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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水岸景觀景觀系統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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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環境系統框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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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環境內外環體系圖 

 

圖3 水環境微笑水案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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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漁港計畫基地位於新竹漁港，新竹市海岸線北起南寮、南至南

港，長約 17 公里，上千公頃的潮間帶是北台灣最大的海濱溼地，孕育

了大量的蝦蟹、貝類與植物，擁有豐富的溼地生態景觀。新竹漁港最早

始闢於民國 48 年，之後因各種型態的活動不斷增加、改變，幾十年來

陸陸續續有許多增改建，升級漁港功能，讓漁港活動越來越豐富，也大

大提升了此漁港的經濟和生活價值。 

 

 

圖4 新竹漁港區域圖 

如今在民眾在生活、觀光面的需求逐漸增加，消費旅遊的樣貌也逐

漸轉型，原有的漁業經濟活動也應該更加活化及深化，因此政府為了輔

導漁民轉型及創造漁民就業機會，於民國八十五年(1996 年) 成立「新

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匯集此港各樣現撈、各地魚產、加工品及結

合餐飲的觀光魚市，使漁業為主體延伸至商業、觀光、休閒，創造了漁

業的第二春，也一直深受民眾喜愛。而現今社會快速變化的新時代，此

漁港更應在這樣的趨勢下重新思考其各層面的定位，利用部分沒落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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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興起的契機將空間整合，形成新的策略手法來翻轉漁港所扮演的角色，

以帶動整體發展，期待透過漁港的歷史、經濟、生活等脈絡下，創造更

活絡、更多樣的面貌，同時也能兼具與相關產業的互動和樹立典範，亦

是在本案所預期達成的目標。 

新竹市新竹漁港又稱南寮漁港(如上圖 1)，為臺灣西海岸遠洋漁業

的重要港口，屬第一類漁港，位於臺灣新竹市北區、頭前溪出海口南側

的南寮，西臨臺灣海峽，距新竹火車站 5 公里、新竹機場 1 公里。附近

有十七公里海岸線自行車道，相關經建圖與航照圖詳圖 2 與圖 3。 

 

 

 

 

 

 

 

 

 

 

 

 

 

 

 

 

 

 

 

 

 

 

 

 

圖5 新竹漁港內泊地及外廓防波堤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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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漁港位於新竹市香山區海山里西濱公路旁，北與香山濕地連結

南與南港賞鳥區銜接，是為新竹市重要漁貨集散中心、生態觀察及環境

教育解說場域。目前海山漁港泊地面積約 4 公頃，可供 350 艘以上的漁

筏停泊，為僅次於新竹漁港之新竹市沿海第二個專業漁港。與海山漁港

相隔汫水港溪之另一側近 700 公尺之那魯灣街，係為民國 78 年從台東

成功鎮美山部落遷徙至此之都市原住民聚落，目前住戶近 30 戶。 

圖6 海山漁港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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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整體計畫基地環境現況 

新竹漁港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三十日開航啟用後，立即聲名遠播，不

但成為桃竹苗地一大漁港，而且還成為新竹市重要的觀光景點。每逢星

期假日，慕名前來遊憩及購買海鮮的遊客與日遽增。在新竹漁港漁產品

直銷中心未興建前，民眾欲購買新鮮的海產係直接在碼頭上當場購買，

雖然漁獲物保證 是當日的「現撈仔」，但是欠缺集中管理及販售環境不

佳之情況下，收益並不如預期中的穩定。因此，在新竹市政府與新竹區

漁會積極推動觀光休閒漁港的方案下（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是其中 

的一個方案），幸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漁業局同意

補助興建「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且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由新竹

市政府委託規劃並發包興建。整個興建工程分二年二期 施工，耗資 4700

萬元，於八十五年四月完工。 

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於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正式開幕，佔

地約 900 坪，規劃有漁產品區 60 個攤位，美食區 32 個攤位，共有 92

個攤位。其販售之鮮魚有來自全省各地的魚貨與新竹地區沿近海 海域

所生產的漁獲物。目前，整座漁產品直銷中心係新竹市政府委託新竹區

漁會經營管理，其經營的方針，主要是為增加漁民收入、改善漁會財務

及帶動地方繁。 

雖然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成立後，其營業行為也依預期的目標

成長，但是礙於狹宰的空間中， 生鮮區與熟食區混合在一起，無法有

效區隔生鮮區地板污水與熟食區煮食的熱源，造成整座漁產品 直銷中

心之地板潮濕，甚至相當悶熱，而漁產品直銷中心提供民眾就食的座位

亦不足，使直銷中心 營運並不具競爭力。為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漁業局及新竹市政府同意各再出 資 1000萬元，興建

直銷中心二樓工程，以改善容量不足與地板潮濕及悶熱等問題。特由新

竹區漁會 發包興建「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二樓增設工程」於民國

八十七年六月開工，總經費約 5000 萬元 含裝璜及營業用設備費），工

程於八十八年五月完工，並於八十八年七月正式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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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漁港碼頭長達 2,530公尺，可容納 20噸級沿近海漁船約 1,000

艘。建港時所填築之新生地約 52 公頃，供陸上漁業公共設施使用，如

魚市場拍賣場、漁具倉庫、漁產品直銷中心加油站等設施。在南寮漁港

內則有水閘門橋/木造彩虹橋牌樓、許願鐘樓、特色公廁、藝術水塔等

旅遊設施。全區建物雖然都以希臘風為主調，但並無與現況相連，未來

如何串聯是一大課題。 

 

