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 

 

 

 

 

工作計畫書 
 

(修正 2.1 版) 
 

 

 

 

 

 

 

 

 

 

申請執行機關：新竹市政府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 2 - 

  



- 3 - 

 

 

目   錄 
 

 

一、 計畫位置及範圍…………………………………………………………………………………...………..…7 

二、 現況環境概述………………………………………………………………………………...…………….…..21 

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31 

四、 提報案件內容………………………………………………….……………………...………………………..38 

五、 計畫經費…………………………….……………………..……………………………...............……………66 

六、 計畫期程………………………………………………………..………………………………………..………70 

七、 計畫可行性…………………………………………………………………...…………..……………………..70 

八、 預期成果及效益………………………………………………………………….....…………………………71 

九、 營運管理計畫…………………………………………………..………………………………...…………….72 

十、 得獎經歷……………………………………………………..…………………………..…………….………...76 

  



- 4 - 

 

 

圖目錄 
 

 

圖 1 新竹市水岸景觀系統框架圖.………………………………………………………………………………7 

圖 2 新竹市水岸景觀內外環系統框架圖 .......................................................................... ……….….8 

圖 3 新竹市微笑水岸框架圖 ............................................................................................... …………..8 

圖 4 新竹左岸全區水環境示意圖 ....................................................................................... ….………18 

圖 5 新竹左岸「主題園區」與「綠基活動草原」配置圖 ............................................ ….………19 

圖 6 基地與鄰近交通要道相對位置圖 .............................................................................. ….………19 

圖 7 新竹市經建版地形圖 比例 1/2500 ......................................................................... ….………20 

圖 8 新竹市頭前溪高灘地範圍圖 ........................................................................................ ….………21 

圖 9 計畫範圍河川漫溢頻率及高灘地寬度整理圖 ........................................................ ….………23 

圖 10 土地使用現況與都市計畫分區對照圖 ................................................................... ….………24 

圖 11 計畫範圍土地公、私有地調查圖 ........................................................................... ….………27 

圖 12 整體計畫範圍圖 ........................................................................................................... ….………40 

圖 13 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第一二批次圖 ......................................................... .…………41 

圖 14 新竹左岸頭前溪頭後坡改善工程模擬圖................................................................ ….………42 

圖 15 高灘地水環境綠化改善工程-第一期模擬圖 ......................................................... ….………44 

 

  



- 5 - 

 

 

表目錄 
 

表 1 洪水位與高灘地高程比較成果表 ............................................................................. ….…….22 

表 2 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第一二批次內容表 ................................................. ….…….41 

 

                                 

附錄目錄 
附錄 1 計畫評分表 ................................................................................................................ ..….…..79 

附錄 2 自主查核表 ................................................................................................................ ..….…..83 

附錄 3 生態檢核自評表 ....................................................................................................... ..….…..85 

附錄 4 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說明會會議紀錄  .............................................. ..….…..91 

附錄 5 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現勘及審查會議紀錄及意見回復………..….….95 

附錄 6 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 

表 ................................................................................................................................... ..….…..99 

附錄 7 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提案─生態環境工作坊會議紀錄…………..…......115 

附錄 8 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提案-生態環境工作坊會議審查意見及回復....123 

附錄 9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北二區工作坊審查意見及回復………..…………………....127 

附錄 10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次提報案件審查會議意見及回復..………………..133 



- 6 - 

  



- 7 - 

一. 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 水岸景觀景觀系統框架 

1. 建立環市水環境架構 

新竹市是一個被水環繞的城市，擁有河川、漁港、海岸、水圳，以環市水環境的

架構為基礎，發展為開放式的水環境架構，並作為城市治理的重要戰略，同時也

梳理了二軸一區的系統框架，包含頭前溪河川生態景觀軸、新竹漁港形象景觀區、

17 公里海岸生態景觀軸，水環境計畫即以此框架發展，創造一座最宜居的生態城

市。 

          圖 1 新竹市水岸景觀系統框架圖 

2. 從水環境到微笑水岸 

前瞻水環境計畫第一、二批次計畫，包含(一)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造計畫、(二)新

竹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計畫、(三)17公里海岸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共12項計畫，

而此架構下，其它水岸相關共 20 項計畫也同時進行中，此 32 項計畫串連成 V 字

型的微笑水岸。新竹市將這些微笑水岸計畫進行整合，強化各計畫間的聯繫，給

予適當定位，對後續相關資源的配套及發展更有效益，讓微笑水岸計畫更為完整

豐富，成為新竹市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並且，新竹市內有步行城市的城鎮

之心計畫，外有微笑水岸的水環境計畫，建立內外環的體系，雙環交織體系確立

了城市的宜居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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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竹市水岸景觀內外環系統框架圖 

圖 3 新竹市微笑水岸框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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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笑水岸概念與策略 

依據每一區域的特性與願景之方向，建立發展概念：(一)新竹左岸：還地於河；(二)

漁人碼頭：海陸梳理；(三)17 公里海岸：迂迴讓道。雖分屬不同水岸性質，主要

方向都以保留並重整水域本身的自然生態為主，梳理水域及周邊環境，使人可以

親近參與，縫合與環境的斷裂，皆以實現微笑水岸「還地、讓道、克己、共享」

為願景。並且，建立發展微笑水岸的 5 項策略：(1)恢復河海荒野的環境、(2)打造

水域多樣自然的地景、(3)導引人為活動空間的介入、(4)建立環境熱點溝通平台、

(5)生態為基底的規劃方法。以此為基礎，整合第一二批次提案並建立未來提案之

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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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軸線與組團 

微笑水岸計畫中，依照生態與活動的區位性特質，分為兩軸九組團，賦予不同發

展定位。兩軸為(1)頭前溪；(2)17 公里海岸線，五組團為(1)柯子湖-濕地生態；(2)

頭前溪-運動生活；(3)溪埔子-濱水田園；(4)舊港島-溪海景觀；(5)漁人碼頭-港區

旅遊；(6)港南運河-生態遊憩；(7)客雅溪出海口-灘地觀鳥；(8)香山濕地-生態體

驗；(9)海山漁港/南港賞鳥區：生態觀察。 
 

 

 

 

1. 二主軸 

(1) 主軸-1：頭前溪 

頭前溪左岸的最主要原則為「克己」、「還地」、「修補」，集中人為活動至目前

規劃為運動公園的運動公園周邊，將河岸空間留還給溪河，完善現有出入口、

自行車道、連接通道等，少量的介入修補，讓自然與生態可以更恣意地悠游

其中為原則，已完成柯子湖及溪埔子兩處人工濕地。其中關於頭前溪的植栽

計畫，希望藉由重新檢討種植規定，讓高灘地也有種植喬木的可能，河岸自

然環境可以更豐富多元。另外，藉由檢視原規劃分區，為左岸規劃了使用分

區，可作為空間利用與定位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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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軸-2：17 公里海岸 

17 公里海岸線的最主要原則為「保護」、「生態」、「打開」。北自漁人碼頭，南

至 17 公里自行車道終點，整體規劃以保護現有環境為優先，並進行沿線豐富

生態資源統整，包括防風林、埤塘、國家級香山濕地、蚵田、蟹田等，目前

已有金城湖賞鳥區、賞蟹步道、南港賞鳥區生態相關據點。未來規畫進一步

加強自行車道與周邊社區的連結性，將自行車道打開串連，並增植植栽讓自

行車道擁有更景觀與性質各異的區域塑造在地特色，呼應沿線眾多計畫，無

論生態遊憩或教育價值上，都能有更深層發揮，讓周邊資源獲得最佳利用。 

2. 九組團 

(1) 組團-1：柯子湖-濕地生態 

位於運動公園東側的柯子湖人工濕地已設置完成，共 8 公頃，可處理頭前溪

上游汙水量共 8000CMD，目前已擁有豐富生態系統，和溪埔子濕地為頭前溪

左岸兩個重要的人工濕地。藉由重建河岸水域生態，使水體保有多樣生態環

境，賦予濱水廊道獨特景觀，轉化汙染物為養份，並復育珍稀原生植物，種

植挺水及浮水等水生植物，吸引鳥類及昆蟲等，在不影響棲地原則下，可近

距離觀察留鳥及候鳥生態場域，並設有鳥類介紹，未來柯子湖組團計畫規劃

濕地獨特植栽，加強環教機制與空間，使此處兼具環境保護與教育推廣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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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團-2：頭前溪-運動公園 

此組團將頭前溪最大量的人為活動集中在頭前溪橋周邊，主題為 

「運動公園」，水環境計畫第一批次重整原本既有棒球場、狗狗公園等，新增

壘球場、滑板公園，並整體規劃動線、運動廊道、停車空間與草園、廣場等，

皆已完工。維持人為干擾集中的規劃方式，讓整體活動場域更完整，成為頭

前溪左岸最完善的運動場域。 

(3) 組團-3：溪埔子-濱水田園 

溪埔子人工濕地位於頭前溪橋東側，共 12 公頃，每日可處理水量

16,000CMD，現已形成豐富生態，和柯子湖濕地為頭前溪左岸兩個重要的人

工濕地，但面積更大。位於舊港高灘地與溪洲大橋之間，現況植栽豐富，緊

鄰規劃之草原一側，周圍散落田地圍繞，主題為「濱水田園」，未來計畫以既

有多元植栽為基底，創造溪埔子濕地獨具的景觀特色，使自行車道在漁人碼

頭到運動公園之間，沿線營造多樣化而具韻律的景觀。 

(4) 組團-4：舊港島-溪海景觀  

舊港島是連接新竹縣市的樞紐，以溪海景觀為主題，利用位於頭前溪出海口

的位置特性，營造多元生態景觀的前提下，整體性規劃全島空間使用區畫。

在此架構下，同步考量景觀、防洪設施，與交通節點、休憩停留點、生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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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景點，期許舊港島以豐富的水岸環境空間，建構河中之島的獨特環狀系統，

並能向外拓展接續至新竹縣市各大景點。 

(5) 組團-5：漁人碼頭-港區旅遊 

漁人碼頭以「港區旅遊」為主題，塑造漁港活動與海岸風情的場域，水環境

計畫第一二批次與其它周邊計畫支持下，漁人碼頭已成為新竹市的一大亮

點，改善漁港區域的漁業設施外，也是人們觀光遊憩重要景點。漁人碼頭的

樞紐位置可向東串連至新竹左岸，向南串連至 17 公里海岸，是人潮交會聚集

之處，未來將完善漁港旅遊的服務設施，並改善漂砂掏淤問題，並讓二軸之

生態得以串連，塑造帶狀延伸防風林。 

(6) 組團-6：港南運河/金城湖-生態遊憩 

港南運河與金城湖區域以「生態遊憩」為主要概念，漁人碼頭人為活動往南

於此處逐漸減弱並轉型成生態教育的走向。此區的議題包括：海堤保護、運

河與金城湖間的銜接、運河與漁人碼頭間的銜接、和港北社區埤塘間的連接，

以及港北溝排水問題，規劃設計與施工時皆須列入考量。港南運河距離海岸

近，筆直美麗，水面平靜，周邊有大小適中的腹地及植栽，有潛力進行生態

遊憩的規劃，帶入人潮，讓這幽靜之處可以更廣為人知，並成為連接漁人碼

頭旅遊，及金城湖和香山濕地賞鳥賞蟹的生態教育場域之間重要的節點，營

造一個充滿生機盎然的園區，也是騎乘 17 公里自行車道時必要的休息服務據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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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組團-7：客雅溪口出海口-灘地觀鳥 

客雅溪出海口是香山濕地的北端，豐富生態起始點，營養的泥灘地是各種蟹

類的大本營，退潮時群聚的畫面十分壯觀，同時鳥類也會因此聚集，是一處

非常珍貴的環境教育場域。然而近年人工種植的紅樹林擴散迅速，也延伸到

客雅溪口，甚至往河道上游蔓延，影響了水流與泥灘棲地的生態，使泥灘硬

化，物種減少。在與生態專家學者訪談與辦理工作坊後，更了解此區的潛力，

因此環境的整理刻不容緩，紅樹林的疏伐與金城湖的清淤，並且藉由自行車

道的串聯、觀察節點的設置，讓這一小段路程即可同時觀察金城湖與客雅溪

口不同的鳥類與蟹類生態，成為豐富資源的賞鳥賞蟹園區。 

(8) 組團-8：香山濕地/朝山社區-生態體驗 

香山濕地為珍貴之國家級濕地，面積廣大、物種豐富，這個組團區域占含最

大面積的濕地空間，有各種不同體驗的方式，主要概念訂定為「生態體驗」，

議題包含：鐵牛車遊蚵田、17 公里觀景台、與社區串連。原美山安檢所已規

劃為遊客服務據點，可在周邊步道賞蟹、賞鳥，具備環境教育功能，連繫原

本就是蚵農的美山社區，共同規劃坐鐵牛車賞蚵田的教育活動，而 17 公里自

行車道從此區往南將進入較封閉狀態，朝山社區公園計畫ㄧ案主要內容為改

善古蹟天后宮周邊空間，未來可加強連結，交流雙邊空間與遊客，讓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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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為 17 公里海岸線的一個亮點。 

(9) 組團-9：海山漁港/南港賞鳥區-生態觀察 

海山漁港與南港賞鳥區塊是 17 公里海岸線的最南側，氛圍逐漸靜謐，擁有紅

樹林、蟹田、埤塘、沙丘等豐富地貌與生態，是能靜靜觀察沿岸景物改變的

區域，主要概念為「生態觀察」。海山漁港位於海水川溪出海口，鹽水川溪由

東邊山脈向下流入海山漁港，漁港左右兩側則有相當豐富的濕地景觀與資

源，香山濕地不僅漲退潮帶來的景觀差異，更提供了蟹類與蛤蜊良好的覓食

環境，而海山漁港的定置漁場也是在地傳統觀光資源之一，同時對環境保護

有正向影響。鹽港溪口的河岸邊為豐富蟹類棲地，待指認保護，而南港賞鳥

區的埤塘聚集鳥類豐富，已設立南港賞鳥區，整理基礎服務設施與環境，以

保存自然現況為原則，將人的活動量減到最少，17 公里自行車道終點休憩站

的工程也正在進行中。未來規劃海山漁港進行整體整理，規劃蟹田的觀察步

道，一路延伸至南港賞鳥區，讓此組團的漁港功能與生態觀察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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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竹左岸發展方向 

依此 2 軸 9 組團架構，新竹市頭前溪左岸整體為一軸，組團包括(1)柯子湖-濕地生

態；(2)頭前溪-運動生活；(3)溪埔子-濱水田園。新竹左岸的發展保持在「克己」、

「還地」、「修補」的原則之下，將人為的運動活動集中，依現地特色設置帶狀草

原，由兩處濕地豐富植栽形成特殊景觀與生態的節點，讓濱水沿岸隨自行車道延

展構成具韻律的綠廊道。水環境計畫第一二批次已鋪設了基礎，第三批次提案將

繼續發展並完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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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竹左岸計畫位置與範圍 

基地位置位於經國大橋、竹港大橋榮濱路與台 68 快速道路所挟之頭前溪高灘地區

域，可連結本市既設六處空氣品質淨化區(千甲段空氣品質淨化區將於 107 年 1 月

啟用)及新竹 17 公里海岸風景區北端，與新竹市政府最短距離約 1.95 公里，與新

竹市環境保護局最短距離約 2.05 公里。主要聯外道路為公道五路、中華路、及東

大路，鄰近交通要道有經國大橋、頭前溪橋、舊社大橋、舊港大橋、竹港大橋、

68 快速道路、西濱公路等，可謂交通便利且能串聯起本市重要觀光及風景區。基

地與鄰近交通要道、風景區、空品區及觀光景點相對位置如圖 1-3 所示。 

         圖 4 新竹左岸全區水環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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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新竹左岸「主題園區」與「綠基活動草原」配置圖 

 

圖 6 基地與鄰近交通要道相對位置圖 

申請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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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新竹市經建版地形圖 比例 1/2500

申請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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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 整體計畫基地環境現況 

1. 水域區位 

頭前溪流域位於本省西北部之新竹縣、市境內，北鄰鳳山溪流域，東接大漢溪流

域，南界大安溪流域，西有客雅溪流域及中港溪流域。上游主要支流上坪溪發源

於雪山山脈之鹿場大山(標高 2,616 公尺)，經五峰鄉、橫山鄉，在竹東鎮上游與發

源於李棟山(標高 1,913 公尺)之油羅溪合流，以下始稱頭前溪；向西流經竹東鎮、

芎林鄉、竹北市、新竹市，於南寮附近注入台灣海峽。頭前溪流域面積 565.94 平

方公里，兩支流匯合後本流長約 24 公里，本流河床平均坡降約 1/190，上坪溪流

域面積 252.87 平方公里，流長約 44 公里，平均坡度約 1/49；油羅溪流域面積

177.80 平方公里，流長約 26 公里，平均坡度約 1/47。 

新竹市轄內頭前溪自竹港大橋往上游至經國大橋之南側水岸，以堤外公有之高灘

地為主，全段河道長約 17 公里，沿河堤長約 9 公里，面積約 190 公頃。本計畫

範圍依標書指定，為柯子湖溼地至溪埔子濕地間之間範圍，全長約 10 公里，由上

由而下經過經國大橋、中山高速公路、頭前溪橋及溪州橋等四座新竹市主要聯外

橋梁。 

 

           圖 8 新竹市頭前溪高灘地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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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理調查分析-洪水漫溢高灘地可能性分析  

本計畫範圍為柯子湖溼地至溪埔子濕地間之間，依「頭前溪河川環境營造計畫規

劃報告」內容，為斷面 10 至經國大橋斷面 22.1 河段範圍，為了解本計畫範為內

各斷面洪水漫溢高灘地之可能性，採用民國 94 年「頭前溪河川環境營造計畫規劃

報告」之各重現期距計畫洪水位，並與民國 98 年斷面測量資料中各斷面高灘地之

高程進行比較，比較成果如表 3-1 示，本計畫範圍內頭前溪各大斷面位置分佈則

如附件四所示。 

表 1 洪水位與高灘地高程比較成果表 

斷面編號 
累距 

(公尺) 

各重現期洪水位(m) 灘地高程

(公尺) 

灘地寬度(公

尺) 

灘地不溢

淹重現期 Q100 Q50 Q20 Q10 Q5 Q2 

10 4,597 9.73 8.90 7.90 7.20 6.44 5.22 8.38 59 Q20 

11 5,020 10.47 9.86 9.05 8.44 7.76 6.67 9.81 57 Q20 

12 5,565 11.62 10.90 10.03 9.37 8.63 7.45 10.71 39 Q20 

13 6,022 13.11 12.49 11.51 10.70 9.78 8.31 10.85 36 Q10 

13.1 溪洲大橋下游 6,380 14.09 12.60 11.29 10.36 9.49 8.35 13.05 84 Q50 

13.2 溪洲大橋上游 6,400 15.38 13.82 12.78 11.79 10.74 9.20 12.88 86 Q20 

14 6,545 16.23 15.19 13.95 12.90 11.72 9.96 14.56 69 Q20 

15 7,060 16.87 15.81 14.46 13.37 12.18 10.36 13.43 158 Q10 

16 7,537 17.70 16.66 15.30 14.24 13.12 11.49 13.66 183 Q5 

17.1 頭前溪橋下游 8,257 18.58 17.89 16.85 16.11 15.46 14.56 16.89 191 Q20 

17.2 頭前溪橋上游 8,300 19.65 19.03 18.17 17.42 16.59 15.41 17.02 266 Q5 

17.3 8,385 20.90 20.40 18.97 18.39 17.91 17.02 20.48 257 Q50 

17.4 縱貫鐵路橋下游 8,510 22.34 21.78 21.24 20.11 19.24 18.11 19.25 265 Q5 

17.5 縱貫鐵路橋上游 8,520 22.59 22.01 21.43 20.33 19.45 18.29 20.35 262 Q10 

18 8,966 23.40 22.79 22.06 21.23 20.42 19.17 21.84 270 Q10 

19 9,600 24.78 24.18 23.41 22.79 22.00 20.60 22.69 383 Q5 

19.1 9,997 26.67 26.20 25.46 24.76 23.94 22.65 24.28 160 Q5 

19.2 10,002 26.90 26.46 25.94 25.51 24.99 24.28 25.36 160 Q5 

20 10,152 28.49 28.02 27.42 27.00 26.56 25.82 25.90 183 Q2 

20.1 中山高橋下游 10,172 28.04 27.59 28.03 27.56 27.01 26.09 26.84 150 Q2 

20.2 中山高橋上游 10,212 29.71 29.15 28.82 28.26 27.64 26.68 27.05 225 Q2 

21 10,534 30.89 30.36 29.71 29.19 28.59 27.69 29.70 220 Q20 

22.1 經國大橋下游 11,095 32.10 32.71 32.08 31.54 30.88 29.68 30.00 220 Q2 

22.2 經國大橋上游 11,115 33.59 33.32 32.46 31.79 31.11 29.89 30.00 220 Q2 

由上表可知而斷面 10 至斷面 15 間河段，發生 10~20 年重現期距以上洪水量時，

洪水才會漫溢至高灘地，屬灘地高程相對較高之河段；斷面 15 至斷面 19.2 間河

段，當發生 5~10 年重現期距洪水量時，洪水才會漫溢至高灘地；而斷面 19.2 以

上河段，依區域發生 5~20 年重現期距以上洪水量時，洪水即漫溢高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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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灘地適宜營造空間評估分析  

