹市環保局 2F 階梯教室 

8/30(日) NGO 意見交流工作坊(二)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9/6(日) 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一) 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9/21(一) 教育訓練工作坊(二) 新竹市環保局 2F 階梯教室 

9/25(五) 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二) 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10/15(四) 教育訓練工作坊(三) 新竹市環保局 2F 階梯教室 

 

(1) NGO 意見交流工作坊(一)  時間：8/6(四) 13:30-16:30 

首場針對在地居民及 NGO 團體舉辦的工作坊，將由計畫團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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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工作坊已結束 

 

(2) 教育訓練工作坊(一)   時間：8/27(四) 13:30-16:30 

針對新竹市政府內部相關成員，包含環境保護局、產業發展處生

態保育科、工務處下水道科等承辦人員與志工團隊，透過工作坊讓市

府成員了解此計畫之概念，並展示計畫團隊於頭前溪左岸調研之生態

資料，推廣頭前溪多元的生態發展性，並提早讓相關人員瞭解本計畫

將對基地範圍內的環境治理所提供之助益。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13:30-13:50 報到 

13:50-14:00 開場+致詞 

14:00-14:30 「看見左岸」：計畫介紹與初步調查成果公開 

14:30-15:10 「新竹左岸補綠網」：前瞻水環境藍圖如何對接國土綠網 

15:10-15:25 中場休息 

15:25-16:10 圓桌論壇：新竹左岸水環境營造的跨域對話 

16:10-16:30 結束大合照 

 

(3) NGO 意見交流工作坊(二)  時間：8/30(日) 09:00-12:00 

本場次工作坊著重在「居民與河川之間的關係」，邀請關注河川

生命力回復的團隊參與。議題將結合荒野新竹分會長期投入的淨灘—

棲地守護行動，串聯荒野台中分會致力於筏子溪淨溪的行動成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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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次工作坊將的

討論，將連動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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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方式： 

 此場工作坊預計邀請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副會長—謝國發，前

來分享近期於筏子溪耕耘的行動與回饋，並與同樣為了水環境流域不

斷付出、致力於淨灘行動的新竹分會進行交流，以「頭前溪環境維護」

及「認識頭前溪的生態」為兩大宗旨，活動環節共分為以下三個主軸： 

 

 「不只『撿』不停，更要不停『減』」：愛護筏子溪淨溪行動 

筏子溪屬旱溪流域，為少數流經過都市仍富藏生命的溪流，即使

蘊含著豐富生態，仍然被垃圾汙染問題所困擾。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

會近年致力於筏子溪撿拾垃圾，隔週與溪流對話，堅持不懈的努力也

感動更多關心筏子溪環境生態的民眾、企業、學校共同參與，2019 年

6-11 月已超過 700 人次的參與，撿拾超過 1500 公斤的溪流廢棄物。

誠摯邀請到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副會長—謝國發來與我們分享、見

證筏子溪與居民間的情感，如何透過淨溪的過程逐漸變得密切。 

 

 「聽‧海哭的聲音」：淨灘棲地守護行動 

荒野保護協會自 2009 年起響應國際淨灘行動，結合環境教育來引

導民眾及相關組織，陸續加入關心海洋的行列。誠摯邀請荒野保護協

會新竹分會前來分享如何邁向「不只『撿』不停、更要不停『減』」的



里程碑，除了透過淨灘來維護環境，更要從源頭開始解決問題，用節

能減碳的方式來愛護海洋。 

 

 「如何守護頭前溪」：交流分享對談 

由台灣生態學會 王豫煌理事長及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謝傳

鎧研究員來說明，目前調研頭前溪所發現的現況問題與危機，並邀請

荒野保護協會 劉月梅理事長來主持對談會，借鑑荒野保護協會串聯公

民力量的行動，來與新竹當地關心頭前溪的 NGO 團體，交流如何串聯

各自的能量，連成新竹水環境維護的網絡，抬升公民參語意識。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主講 