圖7 新竹漁港休閒設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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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的海岸線北起南寮里，南至南港里，長度約十七公里，屬於

離水堆積海岸，擁有廣闊的海濱溼地，育有許多蝦蟹螺貝類。依《新竹

市沿海十七公里觀光帶計畫》，整體海岸線以「觀光休閒」及「自然生

態」為主題，設有：垃圾掩埋場整修的「看海公園」、「海天一線」，結

合新竹漁港娛樂漁船碼頭、港南運河、紅樹林公園、風情海岸、海山漁

港觀海台及水港景觀等。 

但隨著魚源枯竭，及港灣積沙日漸嚴重，原漁民謀生興建的新竹漁

港面臨轉型的壓力，引進休閒產業與原有漁業如何共存共榮，成為未來

海岸整建的目標。 

圖8 17公里沿線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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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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海岸

線以十七公里自行車道串聯各生態景點，海山漁港亦為其中一景觀點，

此外附近之濱海植栽生態原始豐富，具有潛力成為一綠色生態景觀帶。 

 

 

 

 

 

 

 

 

 

 

 

圖9 海山漁港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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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環境現況 

1.串聯生態廊道 

延續且擴大防風林帶，串聯至頭前溪及 17 公里海岸線，使溪流及

海岸生態、景觀有連續性。種植食草及蜜源植物，吸引紫斑蝶及昆蟲棲

息，營造自然的觀蝶秘徑。 

 
2.植栽計畫 

運用海濱植物防風定沙，藉此修復海岸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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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質環境現況 

本計畫於新竹市 17 公里海岸線外海域計有四個海域採樣測站，依

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臺灣地區沿海水區範圍、水體水質分類及水質分

類標準」公告說明，四測點均屬乙類水體水質分類。鄰近工程為 17 公

里沿線景觀改善計畫，由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理資訊進度說明，此工

程目前施作項目有欄杆烤漆、安裝、組模及灌漿、花台鋼筋模板組立及

灌漿等工作進度為 73.56%(如表 1.1-1)。海域水質監測項目包含 pH、水

溫、導電度、溶氧、生化需氧量、懸浮固體、氨氮、海水中化學需氧量、

大腸桿菌群、海水中重金屬(銅、鋅、鎳、鉛、鉻、鎘及六價鉻)，共計

16 項。監測頻率為每季 1 次；；本季已於 6 月 11 日、9 月 4 日及 11 

月 12 日完成進行採樣工作，監測成果如表 2.1-4 所示，茲將監測成果

與乙類水體水質分類標準比對分析說明如下： 

一、pH：測值介於 8.1~8.3 之間，均符合乙類水體水質分類標準

(7.5~8.5)。 

二、水溫：測值介於 25.6~28.4℃之間。 

三、導電度：測值介於 46,400~51,500μmho/cm 之間。 

四、溶氧量：測值介於 5.0~5.8mg/L 之間， 測值均符合乙類水體

水質分類標準(>5.0mg/L)。 

五、生化需氧量：測值均為<1.0，均符合乙類水體水質分類標準

(<3.0mg/L)。 

六、海水中重金屬(銅、鋅、鎳、鉛、總鉻、鎘及六價鉻)：銅測值

介於 N.D.~<0.0011mg/L 之間，均符合乙類水體水質

分類標準(<0.03mg/L)；鋅測值介於 N.D.~0.0060mg/L，

均符合乙類水體水質分類標準(<0.5mg/L) ； 鎳測值

介 於 N.D.~<0.0010mg/L 之 間 ；  鉛 測 值 介 於

N.D.~<0.0010mg/L 之間，均符合乙類水體水質分類

標準(<0.1mg/L)；總鉻測值均為<0.0050；鎘及六價

鉻測值均低於偵測極限值。 

七、海水中化學需氧量：測值介於 N.D.~7.3mg/L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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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腸桿菌群：測值介於 55~2.6×106CFU/100mL 之間。 

九、氨氮：測值介於 N.D.~0.12mg/L 之間。 

十、懸浮固體：測值介於 2.0~22.6mg/L 之間。 

本計畫於海域測站 107 年 5~12 月測值均符合乙類水體水質分類標

準，鄰近工程為 17 公里沿線景觀改善計畫，目前施作項目為欄杆烤漆、

安裝、組模及灌漿、花台鋼筋模板組立及灌漿等工作，依工程特性可能

造成污染指標項目為懸浮固體、溶氧量、pH 及重金屬，然 5~12 月監測

並無明顯高值，故應可排除受本工程影響。 

 

圖10 海域水質監測位置及週邊工程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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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新竹市政府於 105 年 12 月完成新竹漁港進行整體規劃，對於新竹