前節已就洪水漫溢高灘地可能性進行分析說明，另以斷面 10 至斷面 15 間河段，

雖屬灘地高程相對較高之河段，但灘地寬度僅約介於 36~86 公尺間，且斷面

11~12 間已設置溪埔子生態濕地，環境營造空間相對較小；斷面 15 至斷面 19.2

間河段，大約發生 10~20 年重現期距洪水量時，洪水方有漫溢灘地之風險，又本

河段灘地寬度約介於 160~383 公尺間，灘地型態完整且較為寬廣，適宜作為環境

營造之空間；最後斷面 19.2 以上河段，雖灘地寬度約介於 150~225 公尺間，但

5 年重現期距以上洪水量即有漫溢高灘地風險，環境營造應配合相關高灘地漫溢控

管及相關為護管理配套，來在相對應之開發。相關頭前溪高灘地斷面請參考附件。 

 

 

 

 

  

 

 

 

 

圖 9 計畫範圍河川漫溢頻率及高灘地寬度整理圖 

 

 

 

4. 人文環境調查分析 

(1) 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本新竹市於 1723 年從竹塹城發跡，接著舊港地區繁榮，形成聚落，帶動現

今新竹漁港地區的發展。日治時期因戰爭建設的新竹機場，占用新竹平原廣

大的空間，限縮新竹市發展。50 年代隨著清大、交大學術重鎮設立，電機資

訊產業及實力興起，接著科學園區進駐。在廣大的就業市場造就竹北新市鎮

竄起…..。新竹都會區的 發展一直沒有與母親之河：頭前溪扯上太大的關係。

研讀本基地 位置，恰好位在都會區的核心地帶，並且橫貫東西兩側，由山線 

到海線，剛好串起新竹地區每一個歷史發展的重要區域。 



- 24 - 

圖 10 土地使用現況與都市計畫分區對照圖 

 

(2) 背景說明  

本基地範圍介於新竹市舊港大橋至經國大橋之間，為長條狀，略呈西北-東南

向，腹地非常廣大，高灘地 寬度最寬約 300 公尺。基地橫跨整個新竹市北緣，

鄰近的聚落及 產業發展狀況非常多元，有都市計畫地區、農業地區、工業用

地，周邊土地使用狀況非常多樣化，也使得本基地土地使用呈現截然 不同的

使用模式。 

基地土地使用大致分為農地、防風灌木林帶、荒野（雜木林、草 生地）、河

濱公園（球場、運動場、公園）、人工溼地、停車場、 道路、自行車道、人

行道及廣場、汽車駕訓班。本計畫將基地劃分為 6 個區段，由東往西利用經

國大橋、國道一號、頭前溪橋、溪州大橋及竹港大橋五個橋樑作為分界，針

對各區段環境及土地使用現況進行分析。 

A. 經國大橋至中山高速公路段 

 堤外高灘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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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為本計畫最上游段，橋間之高灘地為柯子湖濕地公園，目前供生態

滯洪與生態教育使用，本段往上游處連結千甲段空氣品質淨化區，具整

合生態復育及景觀休憩潛力。 

 堤內土地使用 

頭前溪南岸於該區段之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為非都市土地農業區，現有土

地使用以住宅、簡易農舍和農田為主，土地開發強度低，目前該地區已

劃入審議中之新竹市都市計畫(頭前溪沿岸地區)範圍內，依現行方案，

未來都市計畫如獲核定，該河段土地使用分區將以農業區與中低密度住

宅區為主。 

B. 中山高速公路至頭前溪橋段 

 堤外高灘地使用 

參考新竹市水環境計畫-微笑水岸內容，本河段分區為「競速極限地景」

區，為目前頭前溪左岸最主要的運動活動區域，除既有的休憩草坪、棒

球場、木球場、、狗狗公園等設施外，目前現地計畫與工程預計增設棒

球場、極限運動公園、野餐草原及 5 人制/7 人制足球活動草坪等運動空

間，並增設汽機車停車空間，吸引與方便民眾運動遊憩之用。 

 堤內土地使用 

本段現行土地使用分區及未來都市計畫發展同經國大橋至中山高速公

路段，而目前沿堤岸道路之建物多為低矮鐵皮屋，現有人為景觀較為凌

亂，另該區域土地屬新竹市東區水源里，該社區為隆恩圳源頭，清代開

始屬移民最早移入的幾個地區之一，歷史底蘊豐富，故有多處富含文化

潛力之歷史建物，並有水源國小等文教設施鄰近進出高灘地之入口。 

C. 頭前溪橋至溪州大橋段 

 堤外高灘地使用 

該河段堤外高灘地現況主要作為農作地區，較無公共休憩設施，並有一

塊區域做為汽車駕訓班場地。另外一方面，新竹市政府過去曾以該段部

分高灘地做為短期營運之公共市民農園場地。 

 堤內土地使用 

該河段堤內土地使用分區目前為非都市土地農業區，並同樣劃入審議中

之新竹市都市計畫(頭前溪沿岸地區)範圍內，未來將以農業區河低密度

住宅為主，而現況土地使用包括農業旱作、低樓層住宅、部分製造業廠

房與礦鹽採集廠，以及一處高爾夫球練習場，此外，由於省道台一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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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本段土地，為進出新竹市之主要聯外道路，故於台一線沿路亦有部份

商業服務設施，如雜貨零售、汽車修護廠等。 

D. 溪州大橋至舊港大橋段 

 堤外高灘地使用 

該段高灘地經政府整治開闢，目前主要為溪埔仔溼地公園使用，以發揮

防災滯洪功能為先，並於今年整合堤內公道五路空間，完成自行車引道

架設，優化民眾越堤品質，並增設橋下休憩空間、籃球場及兒童遊憩空

間，期化高灘地與鄰里聯結。 

 堤內土地使用 

該段堤內土地包含目前新竹市內臨頭前溪距離最近之都市計畫區，以住

宅社區為主要功能，靠烏瓦窯圳之土地現況劃分為非都市土地農業區，

但審議中之新竹市都市計畫(機場附近地區)已將該地區劃入，賦予商業

與中低密度住宅社區之定位，以因應新竹市市區擴張之人口定居需求。 

現況土地使用在現行都市計畫區內則以密集的低樓層住宅為主，多為二

至四層樓之 RC 建築，其中有舊社國小支應周邊教育需求，而在非都市

土地的部分則有部分為農業使用和住宅使用，然而，因應未來都市計畫

核定的預期準備，都市計畫道路已率先開闢而可見雛形，周邊亦有多處

空地閒置等待開發。 

(3) 公、私有地調查 

由下圖可知本計畫範圍內多數土地已徵收完畢，唯有頭前溪橋至溪州大橋區

間少部分仍為私有土地，及亦有向第二河川局登記辦理及民眾私自占用之土

地，目前大部分皆做為農田用地使用，依前期相關案件經驗，土地全面徵用

執行不易，其困難性與時間皆難已掌握，且市民反彈較大，建議該段應降低

設計強度，減少自行車道或其他設施之設置，如遇必要區段可與市民協調做

農用土地部份退縮，而非全面徵收，如此方可兼具全段自行車道連通之效益

及降低後續工程推動之執行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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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畫範圍土地公、私有地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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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環境現況  

1. 植物資源 

本地區共分成三大區域，分別是河岸堤防坡地、河岸運動公園草地、河岸天然植

被。河岸堤防坡地主要是由許多蛇籠以及卵石所組成，並未有明顯的分層，植物

以木本植物為主。 

河岸的運動公園以草地為主，高度多不超過50公分，受人為定期修剪而有所限制，

並有部分人為栽植之植物。 

頭前溪兩岸河床與河岸部分，以甜根子草佔絕大多數，在河岸溼地則有相當數量

的水柳、水竹葉等組成第一線河岸面貌。 

2. 動物資源 

(1) 魚類 

根據調查頭前溪主流的魚類共有 11 科 23 種，包括白鰻、鱸鰻、台灣纓口

鰍、台灣間爬岩鰍、短吻鐮柄魚、台灣石賓、即魚、革條副橘、羅漢魚、粗

首蠟、花鰍、泥鰍、鯰魚、脂鮠、烏魚、吳郭魚、棕塘鱧、明潭吻蝦虎、極

樂吻蝦虎、日本禿頭鯊、今叉舌 蝦虎、短吻紅班吻蝦虎，其中吳郭魚為外來

種，其他為原生種。台灣纓口鰍、台灣間爬岩鰍、短吻鐮柄魚、短吻紅班吻

蝦虎等 4 種為台灣特有種，而鱸鰻為保育類。另白鰻、鱸鰻、烏魚、棕塘鱧、

日本禿頭鯊等五種具洄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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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蝦蟹類  

根據調查頭前溪主流的蝦類共有 7 種，蟹類共有 2 種，包括日本沼蝦、台灣

沼蝦、粗糙沼蝦、大和沼蝦、南海沼蝦、多齒新米蝦、擬多齒米蝦；字紋弓

蟹、日本絨螯蟹。 

(3) 鳥類 

共記錄到 15 目 38 科 94 種。除了少數幾種為留鳥外，絕大多數都是過境或

前來台灣度冬的水鳥或候鳥。 

(4) 哺乳類 

頭前溪主流與支流四季調查結果共記錄到 5 目 6 科 13 種，本段多可見到為小

型囓齒目，食蟲目及兔形目動物。其中刺鼠、小黃腹鼠與田鼷鼠為台灣特有

種，台灣灰鼩鼱、小麝鼩與台灣野兔則屬於特有亞種。 

(5) 爬蟲類 

為頭前溪主流的爬蟲類主要匯集段，在靠近下游的竹港大橋、新庄里、溪洲

大橋、頭前溪橋以及上游的新中正大橋和竹林大橋均有發現，中游部分後則

幾乎無發現。 

(6) 昆蟲 

蝶類記錄了仍然多為在全島平地及低海拔地區可以見到的種類。 

 

 

 

 

 

 

 

 

 

甜根子草 鳳蝶 台灣野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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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質環境現況  

1. 水體水質監測最直接的效益不但在於提供水體品質相關資訊，並提供各界瞭解週

遭水體環境現況，也喚起社會大眾關心水環境保育的意識， 進而達到保障民眾親

水、用水安全之目的。多年來，新竹市在各項計畫性的水體水質監測作業方面，

已建立水質歷史變化趨勢，不但可評估污染整治成效，亦進而作為研擬水污染防

治策略時之重要參考依據等效益。 

2. 臺灣地區整體水質監測工作始於民國 65 年，自 90 年 9 月以後，辦理河川、海域、

水庫及地下水等水體例行性環境水質監測工作，並以委託計畫方式，自 91 年起分

別委託合格代檢測業辦理新竹市河川水質監測計畫，經費由環保署水保處於公共

建設編列並陳報行政院核定。 

3. 新竹市水質監測作業執行包括了河川、水庫、地下水、海域、海灘等採樣檢測工

作，而為使監測作業能正確並完整的呈現出水體現況，水體採集樣品之品保品管

作業就相當重要。 

4. 目前本署用於評估河川水質之綜合性指標為「河川污染指數, River Pollution 

Index」簡稱「RPI」。RPI 指數係以水中溶氧量 （DO）、生化需氧量（BOD5）、

懸浮固體（SS）、與氨氮(NH3-N）等四項水質參數之濃度值，來計算所得之指數

積分值，並 判定河川水質污染程度。RPI 之計算及比對基準如下表所示： 

 

水質/項目  未(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量(DO)mg/L DO≧6.5 6.5＞DO≧4.6 4.5≧DO≧2.0 DO＜2.0 

生化需氧量(BOD5)mg/L BOD5≦3.0 
3.0＜

BOD5≦4.9 
5.0≦BOD5≦15.0 BOD5＞15.0 

懸浮固體(SS) mg/L SS≦20.0 
20.0＜

SS≦49.9 
50.0≦SS≦100 SS＞100 

氨氮(NH3-N)mg/L NH3-N≦0.50 
0.50＜

NH3-N≦0.99 
1.00≦NH3-N≦3.00 NH3-N＞3.00 

點數 1 3 6 10 

污染指數積分值(S) S≦2.0 2.0＜S≦3.0 3.1≦S≦6.0 S＞6.0 

備註:本表依 102 年 5 月 30 日環署水字第 1020045468 號函「河川污染指數(RPI)基準值

及計算方式修正」研商會議結論，自 102 年起參考環檢所公告「檢測報告位數表示規定」，

調整計算 RPI 公式。 

5. 有關新竹市 107 年 1-12 月辦理新竹市頭前溪河川水質(原始數據)如下表所示，水

質採樣的地點主要包括隆恩堰下游 300 公尺處(位於頭前溪新竹市上游)、溪州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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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頭前溪新竹市中游)、舊港大橋(位於頭前溪新竹市上游)等。經比對河川汙染

指數結果，溶氧量(DO)mg/L 部分，除了在 2018 年 2、3 月份出現低溶氧(0.5~1.3)

情況外，其餘時間頭前溪水質一般皆屬於未受污染或輕度污染；另外生化需氧量

(BOD5)mg/L 部分，頭前溪水質一般屬於未受污染範圍；至於懸浮固體(SS) mg/L

部分，則主要皆分布在未受污染或輕度污染之間；另外氨氮(NH3-N)mg/L 部分，

也主要皆分布在未受污染或輕度污染之間。 

 

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作業概述 

1.說明府內審查會議建議事項： 

新竹市政府在計畫之初，即已要求各單位就預計規畫第三批內容進行了解，並就

現地情況、預計工程內容及所需經費等進行提報，並召開會議說明討論。此外新

竹市政府亦請各單位於工程執行階段須落實計畫面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問題，執

行前、中、後隨時檢討，依檢討結果辦理調整工項。避免大面積裸露或開挖，施

工中案件如有影響生態之疑慮，應先停止施工並補充調查監測評估，採取必要之

補償及回復措施，待改善後再行復工。 

2.規劃設計進度： 

目前本計畫已依據實際現況，工程預計內容及所需經費等進行了解和評估，並估

算提出所需經費。未來嗣中央核定補助後，將再進行規劃設計標案辦理後續發包

作業，並與規畫設計單位進行研擬，確認工程內容，及進行工程細部設計。 

3.用地取得情形： 

依據頭前溪地籍圖等各資料，本計畫已確認未來施作計畫基地之土地權屬，絕大

部分土地皆屬公有河川用地，在土地使用上皆無問題，在工程開工之前，將向經

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申請河川公地土地使用同意後，再行開工。至於極少部分

有關私有土地部分將進行避開。 

至於少部分遭民眾占耕之土地，將在確認工程範圍後，於工程開工前與農民協商，

撤除現耕作物，以免影響工程進行，亦避免產生相關爭議。 

4.生態檢核辦理情形及相應之環境友善策略： 

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秉生態保育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之

原則，以積極創造優質的環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已訂定生態檢核機制，並

請各縣市政府辦理工程各階段之檢核作業。新竹市政府已依各工程特性及需求，

填報各類工程生態檢核相關執行情形，並訪問各專家學者提供相關意見，以及納

入公民參與、資訊公開等機制等，以提供規畫設計單位之參考。未來，本計畫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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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計畫面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問題，執行前、中、後隨時檢討，依檢討結果，

辦理調整工項。 

5.召開地方說明會： 

新竹市政府已於 108 年 1 月 8 日上午 9 時 30 分於新竹市漁會簡報室召開「新竹

市政府全國水環境計畫」說明會，會中除了將市政府預計第三批次提案之各項計

畫、規劃方向等，向市民提出報告以外，也記錄民眾提出之各項意見，以作為市

政府後續之各項計畫執行之參考與方向。(如附錄 5) 

6.工作坊等公民參與情形 

新竹生態環境是工程執行上重要的一環，除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研究調查外，藉

由長 年關注新竹生態議題的多位研究者及專家，從不同視角切入，逐塊拼整新竹

的生態地圖，以概觀了解新竹生態。本計畫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辦理生態環境工

作坊，邀請擁有豐富專業知識並長期關注新竹生態議題的專家們就各專業領域與

水岸地區的生態環境進行講座。 

未來有關工作坊與公民參與，仍將持續依據計畫及工程執行情形，不定期召開會

議邀請公民參與或訪問相關專家學者提供意見，並配合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問題，

依實際檢討，進行工項之調整。 

(一)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說明生態檢核辦理情形，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1. 生態資源盤點、訪談與工作坊 

(1) 生態資料收集整合 

新竹擁有頭前溪、漁人碼頭與 17 公里海岸線，其中包括國家級香山濕地，

這些珍貴水岸資源，除了提供人們良好休憩地點，也是珍貴的動植物棲地。

因此水環境改善不只是空間硬體的更新整治，更希望在整體規劃的同時，優

先考量在地生態，讓環境成為主體，保有動植物棲地的最大完整性，建立每

項計畫的共同目標。 

因此，收集各項關於新竹生態的資料進行整理疊圖，了解各地區生態敏感物

種與範圍，作為基礎資料，以利檢視日後計畫的位置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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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態訪談 

長期關注生態議題的在地團體與專家的研究與觀察，是水環境計畫重要的資

源，107 年新竹市政府水環境輔導顧問團與長期關注新竹市生態之專家學者

進行面對面訪談，六位生態老師包括：新竹市環保局洪明仕副局長、荒野保

護協會劉月梅理事長及新竹分會海濱組張登凱組長、清華大學楊樹森教授、

新竹野鳥學會林惠華理事長及李雄略前理事長，共訪談七次，收集專業者意

見，了解新竹市生態環境以及相關計畫之關係，整理呈報市府，並彙整為生

態地圖，做為日後計畫之重要參考。 

 

(3) 河川環境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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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頭前溪河川與高灘地是新竹市重要資源，也與生態息息相關，期許新