08:40-09:00 報到 - 

09:00-09:10 開場+致詞 
台灣生態學會 

王豫博 理事長 

09:10-09:40 
「不只『撿』不停，更要不停『減』」： 

愛護筏子溪淨溪行動 

台中荒野保護協會 

謝國發 分會長 

09:40-09:50 議題討論 
台中荒野保護協會 

謝國發 分會長 

09:50-10:20 
「聽‧海哭的聲音」： 

淨灘棲地守護行動 
新竹荒野保護協會 

10:20-10:30 議題討論 新竹荒野保護協會 

10:30-10:50 中場休息 - 

10:50-11:10 頭前溪的現況問題與危機 

台灣生態學會 

王豫博 理事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 

謝傳鎧 研究員 

11:10-11:50 「如何守護頭前溪」：交流分享 
荒野保護協會 

劉月梅 理事長 

11:50-12:00 結尾+大合照 - 

 

(4) 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一)  時間：9/6(日) 09:00-12:00 

本場次工作坊針對一般大眾與自然愛好者，預計透過竹塹社大、

新竹荒野、大煙囪下的家等節點宣傳招募參與者。將由計畫團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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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訊科

技的應用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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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主講 

08:40-09:00 報到 - 

09:00-09:10 開場+致詞 
觀察家生態顧問 

謝傳鎧 研究員 

09:10-10:00 「深溝釣魚大賽」經驗分享 
農田裡的科學 

林芳儀 博士 

10:00-10:15 中場休息 - 

10:15-11:00 
「用手機探索頭前溪」：iNaturalist

操作教學 

台灣生態學會 

王豫博 理事長 

11:00-11:10 分組+中場休息 - 

11:10-12:00 現地實作 各隊指導員 

12:00- 賦歸 - 

 

 

(5) 教育訓練工作坊(二)   時間：9/21(一) 13:30-16:30 

針對新竹市政府內部相關成員，包含環境保護局、產業發展處生

態保育科、工務處下水道科等承辦人員與志工團隊，說明計畫內各工

作項目的階段執行成果，內容將包含「新竹左岸棲地復育願景與實務」

與「新竹左岸文史資源盤點」，由本計畫團隊主持人王豫煌博士與東

海大學歷史系王政文副教授前來分享頭前溪的生態、歷史人文成果，

並建議未來既有營造成果的維護管理方向。 

 

(6) 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二)  時間：9/25(五) 18:30-21:30 

以「如何提升人工溼地水質改善效益」及「新竹左岸棲地復育願

景」為主題，預計邀請清華大學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的楊樹森老師

搭配本計畫團隊講師，向地方人士與民眾介紹基礎在地生態知識，針

對民眾對於日常用水的需求及對生態的記憶，一同探討目前頭前溪尚

未有太多關注或處理的環境議題，讓工作坊的成果成為日後主辦單位

規劃與行動的基礎。 

 

(7) 教育訓練工作坊(三)   時間：10/15(四) 13:30-16:30 

針對新竹市政府內部相關成員，包含環境保護局、產業發展處生

態保育科、工務處下水道科等承辦人員與志工團隊，並擴大邀請新竹

縣政府治理頭前溪右岸之團隊，由本計畫團隊彙整說明計畫各工作項

目（包括生態情報地圖、生態情報資料庫建置、導覽計畫方案、與國

土綠網銜接目標等）之執行成果，提供市府團隊參考、理解，並擴大

本計畫之執行與溝通成效。 

 

五、 預期效益 



為計畫結束後頭前溪的永續發展，在工作坊期間，計畫團隊積極串聯

周邊居民、NGO、各關心環境議題的環保團體及人士，以合作辦理工作坊

之方式進行，讓在地更多團體可藉由此計畫而認識、交流及協力合作，並

與市府面對面溝通從不同角度看出去的現況，建立良好的溝通平台，讓關

心頭前溪的環保團體及人士在了解計畫後，更能認同及支持日後市府於頭

前溪的改善行動，也讓各單位不再只是獨自努力，而是以更團結且能發揮

能量之方式來行動，成為日後關心頭前溪且願意投入付出的一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