漁港景觀整體願景及發展作出定位，依循歷史文化脈絡，以及符合使用

者習慣，將新竹漁港分區定性，分為以下幾大區塊： 

1.漁港作業區：為現況漁獲卸貨區，每當漁船進港時，便有大型貨

車將先新鮮魚貨運送各地，部分魚貨亦可供魚市場

或美食區販售。  

2.漁港商業區：主要以魚貨直銷中心為主，一樓販賣生鮮魚產品，

二樓為烹飪美食區，因有提供販售及漁港美食，一

直以來均為遊客到訪新竹漁港必經之地。  

3.國際風箏賽場：將漁港北方空地道路重新規劃，成為一塊完整的

多功能活動草坪，草坪微起伏連接至堤頂觀海區和

堤外沙灘。草坪上可常年放風箏，能舉辦國際風箏

比賽，保留既有舞台供紙風車表演或大型戶外演唱

會場地。  

4.濱海植物林：因海風強勁，以濱海植物區梳理海風，結合生態、

景觀視覺及理風的機能，讓漁港提供遊客或生態保

存更加多元的可能性。  

 

圖11 新竹漁港整體規劃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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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漁港目前已執行「風箏賽場第一期工程」、「水岸護堤工程」、「風

箏賽場第二期工程」、「海濱復育工程」、「防風林暨親子遊憩區工程」及

「運動公園區」等皆已完工，新竹漁港直銷中心暨舊漁會改造工程目前

正進行設計中。各案部分經費均獲中央單位認同補助辦理，詳如下表: 

 

表一 新竹漁港跨域計畫經費表 

 

 

 

 

營建署 漁業署 新竹市政府 合計 

風箏賽場第一期工程 7370 0 3630 11000 

風箏賽場第二期工程 18876 0 18724 37600 

水岸護堤工程 0 0 30000 30000 

舊港水域周邊環境改善 18750 0 6250 25000 

新竹漁港疏浚工程 0 25190 0 25190 

海濱復育工程 1980 0 4020 6000 

防風林暨親子遊憩區工程 16500 0 13500 30000 

新竹漁港直銷中心暨舊漁會

改造工程 

0 47760 12840 60600 

單位:千元 

「風箏賽場第一期工程」、「風箏賽場第二期工程」已完工啟用，本

計畫區域國際級風箏賽場，已舉辦「2017及 2018國際風箏節」，吸引數

以萬計遊客前來看海賞風箏，再加上本次提案三項新竹漁人碼頭環境改

善計畫執行，將可按著新竹市政府的規劃，逐步實現規劃願景，成功附

加漁港休閒功能。 

海山漁港及其周邊環境於 106年 3月已完成整體規劃，將漁港功能

分區更加強化。市府向觀光局爭取補助案新竹市 17公里海 SUN‧夕照觀

景區地景工程，進行堤上道路及環境改善，為漁民及遊客打造一條安全

的漁業觀光道路， 

  

工程名稱 

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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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海山漁港整體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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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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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3 生態資料蒐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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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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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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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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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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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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微笑水岸全計畫設計單位之初步整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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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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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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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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4 微笑水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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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報案件內容： 

（一） 整體計畫概述 

漁港原是供漁船泊靠之用，作為漁業發展的重要據點，近年來隨著

海岸開放、社會休閒活動形態的演進、國民生活品質與教育的提昇，民

眾對於親水、接近海洋的需求大幅增加，對於沿近海漁港產生多元功能

的需求，於是現在的漁港已另兼有魚貨直銷（觀光漁市）、交通運輸（藍

色公路）、休閒旅遊（遊艇碼頭）等等之機能，新竹漁港範圍因緣際會

的發展成觀光產業漁港，劃建有魚貨直銷中心、展示中心、遊艇碼頭、

漁港觀景區、親水護岸和海堤景觀區等，將成為一個多元化功能的漁港，

為新竹市營造多項利益，例如增加地方就業機會、改善南寮地區之工商

經濟、增加地區知名度、改善漁港基礎建設及提供遊客休閒、參觀、遊

憩場所等。 

希冀完整建設國際風箏賽場與舊港水域周邊遊憩與停泊設施及環

境改善、增加海上遊憩空間，擴展海域活動以解決港區凌亂雍塞，進而

提升漁港價值及帶動鄰近區域之發展。其中「新竹漁港直銷中心暨舊漁

會改造工程」完成後將成為「桃竹苗濱海旅行帶旗艦服務中心」，配合

17公里海岸區域型休閒設施，將整體服務的對象擴大至區域人口，除了

直接提供新竹市民使用外，亦服務區域性人口，達到跨域加值的效益，

除了提供市民前往享用良好的公園綠地設施之外，將因為數百萬遊客的

前往，帶動旅遊住宿、餐飲的舊市區消費需求。 

 

圖15 新竹漁港整體規劃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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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1. 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周邊改善工程：改善魚貨直銷中心外

部空間，以減量手法減少既有多餘閒置設施，增加綠化面積，

藉由周邊環境改善，使遊客擁有更加舒適的環境，打造新竹漁

港的特色環境。本計畫將延續前期規劃，以綠美化新竹漁港周

圍景觀及再造遊憩空間為主，塑造友善環境，以利作為漁港提

升平台的基礎設施完善。 

2. 新竹漁港南側作業區暨防風林串連環境改善工程：改善新竹漁

港之既有基本設施、碼頭沉陷改善及補植防風林，進行海濱環

境綠美化，生態環境維護，以及新竹漁港既有船舶繫留設備，

本計畫將延續前期規畫，以漁港基本設施改善、綠美化周圍景

觀及再造遊憩空間為主。 

3. 海山漁港漁業專用區改善工程：海山漁港有著特殊的定置漁場，

這種特殊的捕魚方式是對環境非常友善的，原理源自於石滬，

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而定置漁場的設置能夠在其周圍產生魚

礁，孕育豐富的海洋生態。搭配特殊的魚貨販賣模式，能夠同

時對海洋生態復育與維護做出貢獻，又能對當地的觀光產業有

著良好的發展。 

漁業專區的魚貨販賣模式將以現有的 「定置漁場」為參考，

每日有固定的賣魚時間，而進魚時的等待以及落下的時候眾人

拿籃子搶魚的過程是非常動感的，這些漁獲是非常新鮮，而品

種不一的情況下有著尋寶的樂趣以及擇其所好的機會，對於發

展觀光而言，這有著很大的魅力。計畫將在海山漁港內設置一

般漁貨販賣區及搶魚販賣區，讓漁港既有產業更生活化大眾化，

並整理漁港環境，並以近港近海開放的空間展示漁網修復、曬

網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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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新竹漁港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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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益 