竹市政府水環境計畫相關局處都能對其有更專業的認識與理解，後續方能以

更宏觀視野進行規畫。此講座辦理於 107 年 1 月 15 日，講者為 AECOM 工

程顧問公司副總裁梁文盛，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土木博士，講題為「順應

河性的河川復育」，說明河川物理特性、工程設施對河川型態之影響，與順應

河性的河川復育。 

(4) 生態環境工作坊 

整體理解新竹生態環境，是很重要的一環，除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研究調查

外，藉由長 年關注新竹生態議題的多位研究者及專家，從不同視角切入，逐

塊拼整新竹的生態地圖，以概觀了解新竹生態，並成為每位規畫者及執行者

的參考依據與準則。 

因此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辦理生態環境工作坊，邀請擁有豐富專業知識並長

期關注新竹生態議題的專家們就各專業領域與水岸地區的生態環境進行講

座，講者包括：荒野保護協會劉月梅理事長與新竹分會海濱組張登凱組長、

新竹鳥會李雄略教授、清華大學楊樹森教授，以及生態專業的環保局洪明仕

副局長，勾勒新竹生態演變的輪廓，揭示生態重要物種及議題，邀請市府內

部負責相關計畫局處，以及微笑水案各計畫之設計與工程人員，和專家學者

進行討論，建立宏觀及整合的新竹生態環境平台。 

工作坊當日討論熱烈，專家老師提出非常多關鍵性的議題與需關注的問題，

設計單位也就自身所面臨的狀況進行請教，也提供新竹市水環境日後提案的

方向。詳細會議紀錄附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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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態檢核 

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秉生態保育、公民參與

及資訊公開之原則，並列為施工查核項目，而經濟部、農委會等各工

程主管機關一年多來已陸續訂定相關作為並落實執行，以利本計畫之

推動，並兼顧工程品質與生態永續。  

生態檢核機制以工程生命週期分為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

與維謢管理等作業階段，各階段之生態檢核及保育作業，由具有生態

背景人員配合辦理，並協助將生態保育的概念融入工程方案，以供機

關參考辦理。 

本計畫全長約 10 公里，面積開闊，所含括相關生態議題較為豐富，固本計畫

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秉生態保育、積極創造優質的

環境，預計於規劃設計階段，導入具生態背景團隊參與，以協助蒐集調查生

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並依據前期評估之結果，針對

本工程設計內容，協助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本案預計

生態檢核評估經費為 10 萬元整。 

(二) 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說明召開工作說明會、公聽會、工作坊等公民參與情形，並檢

附 107 年 7 月以後之相關會議紀錄、照片等佐證資料) 

本計畫現為設計啟始階段，希望能屏除與民眾隔離的規劃盲點，實際了解各權力

關係人的需求，落實「公民參與」的理念，實地探訪地方居民意向，整合公民團

體意見（地方意見領袖、社區居民、文史工作組織、社區發展協會等各類公民團

體），納為規劃設計的重要參考依據。日後在設計規劃即施工等執行之各重要階段

時間點，分別舉辦地方說明會或專家座談會。目前已辦理的活動如下： 

1. 全國河川日活動 

第二河川局於 107 年 12 月 16 日竹北市水圳森林公園舉辦全國河川日活動，新竹

市政府受邀參與，展出微笑水岸計畫相關位置圖及影片，以合適親子同樂的微笑

水岸拼圖小遊戲，引導民眾了解新竹市水環境計畫，以及水岸周邊的生態與動植

物們，配合發放文宣及宣導品，達到教育宣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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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眾說明會-第三批次提案說明 

辦理於 108 年 1 月 8 日，邀請學者專家、公民團體及地方居民等共同參與，說明

本計畫之期程與階段性工作成果，將資訊公開透明化。 

 

 

(三) 其他作業辦理情形 (說明府內審查會議之建議事項、用地取得情形、相應之環境友

善策略、資訊公開方式及府內推動重視度(如督導考核辦理情形)等項目，並檢附相

關詳細資料(如審查會議、督導考核紀錄、照片等佐證資料)) 

1. 微笑水岸整合工作 

(1) 微笑水岸全計畫設計單位之初步整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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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7 年 4 月 16 日、19 日兩日，由新竹市府水環境負責局處、水環境輔導

顧問團與各計畫設計單位一一個別就設計內容進行討論，理解設計內容與概

念，以推動水環境計畫與其它水岸相關計畫的整合。前述之主軸與組團的定

位與發展方向，即是透過此理解溝通與後續檢討後，所延伸之策略。 

(2) 新竹縣市頭前溪整合工作坊 

頭前溪是台灣北部代表性河川，擁有廣闊的流域及灘地，又是乾淨水源的命

脈，新竹縣市依頭前溪緊密相連，各自在左右岸都規劃水環境改善項目，將

這些計畫以更宏觀視野整合，將使沿線景觀具整體連貫性，無論對在地水陸

域的生態、教育，或是服務市民縣民的使用上，都可以更完善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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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局重視此議題，召開新竹縣市整合工作坊，目前已舉辦四次，並與新竹縣水

環境總顧問、縣府承辦單位多次協調溝通，目前因新竹縣水環境計畫時程較晚，

顧問團先提出指標導覽系統的整合可能方案，與自行車道連結點供新竹縣府參考，

待縣府確定方案後再與市府設計團隊協調大新竹的標示方式與內容。 

 

 

 

 

 

 

 

 

 

 

 

 

四. 提報案件內容 

(一) 整體計畫概述(具體說明本次申請整體計畫之內容、動機、目的、擬達成願景目標) 

1. 計畫內容 

左岸生態豐富的兩個濕地與活力滿載的運動公園，由已修繕的自行車道路網串連

完成，此計畫更進一步，盤點頭前溪高灘地及其周邊地區自然環境條件、既有設

施與觀光遊憩資源等，在最少人為破壞、保有頭前溪原始景觀的原則下，營造特

色濕地植栽與自行車道沿線景觀，以各休憩與生態觀察節點穿插其間，讓整體騎

乘與漫步過程的綠色廊道擁有動態而充滿韻律的變化。並打開左岸與周邊社區的

隔閡，改善明視性不足的出入口，使頭前溪水岸的魅力與活力得以展現並與城市

共築，重新帶給人們嶄新的自然水岸生活。 

2. 動機 

過去缺乏整體規劃的頭前溪左岸，近年來透過分期工程，將零散的空間串連在一

起，透過前期各項出入口、停車設施及棒壘球場的改善，為提升前期點狀設施的

串聯，故擬定本期計畫並重於自行車道線狀沿線設施的改善及生態綠化加值的營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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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的 

期藉由本計畫分析新竹市頭前溪周邊既有設施與自然環境，進而釐定頭前溪高灘

地發展願景及定位，以長遠及宏觀的格局，逐步打造新竹市水岸空間，以提供市

民更為優質的生活環境。透過前瞻水環境計畫大改造，營造一個適合自行車騎士

與遊客之安全、便利、舒適及美觀的環境，提供民眾更為友善、安全及舒適之河

堤出入口，打造新竹市為水岸共融的城市，讓頭前溪左岸成為全國指標性之親水

親民親近的友善河堤環境。 

4. 願景目標 

透過本案將原不明確之自行車道系統連接，打造具主題性空間的河岸休閒遊憩之

空間，達到民眾親水、近水的效果。 

整合現有自行車動線，透過動線規劃改善現有車道通勤與自行車休憩衝突節點，

提昇自行車使用滿意度與便利性，並延伸連結新竹漁港景觀區與十七公里海岸生

態景觀軸，落實新竹整體水環境之景觀打造。 

休憩節點及設施規畫採生態、透水、永續、易維護原則，達成空間利用多元化、

生物棲地多樣性之永續減碳目標。 

(二) 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針對本次提案整體計畫之各分項案件分段敘述執行內

容、願景目標及包括相關環境生態友善之工法或措施說明) 

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案件明細表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案件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對應部會 

新竹左岸 

整體水環境

改善計畫 

1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 

景觀營造計畫 

A. 濕地特色景觀 

B. 濱水廊道植栽 

C. 休憩節點設置 

經濟部水

利署 

2 

新竹左岸出入口景觀 

改善計畫 

A. 出入口與道路改善 

B. 周邊景觀營造 

C. 出入口意象強化 

經濟部水

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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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整體計畫範圍圖 

 

 

 

 

 

 

 

 

 

 

 

 

 

 

 

 

古賢出入口 

柯子湖溪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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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說明各批次已核定分項案件辦理情形、執行進度

等，需檢附計畫關係區位及範圍圖) 

 

表 2 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第一二批次內容表 

圖 13 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第一二批次圖 

序 簡稱 批

次 

分項工程 內容 工程費

(千元) 

1 新竹頭前

溪左岸整

體水環境

改善計畫 

第

一

批

次 

1. 頭前溪堤後坡環境改善工

程 - 二期 

改善市區通往頭前溪高灘地的出入口環境，提供民眾安全、

便利、美觀的交通機制。 

內容：已於高灘地完成新建頭前溪出入口、溪州出入口、仰

德出入口及千甲出入口，提供民眾充分進入高灘地通道。 

56,000 

2. 頭前溪橋下簡易綠美化工

程 

改善頭前溪橋下景觀，營造綠美化生活空間、提升民眾休憩

品質。 

內容：已完成河濱運動公園內棒球場、滑板公園、運動廊道、

廣大草皮、停車空間，提供民眾優質生活空間。 

82,000 

3. 舊港高灘地景觀綠美化改

善工程 

位於頭前溪自行車道向竹東騎乘的起點地區，設置民眾堤上

休憩空間，供民眾欣賞水岸景觀及中途休息，且創造更多元

自行車道空間。 

內容：完成舊港草原佈設、以及人行鋪面、自行車道之鋪設。 

提供民眾良好遊憩環境。 

20,000 

第

二

批

次 

1. 高灘地水環境綠化改善工

程-第一期 

本計畫預計將原生喬木移植至堤防邊。結合既有自行車道，

營造一處兼具休閒遊憩功能及充滿綠意之場所。 

48,222 

2. 新竹左岸沿線景觀改善計

畫 

從新竹左岸至 17 公里，規劃自導式解說、標示導覽等服務

系統，建立新竹河海水岸形象識別系統，以達到優質水環境

休憩環境目標。 

4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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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竹左岸頭前溪頭後坡改善工程-二期 (施工中，預計 2019/1/13 完工) 

為改善市區通往頭前溪左岸高灘地之出入口環境，改善溪州、省道、仰德、千甲

四大出入口，大幅改善交通動線的重要聯通結點，提高河濱公園出入口引導性與

民眾到左岸遊玩的便利性。本計畫亦納入整地、綠化、停車空間，多面向工程改

善，提供民眾安全、便利、美觀的頭前溪左岸交通聯通機制。 

圖 14 新竹左岸頭前溪頭後坡改善工程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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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竹左岸頭前溪橋下簡易綠美化工程 (預計於 2019/3/20 完工) 

為支援市民優質的棒球運動場地，並串聯現有各式運動區，創造專屬及安全之運

動休憩交誼廊道與空間。共新闢棒球場面積逾 1 萬平方公尺，現有狗狗公園遷至

頭前溪橋下旁，原區域改設彈性活動草地。棒球場內除有內野紅土區，場外也配

合設置球員休息區、裁判休息棚暨紀錄台、觀眾看台區、2 座牛棚、台 68 線高架

下方的滑板公園等，讓球員、球迷都能盡情享受。為吸引且提升民眾運動遊憩意

願，本計畫亦設置汽、機車停車空間，提升運動公園易達性，強化民眾運動遊憩

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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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竹市左岸舊港高灘地景觀綠美化改善工程 (已於 2018/11/5 完工) 

新竹左岸最下游的舊港橋下，新增能沿途欣賞海岸、草原的彎曲自行道，往西連

接漁人碼頭與向南的 17 公里海岸線，往東可順著水岸自行車道，完整結合一條生

態與休閒的放鬆綠帶，工程將秉持生態優先、景觀型塑及好維管三大原則，將過

去雜草叢生、被外來種侵襲的區域重新盤整，打造成特色草原，讓整體景觀自然

形成一個永續發展的生態。 

 

4. 高灘地水環境綠化改善工程-第一期(已於 2018/12/27 工程決標) 

本計畫重新調配高灘地喬木及其他植栽種植序列，將原生喬木移植至堤防高灘地

側，提高現有自行車騎程舒適性。預計結合既有自行車道，營造一處間具休閒遊

憩功能及充滿綠意之場所。 

 

圖 15 高灘地水環境綠化改善工程-第一期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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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竹市左岸沿線景觀改善計畫 (已於 2018/12/27 工程決標) 

從新竹左岸至 17 公里，規劃自導式解說、標示導覽等服務系統，建立新竹河海水

岸形象識別系統，擁有不同層級的說明性，更與漁人碼頭及 17 公里海岸串連，構

成完整微笑水岸的只標導覽系統，另又與新竹縣整合，增加景點可達性，編織成

網狀系統。整合指標導覽系統不只強化出入水岸與沿岸騎乘的方便性，更讓整體

水環境與微笑水岸形象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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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灘地水環境綠化改善計畫（第一期） (已於 2018/12/27 工程決標) 

本計畫位於現況頭前溪高灘地越野車場至經國大橋間，計畫核心目的為重新梳理

現有空間架構與動線，以減量設計方式移除現況多餘的人造設施物，如越野車場、

搖控飛機場及押花地坪、圓形廣場等，並創造多層次植栽風貌，呼應「新竹市政

府全國水環境計畫亮點計畫」，導入野餐活動之場域。 

 

(四) 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說明本次提案分項案件與已核定計畫之關聯性) 

1. 完善微笑水岸架構 

以微笑水岸的 2 軸 9 組團為架構，前瞻水環境第一批次計畫佈設了重要之點

位計畫，第二批次計畫中將其與相關水岸計畫串連成線。而在第三批次提案

中，著重於自然生態及人為活動的連接與節點，構築點線成網，完善微笑水

岸網絡，讓新竹市的水環境相互交織。 

 

 

於此架構下，沿續第一二批次水環境計畫所鋪設的基礎，透過市府內部討論、

顧問團建議、生態專家意見等，以連接與節點為重，劃定了區域及議題為後

續發展重點，同時考量前瞻水環境計畫應有的原則及時程，提出 3 大提案概

念： 

(1) 新竹左岸：營造新生荒野 

(2) 漁人碼頭：整合基礎設施 

(3) 17 公里海岸：強化現地生態 

2 軸 9 組團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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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 大計畫，8 項子計畫，期許讓新竹市微笑水岸營造一個同時與生態與活動

相依共生輝映的願景。 

 

 

 

 

第三批次提案構想圖 

第三批次新串連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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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造新生荒野 

其中，新竹左岸的概念為「營造新生荒野」，計畫再造河濱生態帶、創造濕地

多樣性、改善出入口動線。已核定之計畫在集中人為活動的前提下，進行了

高灘地運動場域與廣場、草原空間的設置與整理，搭配出入口與沿線導覽系

統的鋪設，在保護生態原則下將人帶領至灘地，活絡左岸。 

第三批次的提案進一步進行濱水廊道沿線的景觀營造，讓前期整理好的自行

車道與沿線空間並設立休憩節點，增進區域獨特性，且凸顯兩座人工濕地植

栽特色，增進環境教育的多樣性。另外，左岸在一連串整理之後的活潑與幽

靜，更計畫繼續整理出入口動線，讓民眾的可及性增加，塑造人與自然交織

環境得以完整。 

以下就提案內容進行說明。 

 

 

(1) 新竹左岸水岸廊道景觀塑造計畫 

本子計畫內容是在前期各計劃自行車道建置完成後，加強水陸界面的生態

多樣化及景觀豐富性，連接「新竹左岸頭前溪橋下簡易綠美化工程」、「新

竹市左岸舊港高灘地景觀綠美化改善工程」、「高灘地水環境綠化改善（第

一期）野餐草原景觀改善計畫」打造的公共場域，並串連「新竹市左岸沿

線景觀改善計畫」所設置的指標導覽系統，增強環境教育節點設置，讓水

岸廊道擁有因應自然生態所營造的獨特個性。 

新竹左岸 願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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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竹左岸出入口景觀改善計畫 

第一批次計畫「新竹左岸頭前溪頭後坡改善工程-二期」已完成四個出入口

的整理，此次提案沿續改善另外三個出入口，舊港草原出入口可直接連接

至「新竹市左岸舊港高灘地景觀綠美化改善工程」的舊港草原，古賢出入

口接近溪埔子人工濕地，柯子湖溪出入口與前期之千甲段相互連接。並且

與「新竹市左岸沿線景觀改善計畫」所設置的指標導覽系統，共同完善各

高灘地出入口的自明性、安全性及便利性，對民眾與新竹左岸各計畫的連

通性有很大的助益。 

 

(五) 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1.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 

(1) 頭前溪濕地特色景觀營造 

本計畫於自行車道路網建置後，為加強水陸之間的緩衝及創造有利生態保育

及教育環境，故提出濕地生態特色加植計畫，透過本計畫主要減緩現況缺乏

緩衝綠帶所帶來的生態擾動並改善現況環境觀察場所，以提升水路生態多樣

的棲息孔隙，進而達成人群與濕地生態在同一維度空間使用上之平衡。 

依據環保署調查資料顯示當地兩處濕地系統，常以雁鴨科水鳥族群如紅冠水

雞、燕子、夜鷺、大捲尾、白鷺鷥、花嘴鴨、小白鷺及蒼鷺等棲息，每年春

秋之際也有侯鳥蹤跡，已逐漸形成濕地生態系統，也因如此設置賞鳥區木棧

平臺，提供民眾就近觀察留鳥及候鳥的生態，達到環境保護與教育之效益。 

然而在濕地周邊較缺乏大量複層植被以及高莖植物，造成對水鳥棲息的干

擾，未來在自行車道路網建置後，更迫切需要增加鳥類與人類活動間的緩衝

綠帶，提高隱密性才能降低對生態的衝擊。 

依據初步現況調查分析後，本計畫提出初步設計手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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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濕地緩衝綠帶加植 

   

溪埔子人工溼地現況 濕地植栽改善示意 

濕地生態缺乏 

複層植栽緩衝 

濱溪生態缺乏 

綠帶界定空間 
溼地缺乏多樣的生態孔隙 

自行車道

缺乏層次

變化 

柯子湖人工溼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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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埔子人工溼地植栽分區配置圖 柯子湖人工溼地植栽分區配置圖 

濕地植栽現況示意圖 

濕地植栽改善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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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溪緩衝綠帶 

沿河岸遍植甜根子草並搭配層次較高的植栽營造大片灘地壯闊景緻。 

 

 

 

 

自行車綠廊道 

以台灣原生物種之台灣芙蓉、野牡丹及穗花棋盤腳為主搭配彩度較高的植栽，創造多層次

的視覺效果。 

 

 

 

 

溼地生態緩衝帶 

栽植高莖濱水植物以形成防風及生態緩衝綠籬。 

 

溼地生態緩衝帶 

栽植高莖濱水植物以形成防風及生態緩衝綠籬。 

 

柯子湖人工溼地改善後 

穗花棋盤腳                台灣芙蓉                 野牡丹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du7Ts2cDhAhWBx7wKHZglAUUQjRx6BAgBEAU&url=http://zinkou.pixnet.net/blog/post/21932876-%E7%B4%AB%E7%89%A1%E4%B8%B9&psig=AOvVaw2JLyxPuhvnimB2m4inGZ4S&ust=1554819873124009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6s9m72sDhAhUR9bwKHZ0LBecQjRx6BAgBEAU&url=https://nature.goto307.com.tw/plantae/ins.php?index_id=110&psig=AOvVaw3eFaEKNyhiYWPf-VZRiOUK&ust=1554820121850937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12q2c2sDhAhWMWLwKHfLLDc8QjRx6BAgBEAU&url=http://blog.udn.com/baling/112468562&psig=AOvVaw10PjkFvY9H5GnePm8MP_kn&ust=155482004873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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溼地浮田及水生綠化 

加植具高淨化成效及營造多樣生態孔隙浮

田及水生植物。 

 

 

 

 

 

 

 

 

 

 

 

 

 

 

 

 

 

 

 

 

 

 

 

 

 

 

  

緩衝帶 

 

深水 陸島 深水 淺灘 緩衝帶 

 

田蔥 

大安水蓑衣 

野薑花 

月桃 野荸薺 

水燭 

田根子草 

現狀保留 
現狀保留 

緩衝帶  

池岸外緣之緩衝帶與其延伸之腹地。為呈現陸

域植栽與水際空間之環境連續性，配置設計以

喬、灌木小苗複層混植為主。植栽植物種類著

重於減碳功能性與兼具視覺效果的景觀性考

量，篩選原生且適生之植栽。  

陸島 

陸島四周有水域隔開，因此陸域掠食動物不能

輕易到達，人為干擾影響也比較小，成為許多

警覺性較高的動物棲息的好所在，故這裡的植

物選用較能自由演替的原生植物為主。 

淺灘 

淺灘一般水深在 0 ∼ 30 公分以內的環境，建

議植栽以挺水植物、浮葉植物、濕生植物，在

這樣的環境中， 可以透過植栽加值創造豐富

的生態孔隙，從水下、水面（挺水植物基部）

到水面上，都能提供不同動物群活動著，如蟹

兩棲、鳥類等等。 

溪埔子人工溼地綠化分區配置圖 

柯子湖人工溼地綠化分區配置圖 

人工溼地綠化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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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環境教育場所改善 

既有濕地生態資源極具申請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除營運

管理的能力、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人員的素質培訓外，硬體設施的改善不

僅能有效的促進周邊校園及鄰里資源互動，更能完備濕地整體的空間需

求。 

本計畫針對兩濕地之屬性分別配置相關景觀設施，如下所示:  

 

 

 

 

 

 

 

 

 

 

 

 

 

A 導覽解說牌  

需具基地環境概況及特色

說明，並搭配方位及方向

辨識系統以利民眾使用  

 

 

B 環境教育平台 

為降低平台設置的影響，

故在設計上盡量與濕地生

態保留緩衝的距離。 

 

 

C 戶外教室  

閒置空間整理作為戶外自

然教室配合各活動可彈性

轉化作為服務節點 

 

 

 

D 生態圳道  

既有水圳成為展示圳道並

兼具景觀及安全考量之可

親近之水岸生態植生解說

區 

 

 

 

E 觀察平台  

為了避免驚擾到鳥類，設

置具隱蔽性之觀察平台，

盡量減少人類對鳥類生活

環境之直接衝擊，尊重其

移動的路徑與棲地  

溪浦子濕地以環境教育為主軸，故設施設計上需配

合導覽解說、戶外教學及舉辦各種活動為考量。 

柯子湖溼地以生態觀察、野鳥

觀賞為主軸，在設計手法上則

需考量高隱蔽性與低衝擊性

的硬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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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頭前溪自行車植栽規畫 

為提昇頭前溪左岸河川高灘地之自行車道整體水岸景觀，創造具特色之自

行車道，本案係針對頭前溪左岸經國大橋至竹港大橋沿線之河川高灘地進

行自行車道沿線廊道及節點設施整體植栽進行評估規劃。 

設計範圍: 

 

 

 

 

 

 

 

 

 

 

 

 

 

 

 

 

設計重點說明: 

 將於自行車道周邊環境景觀進行綠美化，種植四季特色開花喬木及  

灌木，型塑不同立體景觀色彩，使自行車道具有延伸性的景觀視野。 

 串連自行車道沿線之河濱公園，選擇適當節點設置主題花卉廣場，增

加遊憩景觀深度，創造自行車道特色。 

 呈現四季花道景觀新風貌，塑造優質景觀休閒自行車道系統，提供民

眾優質的休閒環境，使民眾得以親近與一覽自行車道沿線豐富的風光

景色。 

野牡丹花道 

 

台灣芙蓉花道 

穗花棋盤腳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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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案規劃路線中，共分為三段，分別為： 

A.   【經國大橋-國道高速橋段】野牡丹花道 

B.   【頭前溪大橋-舊社大橋段】台灣芙蓉花道 

C.   【舊社大橋-舊港大橋段】穗花棋盤腳花道 

 

 

 

 

 

 

 

四季花道植栽花期表 

名稱 穗花棋盤腳 台灣山芙蓉 野牡丹 

類別 棋盤腳樹屬 木槿屬 野牡丹藤屬 

花色 白色或淡黃色 白色或粉紅色 白色有時帶粉紅色 

花期 5 月至隔年 2 月間 秋冬之際 3 月至 8 月 

生長

特性 

花穗可達一公尺以上，花朵由上而

下依序綻放，一串花序又常有十多

朵花同時綻放，花朵的生命僅十多

小時，開花時有一股淡雅的清香 

山芙蓉是台灣特有種，分佈台灣與

蘭嶼島平野以至於海拔 1200 公

尺以下的山區。山芙蓉是落葉性大

灌木或小喬木，全株密生毛茸；株

高約 3～5 公尺，樹皮老幹灰白 

台灣全島台灣平地至低海拔開山

區。生長在路旁、林緣、山坡開闊

地。不如牡丹般的雍容華麗、宦養

深宮大苑的貴氣，卻多了幾分清新

脫俗的鄉野靈氣。 

  花期 

植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穗花棋盤腳             

台灣山芙蓉             

野牡丹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12q2c2sDhAhWMWLwKHfLLDc8QjRx6BAgBEAU&url=http://blog.udn.com/baling/112468562&psig=AOvVaw10PjkFvY9H5GnePm8MP_kn&ust=1554820048731954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6s9m72sDhAhUR9bwKHZ0LBecQjRx6BAgBEAU&url=https://nature.goto307.com.tw/plantae/ins.php?index_id=110&psig=AOvVaw3eFaEKNyhiYWPf-VZRiOUK&ust=1554820121850937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du7Ts2cDhAhWBx7wKHZglAUUQjRx6BAgBEAU&url=http://zinkou.pixnet.net/blog/post/21932876-%E7%B4%AB%E7%89%A1%E4%B8%B9&psig=AOvVaw2JLyxPuhvnimB2m4inGZ4S&ust=1554819873124009


- 57 - 

 

 

 

 

   

經國大橋-高速公路橋段 

高速公路橋-頭前大橋段 

頭前大橋-溪州大橋段 

溪州大橋-舊港大橋段 

沿現有自行車道及人行步道動線周圍，種植穗花

棋盤腳花道，因穗花棋盤腳甚多且在台灣幾全年

開花，故可藉由豐富的色彩點綴，帶來濱紛的視

覺感受，使其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舒適感，

並與水渠共同形塑出蝶類良好的生態棲地。 

於自行車道與河岸間，種植野牡丹，成為動、靜

態空間之中介緩衝。 

利用灌木列植的方式引導視覺延伸，且台灣芙蓉

可觀葉及觀花，亮麗色彩帶來河濱視覺不同感

受。 

在鄰近溪畔處種植栽植甜根子草，藉以保護高灘

地之餘，更能提升溪畔整體空間層次與大片田根

子草所圍塑出的野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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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節點空間營造 

透過自行車線狀空間建置完備後，串連具潛力之景觀節點，以完備整體自

行車道硬體設施。 

 

 

 

 

 

 

 
 

  

活力草原自行車道營造 

 

農田段自行車道營造 

 

溪埔子濕地眺景綠地設置 

 

改善前 

 

改善後 

後 

 

 

改善前 

 

改善後 

後 

 

 

改善前 

 

改善後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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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溪田野地景區營造 

+ 

前溪草原營造 

+ 

橋下社區交誼廊道 

E. 新竹左岸前溪草原改善計畫 

基地現場主要分區為稻田、駕駛訓練班、 原市民農地閒置農地， 其餘部

分多為荒野草地。因交通可及性不佳及缺完整的動線系統， 現有高灘地

綠地少民眾使用有，目前僅有部分於此處有農地之市民活動。針對區域廣

闊灘地且漫淹頻率 Q5-Q10，將以分層帶狀緩衝概念進行規劃。 

 濱溪田野地景區營造--臨溪高頻率漫淹區積極復育為新生荒野灘地。 

 濱溪活力草原營造--現有草地空間重理及加值改善－現有草地空間廣大，

但荒野一片缺乏與未來活動連結之可能，故配合檢討漫淹頻率及周邊社

區需求，並重新梳理自行車及人行動線步道系統，透過景觀手法將空間

整理成適合不同活動性質及擁有優質景觀的綠色活動基底。 

 橋下交誼廊道營造—橋下空間積極利用，強化堤內外人行串連可及性及

滿足社區居民休閒遊憩使用需求，解決社區活動空間不足問題。 

 

 

 

  

 

 

 

 

 

 

 

 

 

 

 

 

                       

前溪草原營造 
休憩設施設置 

既有農田 

原有市民農田(已荒廢) 

駕訓班 

現有稻田  

現有高架橋下空間  改造前現況  

改造前荒廢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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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 

改造後前溪草原  改造後橋下交誼廊道  

現況  

前溪草原 

田野地景區 

社區交誼廊道 

改造後田野地景區  

改造後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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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配合頭前溪民眾前往遊憩時之生命財產安全，擬於各重要出入口加設監視

系統、各主要停車空間架設 LED 廣告看板(或跑馬燈)、並於重要路口設置警

告標誌牌面、車阻等硬體設施，以維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另在整體新竹左

岸高灘地管理方面，增設新竹左岸網站系統(包含汛期警告簡訊通報系統)，

以利車輛停放高灘地時，若出現陸上颱風警報時，能及時通報各車主盡速

移車，並警告民眾勿入新竹左岸高灘地，以免造成危險。 

 

項目 概估數量 

監視系統 16 台 

LED 廣告看板(或跑馬燈) 4 處 

警告標誌牌面、車阻 共 36 處 

新竹左岸公告網站系統(包

含汛期警告及生態平台系

統) 

1 式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FxPfjqYHhAhWsL6YKHRnjBDcQjRx6BAgBEAU&url=http://www.chiper.com.tw/lan-tw/product-camera-analog.html&psig=AOvVaw1a7Zq1BSsXWJCMOxJvYHU8&ust=1552642344079155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jkuLDg1vPfAhVIW7wKHYOVA9AQjRx6BAgBEAQ&url=https://www.ntp.gov.tw/content/Proceedings/P2015_2/doc_20150729145025.pdf&psig=AOvVaw0Iff4JP7GqzszmuA4cVm7j&ust=154777532420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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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竹左岸出入口景觀改善計畫： 

沿續前期堤後坡出入口改善計畫，此次提案三處出入口的改善，分別為古賢出入

口 (公道五路與東大路三段 110 巷口)、柯子湖溪出入口 (千甲路-新竹縣/市交界

處)，及舊港草原出入口，完善左岸沿線的出入口動線與明示性，民眾可安全輕鬆

地出入，並改善周邊環境，使內外景觀連貫，擁有更多親近自然的機會。目前此

三處出問題如下： 

(1) 古賢出入口位於公道五路，平日汽機車交通量大，因鄰近預拌混凝土廠，沿

線大型車輛眾多且車速快，惟道路狹窄且出入口不明顯，自行車與行人通行

危險，另周邊環境雜亂且鄰近社區車輛亂停放影響通行。 

(2) 柯子湖溪出入口位於千甲路，因沿線有多家砂石場與預拌混凝土廠，大型車

輛眾多且車速快，惟道路狹窄且出入口不明顯，自行車與行人通行危險，另

周邊環境雜亂陰暗影響新竹市形象，亦與新竹縣自行車道無法有效串接與辨

識。 

(3) 舊港草原出入口位於富美路，為頭前溪高灘地休憩區最鄰近漁港碼頭區之出

入口，為能充分連結與整合兩處，並提高銜接處的辨識度且加強入口意象，

計畫整建鋪面、植栽設計與增加景點相關指標告示系統。 

規劃改善方案如下： 

A. 出入口與道路改善 

 古賢出入口：出入口與路口改善，以明確自行車與行人動線。新闢停車

場，增加民眾停車空間。 

 柯子湖溪出入口：出入口與路口改善，以明確自行車與行人動線。 

 舊港草原出入口：出入口與路口改善，以明確自行車與行人動線，人行

道鋪面改善串連。 

B. 周邊景觀營造 

 古賢出入口：設置廣場，提供民眾休憩空間。 

 柯子湖溪出入口：設置街道家具，提供民眾休憩空間。周邊環境改善，

已與新竹縣自行車道系統串接。 

 舊港草原出入口：重新配植入口景觀植栽，並新設 Ubike 站或自行車停

放區。 

C. 出入口意象強化 

 增設出入口意象及指標導覽牌，提升頭前溪明視性，必要處設置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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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賢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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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子湖溪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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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港草原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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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如整體計畫是否已納入「逕流分攤、出流管制」政策

之實質辦理內容，或符合「地方創生」政策之均衡區域發展與平衡城鄉差距等內容)  
 

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包括「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及「新竹

左岸出入口景觀改善計畫」，已納入新竹市政府整體施政計畫政策、及相關預算「逕

流分攤、出流管制」政策之實質辦理內容。並為均衡區域發展與平衡城鄉差距等政策，積

極努力推動。 

 

 

 

 

五. 計畫經費 

(一) 計畫經費來源 

本計畫總計費共計新台幣 1 億 7,800 萬元整，可分為 2 項子計畫，分別為：新竹

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及新竹左岸出入口景觀改善計畫。 

1.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1 億 6,000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期預算及地方

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1 億 2,480 萬元、地方分擔款：3,520 萬元)。(備註：本

計畫經費不得用於機關人事費、設備及投資)  

2. 新竹左岸出入口景觀改善計畫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1,800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期預算及地方分擔

款支應(中央補助款：1,404 萬元、地方分擔款：396 萬元)。(備註：本計畫經費不

得用於機關人事費、設備及投資) 

 

 

(二) 分項工程經費 

1.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經費(千元)後續年度總計 

項

次 

分項案

件名稱 

對應部

會 

總工程經費(單位：千元) 

108 年度 109 年度 
工程費小計(B)+(C) 

總計 

(A)+(B)+(C) 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工程費(C)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1 

頭前溪

自行車

道路網

優化-第

二期 

新竹市

環保局 
5,335 1,505 26,972 7,608 26,972 7,608 53,945 15,215 59,280 1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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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頭 前 溪

濕 地 特

色景觀 

新竹市

環保局 
1,193 337 6,033 1,702 6,033 1,702 12,067 3,403 13,260 3,740 

3 

頭 前 溪

自 行 車

植 栽 規

畫 

新竹市

環保局 
1,544 436 7,808 2,202 7,808 2,202 15,616 4,404 17,160 4,840 

4 

新 竹 左

岸 前 溪

草 原 改

善計畫 

新竹市

環保局 
2,457 693 12,422 3,504 12,422 3,504 24,843 7,007 27,300 7,700 

5 

新 竹 左

岸 警 示

通 報 系

統設施 

新竹市

環保局 
702 198 3,549 1,001 3,549 1,001 7,098 2,002 7,800 2,200 

小計  11,232 3,168 56,784 16,016 56,784 16,016 113,568 32,032 124,800 35,200 

總計          160,000 

 

2. 新竹左岸出入口景觀改善計畫：經費(千元)後續年度總計 

項

次 

分項案

件名稱 

對應部

會 

總工程經費(單位：千元) 

108 年度 109 年度 工程費小計

(B)+(C) 

總計 

(A)+(B)+(C) 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工程費(B)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1 

新 竹 左

岸 古 賢

出入口 

新竹市

政府交

通處 

456 129 2,307 651 2,307 651 4,614 1,301 5,070 1,430 

2 

新 竹 左

岸 柯 子

湖 出 入

口 

新竹市

政府交

通處 

386 109 1,952 551 1,952 551 3,904 1,101 4,290 1,210 

3 

新 竹 左

岸 舊 港

草 原 出

入口 

新竹市

政府交

通處 

421 119 2,129 601 2,129 601 4,259 1,201 4,680 1,320 

   
          

 
  

          

小計  
1,264 356 6,388 1,802 6,388 1,802 12,776 3,604 14,040 3,960 

總計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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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項工程經費分析說明 

1.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 

(1) 頭前溪自行車道路網優化-第二期(約 7 公頃)，預估工程經費 7,600 萬 

項次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1 假設工程 式 1  1,000,000  1,000,000  

2 放樣工程 m
2
 10,000  30  300,000  

3 鋪面拆除工程 m
2
 5,000  900  4,500,000  

4 開挖整地工程 m
2
 50,000  80  4,000,000  

5 沃士回填 m
2
 4,000  450  1,800,000  

6 廣場節點工程 m
2
 12,000  4,000  48,000,000  

7 綠化工程 m
2
 24,000  350  8,400,000  

8 修復工程 式 1  1,000,000  1,000,000  

9 夜間照明系統 式 1  3,000,000  3,000,000  

10 設施物新增及改善工程 式 1  4,000,000  4,000,000  

  小計       76,000,000  

(2) 頭前溪濕地特色景觀營造(約 4 公頃) ，預估工程經費 1,700 萬 

項次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1 假設工程 式 1  500,000  500,000  

2 放樣工程 m2 25,000  20  500,000  

3 清運工程 m2 25,000  6  150,000  

4 開挖整地工程 m2 25,000  80  2,000,000  

5 沃士回填 m3 7,500  450  3,375,000  

6 綠化工程 m2 25,000  350  8,750,000  

7 賞鳥設施 式 1  1,000,000  1,000,000  

8 生態導覽設施 式 1  725,000  725,000  

  小計       17,000,000  

(3) 頭前溪自行車植栽規畫(約 10 公里) ，預估工程經費約 2,200 萬 

項次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1 假設工程 式 1  200,000  200,000  

2 植栽放樣工程 m2 20,000  22  440,000  

3 植栽清運工程 m2 20,000  6  120,000  

4 植栽開挖整地工程 m2 20,000  22  440,000  

5 沃士回填 m3 4,000  450  1,800,000  

6 綠化工程 m2 76,000  250  19,000,000  

  小計       22,000,000  

(4) 新竹左岸前溪草原改善計畫(約 4 公頃) ，預估工程經費 3,500 萬 

項次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1 假設工程 式 1  400,000  400,000  

2 放樣工程 m2 66,000  30  1,980,000  

4 開挖整地工程 m2 66,000  80  5,280,000  

5 沃士回填 m3 660  450  297,000  

6 廣場節點工程 m2 1,200  4,000  4,800,000  

7 綠化工程 m2 45,000  250  11,250,000  

9 夜間照明系統 式 1  2,503,000  2,503,000  

10 休憩設施物新增及改善工程 式 1  8,490,000  8,490,000  

  小計       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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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竹左岸警示通報系統設施，預估工程經費 1,000 萬 

項次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1 LED 廣告看板(含跑馬燈) 座 4  2,000,000  8000,000  

2 警告標示牌 支 26  12,000  312,000  

4 監視錄影設施 台 16  40,000  640,000  

5 車阻 處 10  10,000  100,000  

6 
警示通報及生態網站平台系統

(汛期警告及生態聯繫系統) 
式 1  948,000  948,000  

  小計       10,000,000  

 

 

2. 新竹左岸出入口景觀改善計畫 

預計經費 : 新台幣 1,800 萬元 

概算表 

發包工程費 

 地點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1 古賢出入口 

停車場及入口車道改善 式 1 1,600,000 1,600,000 

活動廣場 式 1 3,700,000 3,700,000 

植栽綠美化 式 1 400,000 400,000 

出入口意象與指標 式 1 800,000 800,000 

總金額 6,500,000 

2 
柯子湖溪出

入口 

入口車道改善 式 1 1,000,000 1,000,000 

活動廣場與街道家具 式 1 2,600,000 2,600,000 

植栽與周邊環境改善 式 1 800,000 800,000 

排水系統 式 1 600,000 600,000 

出入口意象與指標 式 1 500,000 500,000 

總金額 5,500,000 

3 
舊港草原出

入口 

入口車道改善 式 1 2,000,000 1,000,000 

活動廣場 式 1 2,500,000 2,600,000 

植栽與周邊環境改善 式 1 500,000 800,000 

排水系統 式 1 500,000 600,000 

出入口意象與指標 式 1 500,000 500,000 

總金額 6,000,000 

小計 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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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期程 