新竹

漁人

碼頭

水環

境改

善計

畫 

1 

新竹漁港漁產品

直銷中心周邊改

善工程 

A. 綠美化面積 

10,000m²。 

B. 環境改善面積 

19,900m²。 

C. 碼頭沉陷改善面積 

5,600m²。 

D. 道路整建改善面積 

3,500m²。 

農委會 

漁業署 

藉帶動計畫區鄰

近區域、地方政

府、居民與周圍

相關產業之經濟

收益。 

2 

新竹漁港南側作

業區暨防風林串

連環境改善工程 

A. 綠美化面積 

16,500m²。 

B. 環境改善面積 

74,000m²。 

C. 碼頭沉陷改善面積 

3,500m²。 

D. 道路整建改善面積 

16,500m²。 

農委會 

漁業署 

使漁民擁有良好

的作業環境。防

風林改善，使其

得以延續串連至

17 公里海岸，完

善生態廊道。 

海山

漁港

水環

境改

善計

畫 

3 
海山漁港漁業專

用區改善工程 

A. 環境改善面積 

200,000m²。 

農委會 

漁業署 

提供更優質的漁

事活動空間，並

形塑產業活動的

匯集場，讓漁貨

能透過空間的合

理分布在此進行

產業匯集並彰顯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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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新竹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案件位置圖 

 

  

圖17 海山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案件位置圖  

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周邊改善工程 

新竹漁港南側作業區暨防風林串連環境改善工程 

海山漁港漁業專用區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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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現況照 

表三 新竹漁港南側作業區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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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海山漁港漁業專用區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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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表五 新竹漁港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案件辦理情形表 

簡
稱 

批
次 

分項工程 內容 
工程費(千

元) 
目前辦理情形 

新
竹
漁
人
碼
頭
水
環
境
改
善
計
畫 

第
一
批
次 

1.漁港作業區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改善新竹漁港水案周邊環
境，以綠美化景觀及再造遊
憩空間為主，包括周邊人行
空間、道路、排水、綠帶及
指示標示等。 

150,000 已完工 

第
二
批
次 

2. 濱海水岸改善工程  

改善頭前溪南岸漂砂問題，
利用現地海堤研擬符合國際
發展趨勢的海堤型式改善方
案。使其兼顧生態、環境、
景觀、親水及遊憩等目標。 

52,210 施工中 

3. 水域周邊服務設施改善工程  

提升碼頭水岸環境，改善並
新增公共服務設施，包括繫
船柱、燈塔、浮動碼頭、漁
具倉庫改善等 

104,115 細部設計中 

 

圖19 新竹漁港已核定案件範圍圖  

漁港作業區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濱海水岸改善工程 

水域周邊服務設施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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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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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0 2軸9組團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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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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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舊港島：再造河島樞紐 

 

共 4大計畫，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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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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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第三批次提案構想圖 

 

圖22 第三批次新串連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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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基礎設施 

其中，漁人碼頭的概念為「整合基礎設施」，計畫整修沉陷碼頭與

泊位、串連保留生態防風林、塑造觀光遊憩景觀節點。已核定之計畫以

改善漁港區域基礎設施為主，道路整修、排水箱涵設置、人行道整修、

碼頭沉陷改善、海堤工法改善等，是漁人碼頭所有觀光與產業活動的基

礎，將景點與漁民需求統整，已幾乎完成大部份公共基礎設施改善，並

帶入合宜當地環境的景觀植栽。 

第三批次提案關注於碼頭另外兩區尚未改善的區域，並綠化串連，

使漁人碼頭無論是觀光或產業發展都有最好的後盾，同時也讓生態環境

可以相互串連無礙。 

以下就提案內容進行說明。 

 
(1)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周邊改善計畫 

本子計畫內容鄰接已核定之「漁港作業區周邊環境改善工程」及「水

域周邊服務設施改善工程」計畫範圍，將重整沉陷碼頭、整修道路，並

進行整體環境美化改善，讓漁人碼頭修繕美化拼圖再增添新的一塊，而

直銷中心將來也計畫拆除改建，將會是周邊整體性納入考量規劃的改善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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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竹漁港南側作業區暨防風林串連環境改善計畫 

本子計畫同樣計畫進行大範圍的環境整修，鄰近已核定之「漁港作

業區周邊環境改善工程」及「水域周邊服務設施改善工程」計畫範圍，

重整沉陷碼頭、整修道路以及增加既有船舶繫留設備，讓漁民擁有良好

的作業環境。並與已經過整理的防風林相接，因此環境綠化也是重要一

環，使其得以延續串連至 17公里海岸，完善生態廊道。 

 