本案經奉中央核定補助後，預計於今年 10 月底起至 12 月初，將辦理設計監造發包公

告與評選等案，並於 12 月中開始為期 1 個月之相關工程之基本設計，經陳送在新竹

市政府重大建設會報核定後，於 109 年 2~3 月辦理工程之細部設計。待完成工程細

部設計後，於 4 月份開始辦理招標文件及監造計畫書之審查，並於 5 月份辦理工程招

標事宜，預計於 109 年 5 月底完成工程決標事宜，並著手於 6 月中開始施工，預計

可於 109 年 12 月完成本計畫相關工程，並於同月辦理驗收等相關事宜。 

本案預計甘特圖如下:  

 

 

 

 

 

 

 

 

 

七. 計畫可行性 

配合水岸生活綠帶朝向生態社區發展主軸，達成改善空氣品質、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提供休閒、生態與環境教育和資源永續利用之目的，有關本計畫執行後，相信必定能

達成後續相關目標。 

1. 改善新竹頭前溪高灘地揚塵污染及廢棄物棄置問題，並以自然淨化方式提昇空氣品

質，降低環境污染負荷。 

2. 設置引流草溝共計約 5 公里長及規劃低灘漫水區，保障水土資源以保障設計規畫區

域景觀空間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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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當地環境與移植本土性原生樹種，抑制有害外來物種，復原本土水岸生態環境，

達成環境教育目的。 

4. 以花草之美和低碳景觀理念，應用低維護的鄉土植被，讓基地植物可再自然繁衍生

長，具備良好維護管理機制。 

5. 建構頭前溪水岸灘地整體環境景觀美學，創造優質綠美化空間，提供民眾遊憩活動

空間，形塑本市成為依水而生的水岸花園城市。 

6. 為提供符合民眾需求之運動場所，將透過景觀重塑與綠美化，將該地區的空地轉

變成可使用之水岸綠地、運動休憩空間及停車空間，提供市民一更優質的生活環

境及遊憩場所。 

7. 相信，透過新竹左岸本計畫中共計 40 公頃空地之整地排水配合環境綠美化，降低

積水之現象，必能打造出一個優質化嶄新舒適環境。 

8. 本計畫目前已完成基本規劃，除可符合民眾基本遊憩運動需求，提供優質綠美化空

間，保護生態棲息環境，創造良好的水岸花園城市外，本計畫相關設施皆位於濱水

帶以外，且設施本身皆水拆除式的設備，完全符合相關水利法規，防洪安全無虞，

而且，設施位置皆避開私有土地範圍，大部分屬公有河川用地，無用地問題。 

財務可行性:本案預估總經費為新台幣 1 億 7,800 萬元，除中央補助款外，本局已完成

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3,916 萬元之編列。 

環境影響可行性:本案已於前期辦理生態資料收集、生態訪談、河川環境講座、生態環

境工作坊及生態檢核等相關工作內容，相關單位皆確實了解本案相關環境與生態議題，

可使本案環境影響可行性無虞。 

 

 

八. 預期成果及效益 

1. 河川環境營造效益 

新竹左岸水環境綠化改善工程完工後，整體改善頭前溪高灘地環境景觀，並保護

28,000 人沿岸居民之生命財產。另可透過高灘地 40 公頃草原區塊及 8 大主題公園

加值作用，建構頭前溪水岸灘地整體環境景觀美學，創造優質綠美化空間，提供民

眾遊憩活動空間，形塑本市成為依水而生的水岸花園城市，提升都市整體發展及增

進民眾身體機能與充實生態教育等效益。 

2. 水土資源及生態保護效益 

新竹左岸水環境綠化改善工程設置引流草溝約計 5 公里、規劃低灘漫水區、透水步

道及雨水儲留槽 5 處等，可保障水土資源以保障設計規畫區域景觀空間永續利用；

另配合當地環境與種植本土性原生樹種，抑制有害外來物種，如銀合歡等，復原本

土水岸生態環境，達成環境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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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污染負荷減量效益 

改善新竹頭前溪高灘地揚塵污染及廢棄物棄置問題，憑藉綠化植物以自然淨化方式

吸收、吸附與截留空氣污染物質，進一步提昇空氣品質降低環境污染負荷。 

4. 帶動地方休閒產業發展發展，就國際觀光遊客角度審視新竹市之十七公里觀光帶、

頭前溪沿線、漁人碼頭等重要觀光景點整體導覽系統分類，引入國際觀光客源，帶

動地方休閒產業發展發展。 

(1) 建立新竹河海水岸形象識別系統，以達到優質水環境休憩環境目標，讓新竹市

海岸 16.8 公里空間，成為台灣西海岸重要的自然地景，同時展現海岸遊憩新風

貌，做為西海岸環境復育的典範。 

(2) 配合自然環境特性，引入資源適宜性活動，提昇新竹市整體濱海休閒遊憩品質。 

(3) 可利用廣布 27 公里範圍內之指標系統結合附近各鄰里如虎山里、浸水里和港南

里之獨特地方產業及文化，提升民眾對自然生態環境的認知素養，並帶動周遭觀

光休憩產業蓬勃發展。 

(4) 強化區域海岸觀光資源，提升觀光遊憩品質。 

5. 改善及新設市區通往頭前溪高灘地的 7 處出入口環境，提供民眾安全、便利、美觀

的交通機制。 

6. 整合新竹左岸、漁人碼頭、17 公里海岸線及市區水系資源，規劃並設置整體導覽系

統，帶動觀光旅遊發展。 

 
 

 

九. 營運管理計畫 

整體經費將依據防洪安全、生態保育、環境營造、遊憩體驗等相關面向的未來發展

需求，核實編列未來發展經費，以有效達成新竹左岸整體環境營造事務的成果。如何藉

由環境營造來提升新竹左岸的整體印象，依循整個發展構想及環境之狀況，必須結合公

部門軟硬體資源並結合社區民眾同時投入，進一步勾勒願景，以持續孕育出有創意的構

想與動力。 

(一) 經營管理架構 

本計畫將針對計畫執行之景觀工程布置研提建議執行單位、後續經營方式與維護管

理單位，並建議與其他配合執行之策略。並對後續維護經費提出適當之編列建議。 

基於公部門人力及財力有限，然新竹市政府仍持續每年編列相關的預算，來支持高

灘地之維護管理業務，以維護區內公共設施，提供高品質之遊憩環境，實屬不易，因此，

除了編列預算以外，市政府也以結合民間之力量，達到維護整體環境品質之目標，維護

管理工作，基本上市政府採下列方式進行： 

1. 公部門－配合年度經費編列預算新台幣 550 萬元預算執行營運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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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包括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及新竹市政府，主要針對新竹左岸環境營造事務

之環境營造設施、服務設施、土地、產業、藝術、文化、社區聚落等進行整體規劃

與基礎設施設置，每年編列相當之基礎景觀及公共設施工程所需之美化與維護經

費，交由二河局工務課及新竹市相關單位執行。此外，新竹市環保局每年亦指派清

潔隊加強高灘地垃圾清除及環境整潔等工作。 

2. 私部門－徵求民間團體認養維護 

以社區總體營造方式鼓勵民間生態、教育、產業推廣、文化等單位團體參與認

養，協助維護環境品質。目前認養單位包括：新竹市滑板協會認養滑板公園，新竹

市體育會慢壘協會認養壘球場，新竹市活力棒球協會認養左岸棒球場，新竹市體育

會木球協會認養木球場。高灘地未來若有觀光效益，可再由租賃契約方式委託民間

投資興建、營運與管理，並擔任諮詢與監督的工作，以整合區內商家業者，進行品

質管控，以提升消費品質。 

3. 第三部門－地方聯合組織志工徵求 

協調地方防汛志工及 NGO 組織協助新竹左岸環境營造事務之整體推動與發

展，且經由地方聯合組織調配，可有效運用人力資源及避免資源獨佔。 

後續可徵求當地居民及學生加入志工行列，協助宣導正確之旅遊行為及糾舉不

當之旅遊行為及清潔維護之工作，並未來對於加入之志工發予榮譽徽章，鼓勵民眾

加入，培養其對環境永續保育及合理使用之觀念。 

 

(二) 經營管理執行策略 

1.環境品質管理 

(1)環境資源保育 

配合土地使用管理及自然保育相關法令，嚴格管制非法開發與建設行為，以

達永續經營原則。 

(2)設施維護管理 

區內公共設施由政府單位興建完成後，可交由地方團體組織進行日後定期維

護工作，確保使用安全性。 

(3)環境管理 

包含公共設施、街道及景點之環境清潔維持；尤其加強夏季或雨季時的垃圾

清運工作，避免蚊蟲孳生或惡臭影響遊憩品質；其他如假日或特殊節日亦需加強

環境清潔次數，以維護整體環境及汙染防治工作。 

(4)環境品質維護項目探討 

由於新竹左岸本身為一開放性空間，垃圾處理是不可避免亦是最為困擾的課題

之一，故針對未來新竹左岸之廢棄物處理計畫提出下列建議： 

(1)盡可能減少垃圾桶的數量，僅於人數較多且停留時間較長處，如區域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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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入口區、各種活動區等，使用量出現較多處酌情設置垃圾桶 

(2)垃圾桶之位置勿太隱密，以便於投擲及收集為原則，但避免與主要景觀同

方向，以免防礙觀瞻。 

(3)垃圾桶之設計以容易清潔與維護管理為原則，並配合新竹左岸整體設計風

格，做造型及顏色上的設計，且建議在垃圾桶及其他街道傢俱上設置本計畫

之統一識別標幟，建立意象與風格。 

(4)區內應於隱蔽處設置垃圾集中處，以不破壞園區景觀及分區配置為原則，

由員工定期收集分類處理後，委由公有垃圾車清運處理。 

(5)汛期管理維護 

  為維護高灘地民眾遊憩生命財產安全，將於各路口設置監視系統、並於停車場

旁設置 LED 廣告看板，以及設置新竹左岸網路平台。汛期來臨時，可警告民眾速

將車輛遷移並緊急救護工作(網路、簡訊)、平常時期可加強民眾生態知識、政令

宣導，並以監視系統加強監視民眾各亂丟垃圾、或其他違規情事，以確實達到高

灘地維護管理目的。 

  此外，未來新竹市政府也將設置高灘地水環境生態網站平台，以做為水環境資

訊之公開專欄，並提供民眾一個水環境及環境教育相關資訊的空間。 

2. 植栽養護管理 

植栽之養護管理計畫包含從植栽施工、移植計畫及後續之養護工作，皆應擬定

植栽養護管理計畫，且應逐年編列預算，於計畫中之植栽計畫完成後，進行植栽的

維護、更新及各項防治工作等，期使整體景觀能夠保持較理想的效果。 

1. 依本計畫期程，逐年編列預算，於各段植栽計畫完成後，進行植栽之維護、

更新及各項防治的工作等，以期使整體景觀能維持較符合計畫願景之理想效

果。 

2. 養護作業應依核定之養護管理計畫確實執行。 

3. 植栽養護作業範圍，包括植栽生長狀態、支架狀況、修枝除草、土壤狀況、

病蟲害防治情形、枯死、新植或補植數量及地點、移植或換植數量及原因。 

4. 遇緊急狀況，如遭颱風、強風、豪大雨、地震及車輛撞擊等導致傾倒或損壞

或支架傾倒時，應於災後立即扶正。行道樹損壞或其它原因需換植時，應依

換植作業辦理。 

5. 需進行砍伐、新植、補植、換植及移植作業時，應將原因及擬定之相關施工

計畫書送請核定後，依規定辦理之。  

6. 如有下列情事時，應予處理或補植： 

(1) 受不法行為侵害者。  

(2) 遭天然災害侵襲致折斷或倒伏者。 

(3) 生長不良、自然枯死或罹病蟲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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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其他因素受損害者。 

7. 養護工作應栽植後即開始，並於各年度逐年編列養護預算 

8. 植栽養護工作 

(1) 日常養護工作 

A. 養護期間廠商應負責養護管理，包括澆水、施肥、清理雜草（不得使用

殺草劑）、防治病蟲害，並視需要適度修剪，維持植栽生長樹勢旺盛，

保護植栽免受人為或天災之毀損，其所使用之肥料、農藥之種類及用量，

由廠商自行決定，但施用時應通知甲方，若因施用不當而造成植栽或人

畜受害時，由廠商負完全責任。 

B. 廠商進行任何撫育工作前，均應通知甲方必要時赴工地監督，若甲方認

為廠商之撫育工作不符要求或不夠完善時，得隨時通知廠商改善，廠商

應即辦理。 

C. 撫育期間之用水，其水源、水質及澆水時間，由廠商自行決定，但澆灌

植栽之用水不得為工業廢水或含有毒物質之污水，若因澆水不當而對植

栽產生不良影響時，廠商應負責更換植栽。 

D. 廠商若欲使用蒸散抑制劑、植物生長調節劑、土壤改良劑等物質，或採

其他相關措施以提高植栽成活率，其所使用之藥劑種類及用量由廠商自

行決定，若因處理不當而對植栽有不良影響時，廠商應負完全責任。 

E. 符合規格的植栽定植後，為避免植栽因過度蒸散作用散失水分致生長不

良或枯萎，廠商得於撫育期間內酌予修剪枝葉，但撫育期滿驗收時，植

株規格不得小於契約規定。 

F. 修剪工作應在一年半內進行 3 次；病蟲害防治工作應在一年半內進行 6

次。 

(2) 日常養護工作 

A. 澆水應在一年半內以水車灑水 180 次，澆水量應經常保持土壤視當溼

度。 

B. 雜草清除應在一年半內除草 6 次。 

(3) 施肥 

廠商應於撫育期開始後第一個月月底施肥一次，爾後每三個月全面施肥一

次，並注意不得傷及植栽肥料之種類及用量須視植栽不同而不同，依設計圖說

所示。 

(4) 補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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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得獎經歷 

(一) 新竹 300 城市博覽會-微笑水岸展覽 

新竹市政府於 107 年 7月 21 日至 29 日於新竹文創館舉行新竹 300 城市博覽會，

規劃六大展區展示新竹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呈現建城 300 年的歷史人文、都市

發展與城市願景。其中「漫遊城市」展示了微笑水岸計畫的大地圖、影片、專冊

介紹，與六個計畫模型，現場每日皆由新竹市府人員為民眾進行導覽，吸引大量

民眾參與，對水環境計畫的推行與成效的宣導推行，皆有正面效益。 

  (新竹 300 展覽現場，攝於 107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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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築師雜誌新竹專刊 

建築師雜誌 107 年 9 月號專刊主題為「新竹市新地景」，專刊中包括林盛豐監察委

員(前新竹市政府顧問)的專文「新竹區域地景的宏觀視野與經營」，以及文化大學

環境設計學院景觀所所長兼系主任郭瓊瑩教授的專文「停看聽 微笑水岸──竹塹風

城的新活泉」中皆有針對微笑水岸進行介紹與評論。而微笑水岸中的「新竹漁人

碼頭環境規劃」一案，也由設計單位──中冶環境造型顧問有限公司進行專文介紹。 

其中，林盛豐委員文中提出六個核心價值：空間感、架構性、步行城市、生態優

先、減法美學、歷史感與時間感。在論述架構性時，即以微笑水岸的水環境系統

框架，與步行城市地圖兩張圖來解釋：「新竹市的主要地景經營，都依循這一個架

構圖推動。每一個計畫，都在建構區域空間感的不侷，而不是零散、破碎、孤立

的個案。」另外在「生態優先」提到「AECOM 負責擔任前瞻計畫中對於水環境所

有方案的整合。在多次會議之後，保留現況生態，有限人為介入，創造新生荒野

是 AECOM 所綜整出來的政策指導原則。這其是就是本文文首荷蘭景觀總顧問的

核心價值。希望我們能扭轉台灣目前已膚淺的人工設施破壞生態的偏差價值觀。」

此即為新竹市水環境計畫企圖建立的架構，並依此往下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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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計畫評分表                      
ver.3 

整體計畫名稱 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 提報縣市 新竹市 

分項案件 
名稱 (1) (2) (3) … 

經費(千元) 160,000 18,000  … 

所需經費 
計畫總經費：178,000千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補助：138,840千元，地方政府
自籌分擔款：39,160千元) 

項
次 

評比 
項目 

評比因子 
佔
分 

整體計
畫工作
計畫書
索引 

評分 

地方政
府自評 

河川局
評分會
議評分 

一 

計畫
內容
評分 
(77分) 

整
體
計
畫
相
關
性 

(一) 
計畫總體規
劃完善性 

(7分)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現況環境概
述、前置作業辦理進度、分項案件、
計畫經費、計畫期程、可行性、預期
成果、維護管理計畫、及辦理計畫生
態檢核、公民參與、資訊公開情形及
相關檢附文件完整性等，佔分 7 分。 

7 
詳整體計

畫書 
7  

(二) 
計畫延續性 

(8分) 

提案分項案件與已核定整體計畫之
關聯性高者，評予 8分，關聯性低者
自 3分酌降。 

8 詳第四章 8  

環
境
生
態
景
觀
關
聯
性 

(三) 

具生態復育
及生態棲地
營造功能性 

(8分) 

(1)整體計畫生態檢核工作完善者，
佔分 4分。 

(2)全部提案分項案件內容已融入生
態復育及棲地營造者，佔分 4分。 

8 
詳第三、 

四章 
8  

(四) 

水質良好或
計畫改善部
分 (7分) 

計畫區域屬水質良好(依環保署相關
評定標準認定)、或已納入計畫改善
者、或已具有相關水質改善設施者，
評予 7分。其他狀況自 3分酌降。 

7 詳第二章 7  

(五) 

採用對環境
友善之工法
或措施(8分) 

包括低衝擊開發、生態工法、透水性
材質、減少人工舖面使用等對環境生
態友善工法或措施，佔分 8分。 

8 詳第四章 7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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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水環境改善
效益 

(8分) 

具水質改善效益、漁業環境活化、休
閒遊憩空間營造、生態維護、環境教
育規劃、整體水環境改善效益顯著，
佔分 8分。 

8 
詳第四章

及第八章 
8  

地
方
認
同
性 

(七) 

公民參與及
民眾認同度 

(8分) 

已召開工作說明會、公聽會或工作坊
等，計畫內容獲多數 NGO團體、民眾
認同支持，佔分 8分。 

8 詳第三章 8  

 

(續) (續) 

重
視
度
及
執
行
成
效

性 

(八) 

地方政府發
展重點區域 

(5分) 

未來該區域地方政府已列為如人
文、產業、觀光遊憩、環境教育等相
關重點發展規劃，佔分 5分。 

5 詳第二章 5  

(九) 

計畫執行進
度績效 

(8分) 

(1)第一批次核定分項案件於 107年
底全數完工者，評予 3分。 

(2)第二批次核定分項案件於 107年

底全數發包者，評予 5分。 

其餘部分完成者視情況酌予評分。 

8 
詳第六章

及相關彙

整資料 

  

重
要
政
策
推
動
性 

(十) 
計畫納入「逕
流分攤、出流管
制」實質內容

(10分) 

提案計畫納入「逕流分攤、出流管制」
精神及具體措施者，佔分 10分。 

10 
詳第四

(七)章 
9  

二 

計畫
內容
加分 
(23分) 

(十一) 

營運管理計畫完
整性(5 分) 

已有營運管理組織及具體維護管理
計畫、明確資源投入者，最高加分 5
分。 

5 詳第九章 5  

三 

(十二) 

規劃設計執行度 

(3分) 

提案分項案件已完成規劃及設計
者，最高加分 3分。 

3 詳第一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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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三) 

地方政府推動重
視度(7 分) 

已訂定督導考核機制，並由秘書長以
上層級長官實際辦理相關督導(檢附
佐證資料)者，予以加分 7分。 

7 詳第三章 7 

 

五 

(十四) 

環境生態友善度 

(5分) 

計畫具下列任一項：(1)經詳實生態
檢核作業，確認非屬生態敏感區、(2)
設計內容已納入相關透水鋪面設
計、(3)已採取完善水質管制計畫、
監測計畫，最高加分 5分。 

5 詳第一章  5 

 

六 

(十五) 

得獎經歷 

(3分) 

核定案件參加國際競賽或國內中央
官方單位舉行相關競賽，獲獎項者，
最高加分 3分。 

3 詳第十章 2 

 