(3)海山漁港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水環境的第一二批次未核定海山漁港區域相關計畫，但已有其它相

關小型初階改善工程完成，如公共廁所與小廣場的設置改善等。而海山

漁港相較於漁人碼頭的發展，許多漁業設備皆已殘舊，亟待將基礎設施

重整，並將定置漁場的傳統融入整體規劃，接續鄰接的那魯灣公園及家

屋重建計畫，讓海山漁港的原民在地氣質，結合香山濕地的豐富生態資

源，串連沿線其它計畫，以不同於漁人碼頭的姿態開展獨特的產業觀光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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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後續俟計畫核定擬辦發包規劃設計程序。 

 

（六）各分項案件規劃構想圖(每件分項案件至少 4 幅) 

 

圖23 港灣意象整合圖 

 

圖24 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周邊改善工程平面配置圖 

『海』『帆』『貝殼』

整合港灣綠帶及開放空間，建構親海港灣意象

海意象 帆意象 貝殼意象

遊艇俱樂部

親水木棧道 帆建築意象 海灣廣場意象 貝殼舖面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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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新竹漁港南側作業區暨防風林串連環境改善工程平面配置圖 

 

圖26 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周邊改善工程整體建築3D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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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海山漁港願景圖 

 

圖28 海山漁港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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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南寮漁港及聚落兩百年來持續面臨環境變遷衝擊，19世紀南寮漁港

原位於頭前溪口，曾是中國大陸與北台灣重要貿易港。位於河口的舊港

因年久淤積，1959年於對岸另建「南寮漁港」。 

30 年後南寮漁港因不敷使用，1991 年於旁填海建造「新竹漁港」，

但因漁業人口老化 2000 年起因環境變遷、社區人口外流、漁業逐漸沒

落，2000年起因環境變遷，陸續展開轉型建設。然而海岸環境與氣候變

遷加劇，不到 15年當時設施已不符今日市民及漁業需求，遂於 2015年

重新啟動新竹漁港再生計畫。 

聚落中的南寮船塢原來即為西部海岸型漁船修造中心，雖然目前造

船廠已停業，但聚落中仍保留有相關船隻修護工廠。為提升漁港兼具遊

艇使用，市府主動爭取漁業署補助浚渫漁港航道整修，強化遊艇重建魚

貨直銷中心，提高魚貨產地直銷並整建攤販區，使本區成為以魚貨為主

之綜合服務之旅遊據點。 

期使漁港所在的原有聚落可以永續發展，本計畫以新竹漁港為中心，

以砌石方式改善消波塊衝擊，修補海濱生態景觀，以『觀光休閒漁業』

概念重新調整過多人工開發所破壞的自然環境，除了強化漁港服務機能

增加漁業競爭力外，並且發展多機能的休閒服務業以達到漁港與聚落共

生之永續經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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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4 億 2,848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期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334,214 千

元、地方分擔款：94,266 千元)。(備註：本計畫經費不得用於機關人事費、設備及投資)  

（二）分項案件經費：經費(千元)後續年度總計 

表六 水環境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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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漁港直銷

中心周邊環境

改造工程 

農委

會漁

業署 

4,744 1,336 47,400 13,400 71,200 20,000 118,600 33,400 123,302 34,778 

2 

新竹漁港南側

作業區暨防風

林串連環境改

善工程 

農委

會漁

業署 

4,680 1,320 50,700 14,300 66,300 18,700 117,000 33,000 121,680 34,320 

3 
海山漁港漁業

專用區改善工

程 

農委

會漁

業署 

3,432 968 34,320 9,680 51,480 14,520 85,800 24,200 89,232 25,168 

小計  11,296 3,184 112,920 31,880 169,480 47,720 282,400 79,600 334,214 94,266 

總計          428,480 

(計畫經費明細請註明參閱附錄：工作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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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1.新竹漁港直銷中心周邊環境改造工程 108-109 年投入 1.52 億元 

本計畫之開發目標如下: 

(1) 提供開闊的優質景觀空間與設計，以及多樣化的遊憩體驗與選擇性，

以發揮基地最大水、陸域空間之利用效益。 

(2) 結合周圍現有自然美景與遊憩資源，導入全新的休閒活動型態，成為

新竹縣市地區的重要地標與遊憩據點。 

(3) 藉由碼頭繫船柱、燈塔、漁具倉庫改善，帶動計畫區鄰近區域、地方

政府、居民與周圍相關產業之經濟收益。 

2. 新竹漁港南側作業區暨防風林串連環境改善工程 108-109 年投入

1.5 億元 

新竹南寮地區擁有豐富的觀光遊憩資源與人文地理景觀，足以發展

高水準的多元化遊憩體驗，漁港周邊有港南賞鳥區及 17 公里自行車道

與香山濕地，因此均具有更深入發展的潛力，故本港及其附屬空間其實

擁有非常良好的潛力與條件得以進一步開發以發揮其特質，分析本區所

擁有最與眾不同、得天獨厚的幾項特質，包括： 

(1) 特殊區位與地理環境 

(2) 完整與寬廣開闊的可用空間 

(3) 極佳的山海景觀視野 

(4) 鄰近現有許多重要及著名的觀光遊憩據點 

(5) 商業人口及休閒遊憩人潮集居區等優勢因子 

(6) 鄰近竹苗都會區並有便捷交通系統相連接 

因此，本港若僅提供漁港停泊、漁市場購買魚貨及岸上休憩觀景活

動，將無法顯現計畫區與其他漁港之區別，更應朝向多元化發展，充分

發揮基地特色與潛力。 

3. 海山漁港漁業專用區改善工程 108-109 年投入 1.1 億元 

本計畫之開發目標如下: 