 合計  89  

 

 

【提報作業階段】新竹市政府   機關局(處)首長：              (核章) 

【評分作業階段】水利署第   河川局    評分委員：             (簽名) 

  

備註 1：以上各評分要項，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納入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供參 
備註 2：上表各項分數合計 100分，惟其中第一項(九)僅由河川局評分會議辦理評分，故地方政府

自評分數欄位總分為 92分。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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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新竹市政府「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      ver.3 

                              自主查核表               日期：108/01/21 

整體計畫案名 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 

1.整體計畫 ■正確   □應修正 
整體計畫案名應確認一致及其內容應符合「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目標、原則、適用範圍及無用地問題。 

2.整體工作計畫書格式 ■正確   □應修正    

本工作計畫書一律以「Ａ４直式橫書」裝訂製作，封面
應書寫整體計畫名稱、申請執行機關、年度月份，內頁
標明章節目錄、章節名稱、頁碼，附錄並須檢附工作明
細表、自主查核表、計畫評分表等及內文相關附件。 

3.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整體計畫範圍、實施地點，並以 1/25000 經建版地圖
及 1/5000 航空照片圖標示基地範圍與周邊地區現況。 

4.現況環境概述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整體計畫基地現況及鄰近區域景觀、重要景點及人
文社經環境情形、地方未來發展規劃內容及生態、水質
環境現況。 

5.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完整   □應修正 

確認府內審查會議之建議事項、用地取得情形、生態檢
核辦理情形及相應之環境友善策略、召開工作說明會或
公聽會等公民參與情形、資訊公開方式等項目及府內推
動重視度(如督導考核辦理情形)等項目 

6.提報案件內容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本次申請整體計畫之內容、動機、目的、擬達成願
景目標、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已核定案件執行
情形、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等內容 

7.計畫經費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提案計畫之經費來源、需求，並述明各中央主管機
關補助及地方政府分擔款金額，及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
明。 

8.計畫期程 ■完整   □應修正    
確認用地取得情形及各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發包、
完工期程等重要時間點，以一甘特圖型式表示預定執行
進度。 

9.計畫可行性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提案分項案件相關可行性評估，例如：工程可行性、
財務可行性、土地使用可行性、環境影響可行性等，請
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10.預期成果及效益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提案分項案件預期成果及效益，例如：生態、景觀、
水質改善程度、環境改善面積(公頃)、觀光人口數、產業
發展…等相關質化、量化敘述 

11.營運管理計畫 ■完整   □應修正    
確認內容包括具體維護管理計畫、明確資源投入情形、
營運管理組織、或已推動地方認養。 

12.得獎經歷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核定案件參加國際競賽或國內中央單位舉行之相關
競賽項目、內容、成績。 

13.附錄 ■完整   □應修正 檢附上開各項目相關佐證資料 

檢核人員：    

機關局(處)首長：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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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

名稱 
新竹市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

稱 
頭前溪水系 

填表

人 
張仲佐 

工程

名稱 
 

設計單

位 
 

紀錄

日期 
108/01/21 

工程

期程 
108 年 1 月～108 年 12 月 

監造廠

商 
 

工程

階段 

■計畫提

報階段 

□調查設

計階段 

□施工階

段 

□維護管

理階段 

主辦

機關 
新竹市政府 

施工廠

商 
 

現況

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

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

及護坡照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

附件) 

工程預

算/經

費（千

元） 

 

基地

位置 

行 政 區 ： 新 竹 市        ；       TWD97 座 標   X ：                  

Y：                  

工程

目的 

「新竹左岸」區塊配置設計概念係以「主題園區」融合「綠基活動草原」作為整體

景觀與功能規劃構想主軸，達到提昇生活環境品質、保障水土資源永續利用及提供

生態與環境教育之成效。 

工程

概要 

    本計畫依規劃配合頭前溪左岸水岸高灘地朝向生態社區發展為政策主軸，達成

改善水質、提升生活環境品質、提供休閒、生態與環境教育和資源永續利用之目的，

以營造廣闊綠野，成為具人氣之最佳水岸生活綠地為主要設計構想，營造以綠色草

坪為基盤之大自然景致，並整合考量適合不同活動性質、文化休閒及市民生活，塑

造一親切且具文化氛圍之綠地活動區。其工程項目元素如下： 

1.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 

(1)  濕地特色景觀 

(2)  濱水廊道植栽 

(3)  休憩節點設置 

(4)  活力草原路網優化(第二期) 

2. 新竹左岸出入口景觀改善計畫 

(1) 古賢出入口 

附錄 3 



86 
 

(2) 柯子湖出入口 

(3) 舊港草原出入口 

預期

效益 

1. 建構頭前溪水岸灘地整體環境景觀美學，創造優質綠美化空間，提供民眾遊憩

活動空間，形塑本市成為依水而生的水岸花園城市，提升都市整體發展及增進

民眾身體機能與充實生態教育等效益。 

2. 設置引流草溝、規劃低灘漫水區、透水步道及雨水儲留槽等，可保障水土資源

以保障設計規畫區域景觀空間永續利用。 

3. 憑藉綠化植物以自然淨化方式吸收、吸附與截留空氣污染物質，進一步提昇空

氣品質降低環境污染負荷。 

4. 帶動地方休閒產業發展發展，引入國際觀光客源，帶動地方休閒產業發展發展。 

5. 改善及新設市區通往頭前溪高灘地的 7 處出入口環境，提供民眾安全、便利、

美觀的交通機制。 

6. 整合新竹左岸、漁人碼頭、17 公里海岸線及市區水系資源，規劃並設置整體導

覽系統，帶動觀光旅遊發展。 

階

段 

檢核

項目 

評

估

內

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

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

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

資料

蒐集

調查 

地理

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

物種

及重

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

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霜毛蝠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

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螢火蟲棲地                                               

  □否 



87 
 

 

生態

環境

及議

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

保育

對策 

方案

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

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

評

析、

生態

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

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

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

參與 

地方

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

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

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

公開 

計畫

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

背景

及工

程專

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

成果 

生態

保育

措施

及工

程方

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

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

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

公開 

設計

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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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

背景

及工

程專

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

保育

措施 

施工

廠商 

1.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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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

入宣導。 

     □是    □否：                                       

施工

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

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

保育

品質

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

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

參與 

施工

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

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

覆核 

完工

後生

態資

料覆

核比

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

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

公開 

施工

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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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

資料

建檔 

生態

檢核

資料

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

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

公開 

評估

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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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說明會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8 年 1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二、 會議地點：新竹區漁會簡報室 

三、 主持人：陳秘書長章賢                       記錄：楊裕閔 

四、 出列席單位人員意見： 

新竹市彭議員昆耀： 

1. 建議漁人碼頭應維持休閒觀光漁港，對於遊艇、帆船的泊位須

進行整體規劃，改善沉陷問題，請考慮西碼頭增設浮動碼頭的

可能。 

2. 舊港島日前已進行 50年防洪計畫，因此防洪部份安全無虞，期

盼舊港島可連接微笑水岸，發揚竹塹港歷史，加強觀光設施，

交通問題須納入規劃，成為觀光島。 

新竹區漁會： 

1. 漁人碼頭的確有帆船遊艇的停泊需求。 

2. 海山漁港因有定置漁場，將來會是新竹市最具特色的漁港，可

直接在漁港進出銷售，建議改善碼頭下陷問題。 

3. 很高興看到舊港島被重視，舊港島的歷史部份是否有辦法納入

規劃。 

新竹市林議員彥甫： 

1.  許多計畫包含景觀改善，市府如何考量景觀後續維護的問題，

包括人力與經費。 

2. 左岸的水質問題須改善(近東大排)，影響休憩意願。 

3. 目前提案多為硬體設施，市府應如何帶入人潮。 

4. 舊港島若成為觀光島用意甚佳，但須考量居民生活影響及交通

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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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受問題。 

新竹市吳議員青山： 

1. 古賢出入口鄰近砂石車場，須考量安全問題。 

2. 有關左岸應考量在地居民使用，如照明設置；另建議美化左岸

堤防水泥塊，且左岸指標複雜，建議統一。 

3. 舊港島的防洪與公車問題，建議一併考量置提案中。 

4. 水環境計畫中是否將漂砂問題的改善納入。 

新竹市田議員雅芳：市府應提出漂砂問題的改善方案，進行完整

規劃，並配合議員進行會勘。 

新竹市劉議員康彥： 

1. 左岸的堤後坡完工後仍有問題，建議進行設計時提前告知議員，

議員可居中協調居民意見。 

2. 建議漂沙納入第三批改善計畫。 

3. 目前浮覆地運動公園夜間照明不足，民眾使用不便。 

4. 請市府提供議員水環境計畫第一、二批次計畫執行成果之書面

資料。 

新竹市廖議員子齊：親水觀光工程香山濕地周邊當地居民與 17公

里海岸線有所阻隔，難以進入，建議規劃交通配套。 

五、 會議結論： 

感謝各位的寶貴意見，本府會請各提案單位將意見納入考量辦理修

正。 

六、 散會：上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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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說明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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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現勘及審查會議審查意見及回復 

                                                                  108年 1月 21日 

單位 審查意見 回復 

經濟部水利

署 

1.本批次提報水環境改善案

件，應為 109 年底前可完工

案件。  

2.各計畫是否符合計畫提案三

要件(已規劃完成、防洪安全

無虞及無用地問題等)，請於

計畫書中說明。另現場提供計

畫書資料請依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5 函頒規定格式及内

容辦理。  

3.為避免計畫執行過程,對生態

環境產生衝擊，請依本署 107 

年 12 月 27 日經水河字第 

10716172480 號函辦理。  

4.公民參與辦理情形，請提供

107 年 7 月以後之相關成果，

並附佐證資料，與民眾及團體

溝通，如未獲多數同意前，應

再繼續溝通至有共識。  

 

 

 

 

 

 

 

5.部分計畫無「提報階段」生態

檢核資料，或所附生態檢核資

料僅打勾無說明及相關附

件，建議除可邀請生態領域專

家學者外,亦可邀請在地民眾

與保育團體協助檢核，以強化

民眾參與。  

1.遵照辦理，本計畫預計將於

109年 6月施作完成(pp71)。 

 

2.遵照辦理已於計畫書中針對

已規劃完成、防洪安全無虞

及 無 用 地 問 題進 行 說 明

(pp72)。 

 

 

 

3.遵照辦理，為避免生態環境

產生衝擊，計畫期間，將確

實依函示規定辦理。 

 

4.遵照辦理。本計畫書於「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中，說

明本案推動期間，已積極辦

理相關公民參與活動。如 108

年 1 月 8 日召開第三批計畫

說明會，107年 10月 31日召

開工作坊公民參與會議，並

於 107 年 12 月 16 日辦理全

國河川日活動及 107 年 7 月

21日至 29日之新竹 300博覽

會等，積極持續與民眾及團

體溝通(pp32-38)。 

5.遵照辦理，依上述說明，本

計畫規畫之初已積極辦理相

關說明會、工作坊及對外活

動外邀請專家學者及民眾參

與外，後續仍將持續加強民

眾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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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目前第一、二批次已核定執行

中案件，請市府應落實「規劃

設計階段」、「施工階段」及「維

護管理階段」之生態檢核資

料，相關資料本署將列為後續

計畫考核重點。 

 

7.資訊公開辦理情形為何？相

關地方說明會、工作坊等會議

除發文外，應於官網公開，以

利民眾獲得相關資訊。另工程

執行資料亦請一併網路公開。  

 

 

 

 

 

 

8.經費合理性請再考量。另預期

效益等應以量化呈現，請一併

考量。  

 

 

9.營運管理計畫應詳述未來是

否可持續維管？相關單位為

何？每年維管經費為何？…

等，並考量企業、民間團體認

養或在地生態團體及單位進

行環境教育之可行性。 

 

 

 

 

 

 

 

 

  

6.遵照辦理，目前新竹市第

一、二批次前瞻計畫已陸續

完工或將辦理開工，後續將

加強落實計畫執行中之「規

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

及「維護管理階段」之生態

檢核。 

7.水環境計畫在規劃、執行階

段，均持續召開相關說明會

(108年 1月 8日)、工作坊民

參與會議(107年 10月 31

日)，並於 107年 12月 16日

辦理全國河川日活動，以及

107年 7月 21日至 29日之新

竹 300博覽會等，已持續加

強相關民眾參與機制，並將

相關資訊公開，以利民眾獲

得相關訊息(pp32-38)。 

8.遵照辦理，已重新研擬經費

之合理性並依實際加以調整

完畢(pp69-70)。並於預期效

益部分，盡可能以量化方式

呈現。 

9.遵照辦理，新竹市政府除了

每年皆編列 550萬元左右來

辦理高灘地維護管理工作

外，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清潔

隊每年也針對高灘地垃圾及

環境清潔工作積極處理。此

外也積極與相關 NGO團體進

行相關環境教育工作。至於

認養部分，目前高灘地認養

單位包括：新竹市滑板協會

認養滑板公園，新竹市體育

會慢壘協會認養壘球場，新

竹市活力棒球協會認養左岸

棒球場，新竹市體育會木球

協會認養木球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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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三批次提案案件，應於計

畫書中敘明第一、二批次關聯

性，並與前期亮點結合呈現，

以避免亮點分散，建議可結合

內政部城鎮之心、農委會國土

綠網…等計畫，以擴大執行成

效。  

11.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

畫： 

(1)本案提案請落實生態檢核

相關資料，並事先與在地環

境保育團體確認是否有影

響環境生態之疑慮。另相關

規劃及設計建議保留部分

河岸濱溪植生帶及複層河

畔林，維持水陸域生態廊道

之串聯，並考量鳥類等原生

動植棲息環境等納入規劃

設計，施工中避免大面積開

挖等友善生態措施。  

(2)本案相關設施施作位於河

川區域內，應考量計畫洪水

位及洪水到達區域範圍，並

依水利法相關規定辦理，且

應注意汛期之緊急應變管

理、管制、告示及疏散等措

施。  

(3)設置自行車道，非本署補助

項目，請再檢討修正並洽相

關單位爭取經費。  

(4)照明設備建議以下射式光

源為考量，平台及步道動線

規劃亦應考量避免影響生

態。  

(5)相關指示及指標設施統

一，建議貴府持續洽新竹縣

政府配合辦理。  

(pp73-74)。 

10.遵照辦理，已於計劃書中加

強敘述第一、二、三批提案

之地域關聯性，工程內容、

目前的現況，以及呈現之亮

點(pp42-48)。 

 

 

11.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

畫： 

(1)遵照辦理，本案將落實生態

檢核相關資料，不管規劃或

施工期間，均持續與在地環

境保育團體溝通聯繫以確

認環境生態的永續。河岸濱

溪植生帶將注意於施工中

避免大面積開挖，以維護濱

溪部分生態和諧及生物棲

息地的完整。 

 

 

(2)遵照辦理，本計畫將考量洪

水位，並依水利法相關規定

辦理汛期之緊急應變管

理、管制、告示及疏散等措

施。 

 

 

(3)遵照辦理，有關自行車道部

分將檢討修正，並已向內政

部體育署爭取補助執行。 

(4)遵照辦理，照明設備部分將

考量設置位置，並以下射式

光源為主，以避免影響生

態。 

(5)遵照辦理，將持續洽新竹縣

政府配合溝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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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

署第二河川

局 

1.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1)P64~65 分項工程經費部分

有缺漏，請補正。  

(2)需符合河川管理辦法等相

關規定部分，請於設計階段

時多加注意。  

1.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

畫： 

(1)遵照辦理，經費缺漏部分已

研擬補正(pp67-68)。 

(2)遵照辦理，將依河川管理辦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楊委員東霖 1.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1)目前高灘地基地內交通以

自行車為主，並藉此串聯各

景點，但大部分前來基地之

交通為小型車與機車，是否

考量以可容納容許量之車

行動線。  

 

 

(2)微笑水岸於此第三批計畫

已逐漸完備，建議以色彩計

畫及指標系統整合（包括 

LED 告示牌等）做整合及 

CIS 統一。  

1.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

畫： 

(1)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畫中

除自行車道外，已於高灘地

各主要出入口及河濱運動

公園附近規畫相關汽車、機

車專用行車動線及停車空

間，以避免與自行車道發生

交織產生危險，並提供民眾

使用。 

(2)遵照辦理，第三批計畫中有

關沿線景觀改善工程部

分，將整合全市指標系統，

另也將以色彩部分進行相

關位置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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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蔡領隊孟元 

(一) 瞻水環境計畫核定新竹市政

府辦理 10 件工作，當日簡報

僅提出頭前溪部分，建請補

充整體資料於 108/2/15 日前

提出說明。 

 

遵照辦理，已於 108/2/15 提送

整體資料至水利署。 

  

(二)簡報建議依格式從計畫整體

規劃構想內容、佈置、願景、

生態檢核等到實現構想、民眾

參與、發包施做、執行情形、

資訊公開等等說明。 

已依照其格式辦理簡報修正。   

(三)簡報生態檢核內容豐富，惟

簡報說明高灘地利用，似未達

水環境目標，如有其他關連說

明，建議再補充。 

為維護高灘地生態和諧並營

造新生荒野，在高灘地親水環

境方面，除持續與相關 NGO

團體聯繫、並召開相關工作

坊，以確認低度開發情況下，

確保各生物棲息地的完整與

不被破壞。因此，計畫執行不

管在施工前的規畫階段、施工

階段之配合及竣工後的維

管，均以營造新生荒野，並完

整維護生態棲息地為目的。 

  

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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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黃委員于玻 

(一)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細節及

相關文件應補足，檢核表配合

計畫及區域可做調整，但仍應

有完整內容，且應針對專家及

民眾之意見逐一討論，並儘量

反饋。 

 

本案生態檢核部分，業務單

位均持續與相關專家學者

及 NGO 團體聯繫交換意

見，相關文件部分會再做補

足，並逐一討論確認。 

  

(二)請注意不透水鋪面(如停車

格)面積不宜增加。 

遵照辦理。   

(三)生態環境工作坊收納重點值

得肯定，應針對各項內容確實

執行，並反饋計畫中。 

感謝委員肯定，依計畫辦理

工作坊並已持續反饋於計

畫中。 

  

(四)植栽配置請採用當地原生適

生植物，並以生態綠化佈設為

宜。 

高灘地植栽配置，將引用當

地原生種植物，並以生態綠

化方式佈設。 

  

(五)復原目標及關注物種請再重

新檢視。 

遵照辦理，計畫執行各階段

均持續注意並檢視。 

  

(六)水環境改善計畫多非水利工

程，建議採用以生態系服務為

主之計畫生態檢核，不宜使用

既有之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

評表。 

感謝指正，為計畫持續推

動，未來生態檢核自評表部

分，將研議改採生態系服務

為主之計畫生態檢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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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黃委員于玻 

(七)水環境改善目的是劣化環境

得以改善，而非環境利用。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持續注

意以生態維護的角度去改

善現有環境，確保動植物生

態棲息地之完整。 

  

(八)生態檢核僅見自評表，未有

相關附表或報告等細節，表單

填寫過於草率，無法藉此反饋

設計與施工，亦無相關生態專

業人員協助，應速提升輔導團

本項作業能力。 

感謝委員指正，嗣後不管在

施工前的規畫階段、施工階

段之竣工後的維管階段，均

確實配合生態檢核所列自

評資料，確實填寫及執行，

以利反饋於設計及施工當

中。並請生態專業人員協

助，以提升自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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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林委員煌喬 

(一) 新竹市政府所提前瞻基礎建

設水環境改善計畫，運用水

環境作為城市治理的重要策

略，秉持「還地、讓道、克

己、共享」的核心價值，以

環市水環境為基礎，發展成

開放式的水環境城市，完整

勾勒出「外有微笑水岸，內

有步行城市」的新竹市水環

境願景，兼其說服力、可行

性及理想性，殊值可採，建

議可列為他縣市觀摩對象。 

 

感謝委員肯定。 

  