依循海山地區現有產業活動及周邊觀光休閒資源條件，以期打造本

基地為香山地區重要的產業匯流及觀光活動聚集區。除了改造現有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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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周邊環境，並提供更優質的漁事活動空間外，並形塑產業活動的匯集

場，讓漁貨集散、原住民文化活動、香山農民市集及一般休閒遊憩活動，

能透過空間的合理分布在此進行產業匯集並彰顯經濟效益。本期申請範

圍以綠能棚架修建為主，使各樣的產業活動都能在此聚集發生，並導入

原住民文化元素使地方意象更具特色，同時將此廣場區周邊動線系統一

併整合設計，與堤防步道相互融合，讓本計畫區與觀景平台及環教中心

連結為一具產業活動、文化特色及生態休閒並存的海濱觀光遊憩示範

點。 

 

六、 計畫期程： 

1. 新竹漁港直銷中心周邊環境改造工程：共計 18個月。 

2. 新竹漁港南側作業區暨防風林串連環境改善工程：共計 16個月。 

3. 漁業專用區改善工程：共計 18個月。 

表七 計劃案期程甘特圖 

 
  



- 43 - 

七、 計畫可行性 

新竹漁港已核定有第一批次及第二批次可供後續工程參考，海山漁

港主要工程項目與新竹漁港相似，其攤商集貨區之架構也以簡易棚架為

主，土地權屬部分，新竹漁港為國、市共有，國有部分分別為漁業署及

林務局所有，本府代管漁業署所有部分，林務局部分另有簽訂租約；另

海山漁港均為本府所有期土地使用分區為漁業專用區。 

本批次提案之範圍皆為漁港範圍內已開發之區域，綜合以上幾點亦

能使工程順利進行。 

八、 預期成果及效益 

本案整體預期成果如下： 

1. 型塑優質漁業設施，為地方帶動商機及觀光人潮，同時照顧漁民基

本需求，建立本區獨特風格和遊憩體驗。 

2. 建立桃竹苗濱海旅行帶核心區域。 

3. 串聯與加強周邊關係，美化周邊環境，成為一處提供民眾假日休閒

之場所，提供完善的遊憩設施與周全的服務項目。。 

4. 串聯港區生態綠帶、聚落環境及冬季防風需求，整合動線及服務設

施，完善基盤設施創造人性化通用環境，優質化海岸景觀，提升新

竹漁人碼頭意象。 

5. 總遊客量之成長本漁港包括舊港地區以及 17 公里自行車道濱海地

區範圍，107 年總遊客量約為 416 萬人次，至目標年民國 112 年之

總遊客量為 489萬人次，平均年長率為 1.8%。 

6. 總體消費由遊客至本漁港內之平均消費計算出總體消費額，藉此了

解遊客帶來直接的觀光效益。本漁港遊客平均每次消費金額為

1,213元，以每年 1.5%的消費成長，推估目標年民國 112年之總消

費金額為 67.75億元。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42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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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營運管理計畫 

為整體工程建設完畢後，整體經營管理的主要運作模式，乃是根據

觀光遊憩區之實質環境資源、各項設施、人員編制及經費等因素，研擬

出組織、編制與人事制度、財務管理制度、資源開發制度及設施管理制

度，以提昇觀光遊憩區之競爭力、服務水準及自然、人文資源的保育等

規劃目標。故此，本計畫研擬經營管理目標如下： 

1. 提供完善的遊憩設施與周全的服務項目。 

2. 加強全方位遊憩行銷和慎密的安全管理。 

3. 建立本區獨特風格和遊憩體驗。 

4. 落實獎勵民間投資開發政策。 

表八 營運管理計畫權責及預估經費表 

營運管理主體組織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營運管理財務計畫及 

經費編列爭取 

環境清潔費用：新台幣 540萬元 

維護管理費用：新台幣 270萬元 

營運管理施行計畫 
委外清潔單位：植栽維護、割草、廁所整潔、漁港

垃圾清除及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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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得獎經歷 

1.2018 國家卓越建設獎 

本市新竹漁人碼頭報名參選「2018 國家卓越建設獎」，經由評審團嚴謹

評選過程，得到評審團一致肯定，榮獲最佳規劃設計類之金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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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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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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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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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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附錄 

1.土地所有權影本 

 

附錄圖1 土地所有權影本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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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2 土地所有權影本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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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國家卓越建設獎獎狀 

 

附錄圖3 2018國家卓越建設獎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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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第六屆台灣景觀大賞入圍 

 

 

 

附錄圖4 2018第六屆台灣景觀大賞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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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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防洪部分安全無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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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港島的歷史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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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應思考如何帶入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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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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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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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8日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說明會會議紀錄 

審查意見重點 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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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提案已將漁民泊位需求納入 

相關提報案件，內容請參閱計畫書

P25-38。 

新竹區漁會 

1.漁人碼頭的確有帆船遊艇的停泊需求。 

目前漁港已設置 10 席遊艇泊位，

漁港仍以漁業為主，本次提案已將

漁民泊位需求納入，相關提報案

件，內容請參閱計畫書 P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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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提案已將碼頭沉陷問題納入

提案範圍，詳計畫書 P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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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21日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訪查 

審查意見重點 意見回覆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新竹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計畫：P39~41 分項案

件名稱不一致。 
已修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請注意碼頭沉陷問題。 
本次提案已將碼頭沉陷問題納入

提案範圍，詳計畫書 P25-38。 

2.部分工項如涉及使用執照或建築執照申請，則與

水環境改善計畫以現有設備改善原則有所差

異，建請另案考量或予以刪除。 

本次「海山漁港漁業專用區改善工

程」中，涉及建築執照申請標的為

一棟一層通透性棚架，日後可供定

置漁業做販賣現撈魚貨使用，申請

場所土地權屬全部為本市所有，申

請條件相對單純，考量改善後整體

效益，所以納入計畫執行。 

3.浮動碼頭如為新建且非漁業作業使用者，非屬漁

業署補助工項，建請另案考量或予以刪除。 
本次提案為漁業使用。 

4.相關材料之選取，請考量濱海環境特性，以避免

耐用度不佳之問題。 

相關材料之選取採用適合濱海之

材料及植栽，除慎選樹種外(例如

南洋杉、蒲葵等現況已生長良好之

案例)，也將盡量採用小苗、群聚

種植等方式栽種。。 

5.後續維管權責及預估經費，建請補充。 已補充說明，詳 P44。 

6.預期效益，建請予以量化表示。 已補充說明，詳 P43。 

楊委員東霖 

1.計劃書內請將提案改善內容再加強說明預計改

善之內容，如「重整沉陷碼頭」預計之範圍及

面積，改善可能的方式……等。 

已修正，詳 P27~28。 

2.案件之規畫構想圖請補充直銷中心及南側綠帶

規畫平面構想圖，以利檢核計畫內容與經費。 
已補充，詳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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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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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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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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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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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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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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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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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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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散會：下午 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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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3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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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意見重點 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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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提案無開發已穩定之沙丘，未

來後續設計時將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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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提案無填海之工項，未來後續

設計時將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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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第一批次新竹漁人碼頭水環境改

善計畫-漁港作業區周邊環境改善

工程已埋設部分汙水處理設施，於

後續設計時考量相關需求後設置。 

2.海山漁港施工的必要性請重新考慮。 

本次「海山漁港漁業專用區改善工

程」有特殊的定置漁場漁獲，並吸

引遊客前來購買，為改變海山漁港

之亮點，故納入計畫提案。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海濱組 張登凱組長 

1.海山港廢棄漁網、廢棄船堆置，影響景觀。 
自 107 年持續清除大型廢棄漁

網，後續將持續辦理。 

2.攤販進駐佔停車位，製造髒亂，需管理規範。 後續將禁止攤販違規占用停車格。 

荒野保護協會  劉月梅理事長 

1.主要為風與沙的問題。 
本次施作範圍較靠近漁港南側，但

仍將採用適合濱海之材料及植栽。 

計畫綜合結論 

1.須考量環境承受力，如環境廢水問題。 

於第一批次新竹漁人碼頭水環境改

善計畫-漁港作業區周邊環境改善

工程已埋設部分汙水處理設施，於

後續設計時考量相關需求後設置。 

2.海山漁港建設的必要性需整體評估。 

本次「海山漁港漁業專用區改善工

程」有特殊的定置漁場漁獲，並吸

引遊客前來購買，為改變海山漁港

之亮點，故納入計畫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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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販賣機制會以漁民利益為優

先考量並依漁港法優先委託漁會

管理。 

4.風砂方位的整體考量與船舶位的檢討。 

目前新竹漁港船舶位為供各地漁船

停泊及作業已有不足，未來可能再

提供風力發電之工作船臨時停泊使

用，依照 108 年 1月 18日工作說明

會中漁會及當地代表意見增加泊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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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辦理，未來將辦理防風林內之

植物調查，確保補植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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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3月20日108年度「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北二區工作坊 

審查意見重點 意見回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部分工項如涉及使用執照或建築執照申請，則與

水環境改善計畫以現有設備改善原則有所差

異，請再釐清確認。 

涉及建築執照申請部分，為通透性

簡易棚架，供在地漁貨販賣場所，

為符合法規所需，且申請場所土地

權屬為本市所有，申請條件單純，

考量效益，故納入計畫。 

2.請注意碼頭沉陷問題。 
本次提案已將碼頭沉陷問題納入

提案範圍，詳計畫書 P25-38。 

楊委員嘉棟 

1.海岸地區防風林的建立與串連很重要，且沿海地

區植栽不易，因此原有植被的保留保護很重要。 

將依以往在濱海植栽種植經驗，除

慎選樹種外(例如南洋杉、蒲葵等

現況已生長良好之案例)，也將盡

量採用小苗、群聚種植等方式栽

種。 

2.植栽物種的選擇應以當地海案適應性良好的原

生物種為主，並可洽新竹林管處以提供建議與

合作。 

後續依當地海案適應性良好原生

物種為主，並與新竹林管處聯繫。 

3.生態檢核表格應補齊。 已補齊，詳 P.55-57。 

4. P.13椰子林復育和熱帶色彩的營造請再酌。 
未來植栽配置主要以海岸林復育

區營造為主，藉此修復海岸生態。 

李委員賢義 

1.資料建議請裝訂成書冊，且部分圖說建議採用彩

色呈現。 
正式版已用彩色印刷裝訂成冊。 

2.P.26 有關提案內容皆涉及新竹漁港，建議應主

動邀請漁港內漁民進行溝通協調，了解其需求

性並納入設計。 

遵照辦理。 

3.P.27表二分項案件明細表中，請補充預期效益。 已補充預期效益，詳 P.27。 

4.P.31 表五分項案件辦理情形表中，請補充目前

辦理情形。 
已補充目前辦理情形，詳 P.31。 

5.P.44 營運管理計畫請考量結合志工方式來進行

管理。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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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4月3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評分會議 