(二) 惟新竹市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水環境改善計畫兩批次獲核

定 3 大計畫 10 項工程，目

前辦理情形尚有 2 項工程已

逾預定完工期限，仍請努力

克服困難，儘速完工。 

遵照辦理，目前已積極趕工

當中。 

  

 

  



103 
 

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林委員煌喬 

(三) 頭前溪橋下簡易綠美化硬體

建設或可快速看到成果，然

而後續營運管理則需長期且

持續的挹注人力與經費，建

議積極推動認養工作，(惟應

注意勿被認養團體獨佔認養

場所)，滾動式檢討並編列足

夠維護管理經費，確實落實

相關維護管理工作，以彰顯

成效及延長設施之使用期

限。 

 

遵照辦理，有關維護管理方

面，高灘地除了編列預算

(約 550 萬元/年)委請廠商

辦理割草修木、廁所清理

外，環保局亦派清潔隊定時

前往清除垃圾，並積極請認

養單位協助清理環境，以及

與 NGO團體合作辦理相關環

境維護、淨灘等活動。未來

將更加強交通系統、監視系

統及網路資訊平台等維護

管理工作，以彰顯高灘地相

關成效。 

  

(四) 民眾參與僅採工作坊及說明

會方式辦理，仍請建議公

開、互動式之長期性溝通平

台及社群網站，以充分即時

掌握民眾的意見；此一平台

甚可進一步發展成環境教育

及生態活動之廣宣介面，以

推動民眾愛水之意識。 

高灘地除已積極建置交通

系統外，並於水環境計畫中

申請建置監視系統及網路

資訊平台等維護管理工

作，除政令宣導外，將更積

極推動相關生態資訊、民意

信箱、環境教育等及生態活

動之廣宣介面，以推動民眾

知水更愛水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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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林委員煌喬 

(五) 生態檢核情形，尚稱合宜，

請將所有計畫各階段辦理生

態檢核執行情形及具體結果

等相關文件全部上網公開，

俾能達到資訊公開及行銷的

目的。 

 

遵照辦理，未來市府將配合

設置高灘地資訊平台，除將

計畫相關資訊文件上網公

開外，並積極推動政令宣

導、生態資訊、民意信箱、

環境教育等及生態活動，以

加以廣泛宣導，達到生態行

銷的目的。 

  

(六) 為符水與環境建設計畫目

的，請再加強本案(現勘工程)

與水環境改善之連結，尤其

工程推動前後之差異，以及

改善後之亮點。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加強與

水環境目的改善之連結，並

加強於工程推動前後之差

異以及改善後之亮點。並加

強廣泛宣導，凸顯水環境生

態之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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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宋委員伯永 

(一)簡報內容呈現大綱架構尚簡

明，但內容明確度稍差。 

 

感謝指正，已辦理修正簡

報，並於 108/2/15 提送簡報

至水利署。 

  

(二)新竹市頭前溪橋下簡易綠美

化計畫之「頭前溪南岸棒球

運動公園新建暨周邊景觀優

化工程」、「新竹左岸頭前溪

二十張犁環境改善工程」皆

有工程變更，未說明緣由。 

新竹市頭前溪橋下簡易綠

美化計畫之「頭前溪南岸棒

球運動公園新建暨周邊景

觀優化工程」、「新竹左岸頭

前溪二十張犁環境改善工

程」，考量民眾前往棒球場

及滑板場等各運動設施之

可及性及便利性，遂辦理相

關工程變更，工程變更均考

量未侵犯動植物生態棲息

地，並維護生態環境之完整

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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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宋委員伯永 

(三)南岸棒球運動公園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完工，但二十張犁

環境改善工程預定於 107 年

11 月 29 日完工，因故展延，

未說明緣由。 

 

本計畫二十張犁環境改善

工程原預定於 107 年 11 月

29 日完工，惟考量與棒球運

動公園在整體景觀上之共

通性與和諧，並維護生態棲

息地之完整與和諧，遂進行

部分工程變更，以利高灘地

河濱運動公園在景觀和諧

度上，能達到一致性，且工

程變更均考量未侵犯動植

物生態棲息地，並維護生態

環境之完整與和諧。 

  

(四)營運管理計畫及民眾參與機

制要依工程案件分別列出。 

遵照辦理，有關維護管理及

民眾參與機制方面，高灘地

除了編列預算(約 550 萬元/

年 )委請廠商辦理割草修

木、廁所清理外，環保局亦

派清潔隊定時前往清除垃

圾，並積極請認養單位協助

清理環境，以及與 NGO 團

體合作辦理相關環境維

護、淨灘等活動。未來將更

加強交通系統、監視系統及

網路資訊平台等維護管理

工作，以彰顯高灘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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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宋委員伯永 

(五)生態檢核有討論會，但要呈

現檢核表內容。 

 

遵照辦理，嗣後討論會將一

併呈現檢核表內容。 

  

(六)工程查核及督導情形，有關

查核亦要列入說明。 

遵照辦理，嗣後工程查核及

督導情形內容，亦將一併呈

現並加以說明。 

  

(七)二十張犁環境改善工程因滑

板美國進口，何時到達裝製？

有否預定行程?請掌握期程。 

二十張犁環境改善工程滑

板自美國進口，已於 108 年

2 月初到達台灣，並即時加

裝佈設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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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汪委員靜明 

(一)以市為單位，成立跨局處平

台，由秘書長室及副縣長出

面整合水環境建設相關之水

利單位、環保單位，值得肯

定及持續追踪。 

 

感謝委員肯定。 

  

(二)簡報說明整體規劃藍圖，頗

宏觀得宜，惟書面資料未提供

及整合，請補正。 

感謝委員指正，有關計畫書

書面相關資料，亦將配合並

進行整體規劃及整合等工

作。 

  

(三)水環境建設含括水與環境，

建議以流域水系及其周遭相

關生態環境之建設為範疇及

聚焦。現勘選擇棒球場運動公

園新建工程，其與水環境改善

關聯應有說明。 

水環境建設含括水與環

境，本計畫應帶領各委員就

整體性進行介紹，以確實了

解水與環境之間的關聯

性。惟本次現勘因主辦單位

誤解，以為只是水環境第一

批計畫之成果介紹，後續已

請其他主辦單位補充資料

供參，造成誤會敬請委員見

諒。 
 

  

 

  



109 
 

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汪委員靜明 

(四)有關新竹頭前溪在生態環境

議題探討上，有將頭前溪分為

保護區、環境教育區、新生荒

野區、緩衝區、人為活動區等

5 個使用分區，建議在建設適

當處設置標示解說牌，增進民

眾對流域水環境改善部分有

整體宏觀了解。 

 

遵照辦理，水與環境第二批

計畫，去年底已決標之新竹

市沿線景觀改善計畫，預計

近日將開工施作，其主要施

工工項為導覽標示牌等，未

來將配合就保護區、環境教

育區、新生荒野區、緩衝

區、人為活動區等 5 個使用

分區研議進行設置標示，讓

民眾對高灘地有完整的認

識與了解。 

  

(五)有關生態環境議題之現地探

勘，專家訪談工作坊等推動執

行，亦應收斂於生態檢核表詳

實填報，並提出因應生態保育

措施。 

遵照辦理，為提升水與環境

整體計畫在生態方面之推

動，未來在現地探勘及專家

訪談工作坊上，將推動收斂

於生態檢核表詳實填報，並

提出生態保育方面相關措

施。 

  



110 
 

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水利署黃工程司惠欽 

(一) 本次訪查成績及計畫成果，

後續將納入未來各縣市提案

核定評比機制及增減補助經

費之參考。 

 

遵照辦理。 

  

(二) 為避免計畫執行過程,對生態

環境產生衝擊，請依本署

107.12.27 日 經 水 河 字 第

10716172480 號函辦理。 

遵照辦理。   

(三) 第三批次提案日期已展延至

3 月 24 日前提報，未來計畫

將分兩階段辦理，第一階段

將要求地方政府先完備生

態、環境等各項基本資料調

查，確實做好民眾參與及溝

通工作，並完成水質改善及

生態保育工作後，第二階段

再辦理設施改善。爰請市府

於計畫各階段(提案階段、調

查設計階段、施工階段、維

護管理階段)，盤點轄區內關

切之環保團體、非政府組織

及保育類等關鍵物種，並確

實落實執行生態檢核、民眾

參與及資訊公開等相關工

作。 

遵照辦理。於計畫各階段，

盤點轄區內關切之環保團

體、非政府組織及保育類等

關鍵物種，並確實落實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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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水利署黃工程司惠欽 

(四) 生態檢核之格式，並非每個

工程皆為水利工程，建議依

本署格式，再依個案及生物

特性訂定及調整適合各計畫

之生態檢核表格式，並落實

執行辦理。 

 

遵照辦理，有關生態檢核表

部分，將依水利署格式，再

依個案及生物特性訂定及

調整適合各計畫之生態檢

核表格式辦理。 

  

(五) 建議市府應建立相關審核機

制，確實將生態檢核成果表

中所建議之迴避、縮小、減

輕及補償等保育策略及措

施，落實於提案、調查設計、

施工及維護管理等各階段確

實納入參採。 

遵照辦理，未來將研擬成立

環保局局內審核推動平

台，配合生態檢核表與計畫

推動情形，以確實落實各項

計畫於調查設計、施工及維

護管理等各階段執行情形。 

  

(六) 公民參與之辦理，建議應由

下而上，相關成果請附佐證

資料，且與民眾及環保團體

溝通，如未獲多數同意前，

應再繼續溝通至有共識才提

案，爰建議市府可先就預訂

辦理之年度計畫工程，事先

詳細規劃公民參與之期程及

預訂完成工作內容，以利後

續本署啟動提案程序時，配

合規定時程提報辦理。 

遵照辦理，將研擬公民參與

由下而上之推動機制。另本

局將持續與民眾或各 NGO

團體溝通，就各項計畫取得

共識後據以辦理。此外，高

灘地未來將針對水與環境

第三批各項計畫在公民參

與方面事先研提各項期程

及預訂完成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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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水利署黃工程司惠欽 

(七) 查目前市府公開網頁，尚無

水環境計畫資訊公開頁面，

建議應盡速辦理，並建議可

於首頁加入快捷鍵頁面，以

利民眾查詢。另資訊公開內

容建議如核定計畫案件、內

容、經費、期程、辦理相關

地方說明會、工作坊等會議

及工程執行資料及願景圖

等。 

 

遵照辦理，未來環保局將配

合設置高灘地資訊平台，除

將計畫相關資訊文件、說明

會、工作坊上網公開外，並

積極推動政令宣導、生態資

訊、民意信箱、環境教育等

及生態活動，以加以廣泛宣

導，達到生態行銷的目的。 

  

水利署蔡工程司宗翰 

(一) 所核列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

建設(水與環境)計畫項下各

工程，執行進度是否如預

定，未補充說明，建請列表，

並請貴府落實進度管制。 

 

水與環境各項計畫之工程

期程，將配合執行進度與以

調整，以符實際。 

 

  

(二) 各核定工程受督導、查核結

果，考列乙等情形偏多，請

貴府加強督促提升施工品

質。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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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 年 1 月 30 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綜合結論 

各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請受

訪單位改善，並於 108 年 4

月 1 日前改善完妥，同時將

改善辦理情形及照片彙整成

冊，函送經濟部並副知其他

參與訪查部會辦理結案。 

 

遵照辦理。 

  

主辦機關 

                           （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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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提案-生態環境工作坊會議紀錄 

一、 現勘及會議時間：民國 108 年 3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二、 現勘及會議地點：本府第二會議室 

三、主持人：林科長鎮榮                                  記錄：楊裕閔 

四、 出列席單位人員意見：  

1. 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李雄略教授  

(1) 芒草為台灣畫眉及鷦鶯築巢的地方，不要過度清除。 

(2) 若有涉及農地應注意，留有田園景觀可輔導有機農業。 

楊樹森教授 

(1) 濕地改善的特色目標要先確認，螢火蟲護育和棲地營造必須徹底結

合，否則不易成功。 

(2) 改善工程和親水關係的結合很少，水環境本身和溪流關係太弱。 

(3) 保留河川兩側生態廊道是本計劃在設計時非常重要目標。塑造河川

兩側的自然棲地廊道，河川本身生物能夠自由移動的廊道。例如魚

蝦類的迴游。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海濱組 張登凱組長 

(4) 螢火蟲護育地段需避開光害，若光度大需用植栽遮避，先護育環境

在護育食物。 

(5) 河道不該開放農作、農藥肥料污染水質，危害生態。 

(6) 草原改善計畫自然留給自然處理，要改變需選對品種。 

附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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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保護協會  劉月梅理事長  

(1) 維護管理部分應注意。 

(2) 依目前狀況做最小的使用。 

計畫綜合結論： 

(1) 現有芒草區域為鳥類築巢之處，需審慎規劃植栽配置與替換種類。 

(2) 不建議保持現有土地租借為農田，或應全面輔導農民改為有機農

法。 

(3) 若欲於千甲里復育螢火蟲，需注意光害與照明，以及營造欲復育種

類所需特定環境。 

(4) 濱水綠帶與自行車道的關係應不完全阻隔。 

(5) 加強環境教育的規劃。 

(6) 生物移動廊道的建置。 

(7) 道路方向標示的設置。 

(8) 濕地景觀營造前需先進行確切定位。 

(9) 建議須同時提及優勢與劣勢，劣勢的因應對策也應列為計畫內容。 

2. 新竹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畫：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李雄略教授  

(1) 沙丘已穩定不要再開發。 

(2) 漁港為高度開發區，若有涉及填海應確實，才不會有塌陷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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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樹森教授 

(1) 碼頭工商使用區的排水收集系統應當最優先處理，避免造成港區污

染。 

(2) 海山漁港施工的必要性請重新考慮。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海濱組 張登凱組長  

(1) 南港賞鳥區棲地管理維護需加強，如水池深度需符合鳥所需，淤泥

需清理、池內紅樹林及過多的雜草需清理，不然池面會縮小。 

(2) 海山港廢棄漁網、廢棄船堆置，影響景觀。 

(3) 攤販進駐佔停車位，製造髒亂，需管理規範。 

荒野保護協會  劉月梅理事長  

主要為風與沙的問題。 

計畫綜合結論： 

(1) 須考量環境承受力，如環境廢水問題。 

(2) 海山漁港建設的必要性需整體評估。 

(3) 與業者溝通或販賣機制的重新建立也可能改善目前問題。 

(4) 風砂方位的整體考量與船舶位的檢討。 

(5) 防風林的補植有其必要性，須注意現有防風林內的 200隻流浪犬問

題，避免過度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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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竹 17公里海岸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李雄略教授  

金城湖東側有苦楝，植栽部分需考量耐風性。 

楊樹森教授 

(1) 設計施工請考慮螃蟹向海遷移的路徑，不要造成阻隔。 

(2) 港南運河水源，可選擇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海濱組 張登凱組長  

(1) 水資源步道欄杆建議不要拆，因護岸石磨大空隙多，人員易跌落，

石頭護岸有防浪護坡功能，建議維持原樣式，該處大石頭是很好的

地質教育題材。 

荒野保護協會  劉月梅理事長 

(1) 環保公園規劃之生態池須留意其實際功能與定位是否與預期相符。 

(2) 環保公園的沙該如何處置。 

計畫綜合結論： 

(1) 環保公園規劃之生態池須留意其實際功能與定位是否與預期相符。 

(2) 水資中心前的石岸為地質教育良好珍貴之場域。 

(3) 建議不取消水資中心前之欄杆。 

(4) 建議進行客雅溪北側紅樹林之清除。 

(5) 港南運河水質問題若改善，金城湖也將受惠，可考慮利用水資中心

處理完成的水為水源，並將金城湖清淤列入後續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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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港南運河水質問題來自港北地區，建議進行整體調查評估。 

(7) 風大缺水區域可考慮使用特殊因應方法，增加土壤保水度，如環保

公園。 

4. 青草湖周邊景觀改善與清淤工程：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李雄略教授  

(1) 青草湖賞鳥區鳥島須獨立，以利鷺科鳥類繁殖。 

(2) 青草湖周邊應有 鶇科鳥類。 

(3) 落雨松為外來種，應依地域氣候性栽植樹種。 

楊樹森教授 

(1) 建議移植流蘇樹、風箱樹、穗花棋盤腳，水面浮牀移植四季草花。 

(2) 湖水是很重要指標，湖水如何維持乾淨程度是計畫的重點。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海濱組 張登凱組長 

(1) 植栽栽種要考量植物環境適應，水邊種水杉，陽光充足處可種風鈴

木。 

(2) 布袋蓮有淨化水質功能，但不能全區覆蓋反而會污染水質，用浮管

作框區隔，定時疏伐。 

荒野保護協會  劉月梅理事長 

水質淨化的問題，布袋蓮為除汙植物，但須管制，並定時疏伐。 

計畫綜合結論： 

(1) 須整體定位青草湖公園功能，再進行規劃，如定位為都會公園或是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NHXL_zh-TWTW706TW820&q=%E9%B6%87%E7%A7%91%E9%B3%A5%E9%A1%9E&spell=1&sa=X&ved=0ahUKEwium8anvb_hAhWMIqYKHU5rAF0QkeECCCg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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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公園等。 

(2) 建議依地域氣候性栽植樹種，如楓香、流蘇等，避免跟隨潮流或單

一非原生種的大量栽植。 

(3) 可考慮採用曝氣、浮床式花台等淨化水質方法，增加水體自淨力。

布袋蓮的種植有幫助，但生長範圍需限制並定期疏伐。 

(4) 建議進行整體環境調查，如湖底生態。 

(5) 可考慮區域性保留原始狀態，指認特殊物種如通草，並與當地相關

團體合作。 

(6) 停車與交通動線的梳理改善。 

(7) 建議與上游新竹縣合作。 

5. 會議綜合結論： 

1. 請本府各單位後續依照專家所提之意見辦理提案計畫修正。 

2. 未來案件執行過程，施工前會將生態專家的意見納入或建議參採，並

於施工中及施工後持續召開生態專家工作坊進行討論。 

6. 散會：下午 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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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提案-生態環境工作坊會議 

審查意見及回復 
工作坊時間：108年 3月 14日 

單位 審查意見 回復 

社團法人新

竹市野鳥學

會 李雄略

教授 

1. 芒草為台灣畫眉及鷦鶯築巢

的地方，不要過度清除。 

2. 若有涉及農地應注意，留有田

園景觀可輔導有機農業。 

1.遵照辦理，工程施作時注意

不過度清除。  

2.遵照辦理。輔導高灘地農地

之農民有機農業耕作方式。 

 

楊樹森教授 1. 濕地改善的特色目標要先確

認，螢火蟲護育和棲地營造必

須徹底結合，否則不易成功。 

 

2. 改善工程和親水關係的結合

很少，水環境本身和溪流關係

太弱。 

 

3. 保留河川兩側生態廊道是本

計劃在設計時非常重要目

標。塑造河川兩側的自然棲地

廊道，河川本身生物能夠自由

移動的廊道。例如魚蝦類的迴

游。 

1. 遵照辦理，已委請專家學者

現地勘查，確認螢火蟲棲地

範圍，並加強後續棲地復育

方面工作。 

2. 將持續邀請專家學者，加強

工程與水環境之間的關聯

性，以期生態與親水之間創

造亮點。 

3. 持續邀請專家學者，針對河

川兩側的自然棲地廊道，塑

造生態棲地及物種復育的

工作。 

荒野保護協

會新竹分會

海濱組 張

登凱組長 

1. 螢火蟲護育地段需避開光

害，若光度大需用植栽遮避，

先護育環境在護育食物。 

 

 

2. 河道不該開放農作、農藥肥料

污染水質，危害生態。 

 

3. 草原改善計畫自然留給自然

處理，要改變需選對品種。 

 

1. 遵照辦理，已委請專家學者

現地勘查，確認螢火蟲棲地

範圍，後續將加強注意復育

環境地點光害的避免及食

物的提供。 

2. 遵照辦理，高灘地區將特別

注意避免農藥肥料，以免污

染水質，危害生態。 

3. 遵照辦理，草原改善計畫方

面，後續將持續注意品種之

選擇。 

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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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保護協

會  劉月梅

理事長 

1. 維護管理部分應注意。 

 

 

 

 

 

 

 

 

 

 

 

2. 依目前狀況做最小的使用。 

 

1. 有關維護管理方面，市府除

了逐年編列預算(約 550 萬

元/年)委外辦理割草修木

及廁所清理外，環保局亦派

清潔隊定時前往清除垃

圾，並由認養單位協助清理

環境，以及與 NGO團體合作

辦理相關環境維護、淨灘等

活動。未來將更加強交通系

統、監視系統及網路資訊平

台等維護管理工作，以彰顯

高灘地成效。 

2. 本案將以極低度發的方式

處理，避免人類影響到生態

物種棲息地的完整。 

計畫綜合結

論 

1. 現有芒草區域為鳥類築巢之

處，需審慎規劃植栽配置與替

換種類。 

2. 不建議保持現有土地租借為

農田，或應全面輔導農民改為

有機農法。 

3. 若欲於千甲里復育螢火蟲，需

注意光害與照明，以及營造欲

復育種類所需特定環境。 

 

4. 濱水綠帶與自行車道的關係

應不完全阻隔。 

5. 加強環境教育的規劃。 

 

6. 生物移動廊道的建置。 

 

 

7. 道路方向標示的設置。 

 

1. 遵照辦理，施工時審慎注

意。 

 

2. 現有高灘地農田部分，將告

知農民注意及全面輔導農民

改為有機農法。 

3. 遵照辦理，後續螢火蟲復育

工作時將特別注意光害與照

明事項，以利營造復育環

境。 

4. 遵照配合辦理。 

 

5. 已於工程工項中加強環境教

育設施的規劃與設計。 

6. 遵照辦理，後續於施工當中

將注意生物移動廊道的建置

或維持。 

7. 工程工項中，以針對道路方

向進行標示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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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濕地景觀營造前需先進行確

切定位。 

9. 建議須同時提及優勢與劣

勢，劣勢的因應對策也應列為

計畫內容 

 

8. 遵照辦理，施工前將先定

位，以利濕地景觀之營造。 

9. 遵照辦理，將優勢與劣勢，

同時列入計畫內容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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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北二區工作坊審查意見及回復 

工作坊時間：108年 3月 20日 

單位 審查意見 回復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林務局新

竹林區管理

處 

1.本次各單位提報計畫如屬整

體景觀營造類，建議可加強水

岸造林(植生)比例，藉此串連

破碎棲地。 

2.建議嗣後仍請一併提供與會

行政單位相關詳細計畫資料

(如：生態檢核成果為何?)，

以利檢視。 

3.相關水環境改善工程如涉及

國有林地，請需地機關依森林

法提出申請(如：新竹縣牛埔

溪水月意象整體景觀營造工

程、桃園富林溪水環境計畫

等)。 

1.本計畫並無整體景觀之營造

計畫。 

 

 

2.遵照辦理，生態檢核成果已

併入規劃設計研擬。 

 

 

3.本計畫並無涉及國有林地。 

楊委員嘉棟 1.人工濕地的淨化能力會與植

物種類、配置、季節、生長狀

況有關，所以要有相關的學理

為依據，來加以設計配置，經

營管理計畫尤其重要，以免喪

失原有功能。 

2.計畫書中P.53的長穗木、翠蘆

莉及P.54布袋蓮、水金英等物

種為外來入侵種或具入侵潛

力的外來種，不宜採用。 

 

 

 

3.P.57圖中與表格不符，長穗木

及提湯菊為具有入侵潛力的

外來種。 

 

 

 

1.高灘地之溪埔子人工溼地與

柯子人工溼地在設計之初，

均經過專業評估與規畫，以

期達到原有規畫之功能。 

 

 

2.感謝指正，已與市府顧問團

研議取消長穗木、翠蘆莉、

布袋蓮、水金英，並改以台

灣澤蘭、台灣百合、龍船花、

玉葉金花、華八仙、野牡丹、

穗花棋盤腳、野薑花、月桃

等其他原生物種代替。 

3. P.57圖為誤植已改正，將研

議取消長穗木及提湯菊，並

研議以台灣澤蘭、台灣百

合、龍船花、玉葉金花、華

八仙、野牡丹、穗花棋盤腳、

野薑花、月桃等其他原生物

附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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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態檢核的表格要補齊。 

種代替。 

4.遵照辦理，生態檢核表格補

齊。 

呂委員學修 1.舊港島屬於頭前溪河川區

域，二河局現已投入四千多萬

辦理環島護岸環境改善工

程，市府除了出入口以外，第

三批應納入整個島區的環境

營造，將公有空地零亂部分加

以整理綠化。 

2.頭前溪左岸頭前溪橋下，二河

局好不容易將數十年來的違

章拆除，請市府應在環境營造

前瞻計畫完成後，做好維護管

理工作，在堤防上做高速滑板

構造物應符合水利法、河川管

理辦法。 

1.舊港島景觀營造計畫目前暫

時取消，預計將於第四批計

畫提出申請，也期望委員的

肯定與支持。 

 

 

 

2.有關維護管理方面，市府除

了逐年編列預算(約550萬元

/年)委外辦理割草修木及廁

所清理外，環保局亦派清潔

隊定時前往清除垃圾，並由

認養單位協助清理環境，以

及與 NGO 團體合作辦理相關

環境維護、淨灘等活動。未

來將更加強交通系統、監視

系統及網路資訊平台等維護

管理工作，以彰顯高灘地成

效。另滑板場本身為因應水

利法，設備已改為可拆卸式

裝置，或設施高度低於 50公

分。 

李委員賢義 1. 新竹市政府所提五項水環境

計畫，宜注意日後相關維護管

理問題，於工程規劃設計時，

以簡單、易維管(營管)為主。 

 

 

 

 

2.公民參與及水利生態檢核給

予肯定，以提高計畫之可行

性。 

3.資料建議請裝訂成書冊，且部

1.遵照辦理，市府在高灘地維

護管理方面已委請廠商辦

理環境清潔、環保局亦派清

潔隊進行垃圾處理、認養單

位環境維護、NGO 團體合作

及網路監視資訊平台的建

置，讓高灘地未來之維護管

理更具效益。 

2.感謝委員肯定。 

 

 

3.遵照辦理，資料將裝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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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圖說建議採用彩色呈現。 

4.P.42表2第一、二批次內容表

中，請補充辦理情形及預期效

益。 

5.P.71計畫期程內容中，因目前

期程已延宕，請重新修正各項

期程。 

6.P.72預期成果及效益，請採用

量化方式呈現。 

7.P.75汛期管理維護內容中提

及，…將於各路口設置監視系

統，請問其經費來源為何?建

議可協調介接警察局及里內

監視系統。 

8.P.77得獎經歷內容中，應以實

際參加比賽得獎狀況做說

明，請補正。 

冊，並以彩色呈現。 

4.遵照辦理，補充辦理情形及

預期效益。 

 

5.遵照辦理，修正期程。 

 

 

6.遵照辦理，相關成果效益，

以量化方式呈現。 

7.汛期管理之路口監視系統，

相關經費已納入第三批計畫

中，請中央惠予補助。 

 

 

8.新竹 300 城市博覽會，環保

局以新竹左岸棒球場及滑板

公園作為這次微笑水岸之展

覽作品，參展期間也普遍獲

得民眾的稱許。 

黃委員于玻 1. 在提案前置作業階段即應邀

集公民團體進行現勘。 

 

 

2. 保留並回復在地環境特色。 

 

 

 

 

3. 公民提案與參與機制的建立。 

 

 

 

4. 目標和作法應該要區分清楚

並確實評估。 

 

5.應編列維護管理經費。 

 

 

1.遵照辦理，嗣後計畫在提案

前，將邀請公民團體進行現

勘並表示意見，以利計畫修

正。 

2.遵照辦理，已研擬計畫執行

後，保留高灘地原有特色，

並活絡在地景觀，以提昇高

灘地綠美化、水質淨化植栽

和景觀之營造。 

3. 遵照辦理，嗣後將就可行性

評估與擴大公民參與提早

跟在地居民溝通，使計畫之

行政流程更加順暢有效。 

4.遵照辦理，已確認目標限縮

為親水環境與休憩空間，為

本計畫規劃和參考的方向。 

5.有關維護管理方面，市府除

了逐年編列預算(約 550萬元

/年)委請廠商辦理割草修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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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案必須有流域整體環境復

育前瞻的思維，計畫必須考量

整體架構與長期規劃。 

 

 

7.新竹市、苗栗縣等政府規劃報

告中，預計栽種植栽多為外來

種，相關團隊應重新檢視其栽

種植栽是否符合當地原生種

植栽。 

8.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對

於後續追蹤管理恐有遺漏或

疏失；可參考「水庫集水區工

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 」

之附件一內容，補充各階段主

附表內容包含主表、現勘紀錄

表、生態評估分析表、民眾參

與紀錄表等表格，加強說明執

行生態檢核過程之紀錄。 

9.部分案件無提供快速棲地生

態評估表資料，可參考「水庫

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

考手冊 」之附件三河溪棲地

評估指標，以物理性因子評估

河溪環境變化狀況，可量化比

較施工前中後環境變化程

度，以評估友善對策之成效。 

10.生態檢核所執行之生態調查

工作，須優先進行工區鄰近環

及廁所清理外，環保局亦派

清潔隊定時前往清除垃圾，

並由認養單位協助清理環

境，並持續與 NGO 團體合作

辦理相關環境維護、淨灘等

活動。未來將更加強交通系

統、監視系統及網路資訊平

台等維護管理工作，以彰顯

高灘地成效。 

6.遵照辦理，未來計畫提案將

確實思考整體架構與長期規

劃，並以頭前溪整體生態景

觀環境作為計畫的主要思

維。 

7.感謝指正，已與市府顧問團

研議計劃書內容，將調整部

分外來種(長穗木、翠蘆莉、

布袋蓮、水金英)，並改以其

他原生物種代替。 

8.查頭前溪高灘地本身並不屬

河川、水庫集水區，未來仍

將加強相關現勘紀錄表、生

態評估分析表、民眾參與紀

錄表等表格，以強化生態檢

核紀錄。 

 

 

 

9.因頭前溪高灘地本身並不屬

河川、水庫集水區，未來仍

會加強重新檢視，量化比較

施工前中後環境變化程度，

以評估對策成效。 

 

 

 

10.遵照辦理，嗣後有關生態檢

核部分，將同時進行工區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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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文獻蒐集背景資料，判斷

可能潛在之關鍵物種，並考量

工程特性及開發行為，進行現

勘調查後擬定保育對策，保育

對策須納入施工階段追蹤事

項。 

11.針對汙染嚴重之水體，需優

先進行源頭水質改善、阻絕汙

染物進入；親水公園或休憩設

施應可為次要工程選項。 

 

近環境之文獻蒐集背景資

料，判斷可能潛在之關鍵物

種，考量工程特性，並擬定

保育對策，以納入施工階段。 

 

 

11.經查頭前溪水質基本上為

輕度汙染，後續將持續注

意，以作為未來各工項執行

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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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評分會議 

審查意見及回復 
    會議時間：108年 4月 3日 

單位 審查意見 回復 

經濟部水利

署 

1. 頭前溪左岸部分，前已於第

一、二批次核定 5 件分項案

件，共補助約 1.9億元辦理河

岸環境改善，本次再提 2件分

項案件，經費補助需求又高達

1.4億元，惟辦理位置分散且

似乎與前批次各案多有重

疊，又辦理內容多為入口意象

改善、濱水廊道植栽等，所需

補助經費高達 1.4億元，請就

其效益性、必要性、經濟性等

面向再考量。 

2.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係以辦

理水岸環境改善，輔以必要之

周邊水岸廊道串聯以達其目

的，非以辦理自行車系統完善

發展為主，請市府應從親水空

間營造並減少設施角度規劃

相關，請再確認執行內容並依

實際修正相關用詞。 

1. 左岸工程第三批的主要計

畫內容在於第一、二批計畫

的「延伸」的工作，並且讓

一、二批計畫可產生互助效

果，進而達到高灘地更大的

亮點。這三批計畫的範圍、

內容並沒有重複，就其生態

效益性、必要性、整體經濟

性，實有其必要性。 

(p.46-47) 

 

 

2.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主要

以「生態」作為最大考量，

在不影響生態棲地情況

下，配合景觀及現地環境的

改善。至於自行車系統的串

聯設置，主要即在不影響生

態棲地環境下，提供民眾親

水空間，讓民眾在騎乘自行

車時，更能了解生態環境的

重要以及對生態的尊重。 

溫委員清光 1. 新竹左岸大部分屬於景觀，改

善和塑造人為景觀的工程。工

程完工後將會造成過度的人

工化，改變原有生態，所幸在

頭前溪口設置頭前濕地，補償

過度人工化的問題。 

 

1.新竹左岸第一、二批計畫，

較偏屬人為景觀相關設計，

本次第三批計畫則為前兩批

計畫之延伸計畫，以生態為

最主要考量，在不影響生態

棲地情況下，配合景觀及現

地環境的改善，以期達到高

灘地更大的亮點。 

詹委員明勇 1. 今年度共提 12.5 億左右的工

程預算，連同例行性的公務預

算，新竹市政府宜補充論述未

1. 新竹市政府所提四件水環

境計畫，均具有優秀規劃設

計人力，市府亦積極邀請相

附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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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各項計畫的執行能力。 

 

 

 

 

 

2. 第三梯次四個整體計畫理當

由新竹市府綜整內容後，再行

提送。目前四本計畫書之內容

架構各不相同，詳細度也不一

致，顯見提案的市府仍以各單

位自我執行主軸，沒有統籌性

的橫向協調。 

3. 到目前為止堤後坡二期、橋下

綠美化理應完工，簡報上尚未

顯示完工情形。 

4. 提報計畫(p.75)未來植栽的

示意圖預留中間 0~2m 的緩衝

帶在植生專業上考量是否合

宜，請再研議。 

 

5. 「水岸廊道景觀計畫」的主

軸，若申請單位能把本計畫和

「還地、讓道、克己、共享」

的價值相互勾稽便有助於未

來預算爭取之論述。 

 

 

 

6. 「左岸出入口景觀計畫」由

(p.93)頁的預算內容來看約

有 50%左右是車道改善，這類

工程和「前瞻」的空位尚有距

離，列為水利署之署理計畫亦

稍有不妥。 

關生態專家學者、NGO 團體

等，在不影響生態棲地情況

下，配合景觀及現地環境的

改善，讓民眾更能在親水環

境下，體認到生態環境的重

要性。 

2. 遵照辦理，調整四本計畫書

之整體內容架構，以利統整

性。 

 

 

 

 

3. 遵照辦理，工程進度將在簡

報上一併呈現。 

 

4. 緩衝帶之設置，主要在於現

地上存有水圳路，為自行車

道整體考量，於兩側自行車

道中規劃緩衝植生帶，以符

實際。(p.51) 

5. 水岸廊道景觀計畫的主

軸，即是要讓左岸高灘地真

正達到「還地、讓道、克己、

共享」的價值與特性。而本

次第三批的計畫內容，也是

以這個主要的價值，來做為

計畫的宗旨，凸顯出計畫的

亮點。(p.9) 

6. 為增加民眾進出市區與高

灘地的通道，讓民眾能更加

了解水環境及增加親水空

間，市政府遂提出本項計畫

之申請。而「左岸出入口景

觀計畫」內容主要即是為改

善出入口車道環境而進規

劃計，與全國水環境計畫的

宗旨相符。(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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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委員柏宏 1. 新竹市提案以「水環境」到「微

笑水岸」為出發提出水環境作

為城市治理策略，有整體規劃

架構，分期分區執行，並由市

長召集專業專家學者共同討

論，逐步落實執行，值得其他

單位參考學習。 

2. 民眾參與的過程與不同執行

策略，也值肯定。但在提案前

與民間團體的二次生態環境

工作坊均為全部計畫提案前

討論，日後各別計畫仍應邀集

民間團體在細部設計中，繼續

溝通討論。 

3. 新竹市政府的提案及執行過

程均有示範性，應在市政網址

上做為水環境資訊公開的專

欄，提供民眾與其他單位參

考。 

 

4. 從簡報資料呈現頭前溪(新竹

左岸)經第一批、第二批及第

三批已經全部完成執行，同樣

新竹漁人碼頭及新竹 17 公里

是否也經本次提案補助執行

後，是否也全數完成。而下一

批次是在後續建議與結論中

所述三處客雅溪口、鹽港溪口

及舊港島。 

5. 新竹左岸水環境，頭前溪左岸

的物種棲地保存或復育應更

細緻操作，且可以環境教育來

呈現保育成果。 

1. 感謝委員肯定。 

 

 

 

 

 

 

2. 遵照辦理，嗣後本計畫在細

部設計、工程施工、維護管

理階段，將持續邀集民間團

體，持續溝通討論，以達到

水環境生態永續及環境教

育之目的。(p.72-75) 

 

3. 遵照辦理，未來新竹市政府

將設置高灘地水環境生態

網站平台，以做為水環境資

訊之公開專欄，並提供民眾

一個水環境及環境教育相

關資訊的空間。(p.74) 

4. 新竹左岸經第一批、第二批

及第三批計畫，目前已完成

相關高灘地計畫之整體推

動計畫。未來，新竹左岸第

四批計畫，將以舊港島景觀

改善，作為主要申請對象，

也感謝委員的肯定。 

 

 

5. 遵照辦理，新竹市政府不但

在生態棲地保存復育各方

面，持續邀集民間團體，持

續溝通討論，未來也將設置

高灘地水環境生態網站平

台，以做為水環境資訊之公

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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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周國

鼎 

1.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

計畫： 

(1) 對應部會應為經濟部水

利署。 

 

 

(2) 未來計畫執行時，應加

強污染防治之部分。 

1.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

計畫： 

(1)遵照辦理，新竹左岸濱水

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對應

部會修正為經濟部水利

署。 

(2)新竹左岸未來在維護管

理方面，將持續加強環境

衛生及污染防治方面之

管理，以利高灘地生態與

環境之永續。(p.73) 

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

楊嘉棟 

1. 訪查意見、工作坊審查意見，

以及市府辦理生態環境工作

坊參與老師的意見，應落實在

計畫書中具體回應。 

 

2. 許多景觀工程都冠以「生態」

一詞，如生態綠廊、綠堤等，

請教市府所謂的「生態」是依

據當地原來的生態環境加以

復育?生態的基礎資料為何?

預期達到的生態目標為何? 

 

 

 

3. 鋪面的透水性、海綿城市的概

念建議可納入。 

 

 

4. 植栽樹種應採用原生樹種，並

採複層栽植的方式，以增加植

物的多樣性。 

 

 

5. 經營管理計畫中，應利用本次

水環境計畫強調公民參與的

策略，引進社區參與及共管。 

1. 遵照辦理，將針對辦理生態

環境工作坊參與老師們的意

見，落實在計畫中持續推

動。 

 

2. 新竹左岸計畫推動的主軸，

即是要讓左岸高灘地真正達

到「還地、讓道、克己、共

享」的價值。以低度開發的

方式，維護生態棲地及生態

復育等工作。並持續邀集民

間團體專家學者，持續溝通

討論，獲取資料訊息，以達

生態永續和諧的目標。(p.9) 

3. 本計畫所規劃的自行車道均

是以透水鋪面作為主要的規

劃設計，以符海綿城市的設

計概念。 

4. 遵照辦理，未來計畫在細部

設計階段，將採用原生樹

種，並採複層栽植的方式栽

種，以增加植物的多樣性。 

(p.55) 

5. 在後續維護管理中，將擴大

公民參與並持續與在地居民

溝通，讓民眾社區能參與共

管，並使計畫之行政流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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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順暢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