審查意見重點 意見回覆 

第二河川局 

1.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辦理漁業環境改善係為改

善海岸整體環境而需配合辦理漁港之相關環境

改善工作，著重如何兼具休閒觀光效能，而與

漁業署現行計畫係辦理漁港週邊設施改善不

同，兩者有所區隔。因此，有關漁人碼頭分項

案件是否有涉及新竹漁港直銷中心整建內容？

請再檢視主要工作項目是否符合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補助範疇。 

本次提案主要針對新竹漁港直銷

中心外部開放空間改善，以減量手

法減少既有多餘閒置設施，增加綠

化面積。本計畫將延續前期規劃，

以綠美化新竹漁港周圍景觀及再

造遊憩空間為主，並無涉及新竹漁

港直銷中心整建內容。 

2.請補充說明本整體計畫之「新竹漁港南側作業區

環境改善計畫」與第一批次核定之「漁港作業

區周邊環境改善工程」施作內容差異性為何？ 

本次提案主要以重整沉陷碼頭、整

修道路以及增加既有船舶繫留設

備，延續第一批次核定之「漁港作

業區周邊環境改善工程」，讓漁民

擁有良好的作業環境。並與已經過

整理的防風林相接，因此環境綠化

也是重要一環，使其得以延續串連

至 17公里海岸，完善生態廊道。 

3.「海山漁港整體景觀改善計畫」位於市府規劃之

微笑水岸架構南端，與新竹漁人碼頭距離甚

遠，本分項計畫建議整合於「新竹 17 公里海岸

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內以符整體性。 

因海山漁港屬漁業一環，故納入新

竹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計畫。 

4.本案各分項案件雖尚未辦理細部設計，惟已有初

步構想，故仍請補充所規劃辦理各項工作所需

經費，納入經費分析說明，以利評估是否符合

實需。 

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請參閱計

畫書 P.40-42。 

溫清光委員 

1.請補充說明新竹漁港內之漁市場其廢水蒐集及

處理情形。 

於第一批次新竹漁人碼頭水環境

改善計畫-漁港作業區周邊環境改

善工程已埋設部分汙水處理設

施，直銷中心目前傾向另案重建，

將於重建設計時考量相關需求後

設置。 

2.漁港廢棄物及汙水收集和處裡，目前漁港之水質

如何？ 

漁港廢棄物目前由本府清除，各建

築物汙水已設置汙水處理設施；因

屬潮汐港，水質隨潮汐更替。 

詹明勇委員 

1.直銷中心和南側作業區多著重於「碼頭沉陷」和

「道路整建」，兩者還是以工程為主軸，同時這

兩項工作都該列於市政府的常態性公務預算。 

新竹漁港為一類漁港，主管機關為

漁業署，並由本府代管。碼頭後道

路沉陷問題為多年持續現象，雖每

年漁業署皆編列修繕預算做零星

修補，但沉陷仍持續發生，故藉由

此計畫做整體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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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重點 意見回覆 

2.海山漁港改善面積 20 公頃，請再提供本子計畫

之內容(或工作項目)，藉以勾稽計畫之必要性。 

有關海山漁港計畫相關之計畫內

容，詳計畫書 P25-38。 

3.請依頭前溪左岸之架構補充各工作項目的預算

分析，同時也要將前階段工作坊意見確實回應

情形逐項陳述。 

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請參閱計

畫書 P.40-42，另前階段工作坊意

見已確實回應並逐項陳述。 

劉柏宏委員 

1.新竹漁人碼頭中直銷中心外的攤商環境整理

後，攤商的管理及攤商棚架設計沒有呈現，是

整個移除？ 

本次提案主要針對新竹漁港直銷

中心外部開放空間改善，延續前期

規劃，以綠美化新竹漁港周圍景觀

及再造遊憩空間為主，攤商棚架主

要設置於計畫北側，並非為本次提

案內容。 

2.海山漁港的提案與其他提案，相對缺乏創新前瞻

性，應在環境減量及漁港漁業服務環境整理為

主即可，比較實質解決環境髒亂整理為主。 

本次「海山漁港漁業專用區改善工

程」有特殊的定置漁場漁獲，並吸

引遊客前來購買，為改變海山漁港

之亮點，故納入計畫提案。環境清

潔將持續辦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所提海山漁港定置漁場棚架是否涉及使建造申

請，請再釐清。 

本次「海山漁港漁業專用區改善工

程」中，涉及建築執照申請標的為

一棟一層通透性棚架，日後可供定

置漁業做販賣現撈魚貨使用，申請

場所土地權屬全部為本市所有，申

請條件相對單純，考量改善後整體

效益，所以納入計畫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