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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五批次提案共學營（中北區）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民國 110 年 5 月 10 日 下午 13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局桃竹苗區域水情中心 3F會議室 

參、主持人：楊局長人傑                紀錄：李彥德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蔡委員義發 

一、 共通性部分 

1. 第五批次提案條件請依水利署 110.2.26 相關會議

紀錄決議，其提案原則（如下）辦理，並請逐案再予

檢視並加註屬條件之項目。 

提案條件： 

(1)水質優先改善條件。 

(2)前各批次已核規劃設計費並完成規劃設計作業，尚

餘工程未完成辦理案件者。 

(3)前各批次核定案件因加強公民參與、生態檢核作業

致未能於 109年 12月底前發生權責之取消辦理案件。 

2. 各案工作計畫書內之提報前置作業仍請依上式水

利署 110.2.26 會議紀錄決議詳予說明 110 年 4 月

30 日前辦理包含召開說明會（公聽會、工作坊）

或府內實質審查與現勘等辦理情形。 

3.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若非屬上述提案條件範疇之

新興計畫，建請參考水利署 110.2.24 相關推動事宜

研商會議紀錄：有關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

規畫之決議事項….提報規劃經費需求及 1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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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逢甲大學舉辦之「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畫

工作坊」（含藍圖精神與架構、規劃之執行方法等）

初步結果辦理。 

4. 工作計畫書內容簽缺就上式意見予以釐清說明

外，部分內容引述早期相關資料（如 107、108 年

等）缺乏具體與完整性，請再檢視。 

5. 工作計畫書（非新興計畫）內有關與已核定計畫關

聯性、延續性說明欠詳實，尤以已核定計畫案執行

情形請列表說明俾了解全貌。 

6. 工作計畫書內容建請依計畫評分表評比項目逐項

相呼應外，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供參。 

7. 計畫經費編列預算部分偏高，建請務實檢核。 

二、 個案部分 

(一)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 

1. 本案係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內三項

分項之一，建請先行確認是否符合水利署第五批次

提案條件，否則建請以「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

計畫」依水利署全國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

規劃相關作業提報規劃經費進行整體規劃為宜。 

2. 本案與已核定計畫之關聯性，或延續性等級其執行

情形欠詳。 

3. 本案於 110.4.9 相關生態環境工作坊會議有關生態

團隊關注之生態物種，包含環境教育場域等意見建

請通盤考量。 

4. 第五章計畫經費本案分項工程經費於 110 年度編

列「規劃設計費」請參考上式第 1 點。 

5. 計畫期程請參考水利署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畫作

業流程辦理。 

(二) 隆恩圳千甲段景觀改善計畫-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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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既係二期，是否屬水利署第五批次提案條件範

疇內，建請確認，否則請參考上式（一）-1 意見辦

理。 

2. 請說明本案是否有第一期計畫奉核定？期程辦理

情形及關聯性請補充說明。 

3. 本案分項工程經費於 110 年編列「規劃設計費」及

計畫期程仍請參考上式（一）-4、5 點意見辦理。 

(三) 新竹市何姓溪滯洪池生態步道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案與計畫評分表上第(3)項「新竹市何姓溪滯洪池

生態教育場域建置」名稱不一致，請查明。 

2. 本案是否符合水利署第五批次提案條件，請確認。

（110 年 4 月 21 日新竹市政府舉辦第五批次現勘

及審查會議紀錄-水利署意見所述：本案為之前核

定案件，因需加強公民參與或生態檢核等未能於

109 年底前發包取消辦理案件。） 

3. 承上意見若確認符合申第五批次提報條件，建請工

作計畫書內容重新撰寫，並依作業規定辦理。 

4. 本案首重水質，建請詳細說明水質改善計畫，並請

依 110.4.9 市府相關生態環境工作坊會議委員意見

所回覆辦理情形：「建議以加強區域污水用戶接管

或另案設置相關淨水設施方式進行」。 

(四) 新竹市溪埔子排水第二分線水質改善計畫 

1. 本案是否符合水利署第五批次提案條件中之「水質

優先改善」，若符合，建請依相關作業規定撰寫工

作計畫書。 

2. 工作計畫書所述：東西分線集水區範圍經調查除清

交大校園內外並無污水下水道系統乙節，建請補充

說明新竹市轄內污水下水道整體規劃成果或未來

有檢討規劃納入本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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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初步規劃利用現地處理設施於鄰近區域淨化

再放回第二分線，建請環保單位詳予評估其處理效

能，或待上式第 2 點意見擴大污水下水道系統俾一

勞永逸。 

4. 工作計畫書 P15(三)整體計畫書內以核定案件執行

情形所述：新竹市雨水下水道 C5 幹線出口暨溪埔

子排水第二分線排水改善整體規劃設計委託技術

服務，109 年 12 月 6 日發包，目前細部設計進行

中乙節，建請補充說明其內容與含蓋範圍，並請併

上式 2、3點意見說明有否關係。 

(五) 17 公里橋梁整修補強計畫(二) 

1. 本案是否符合第五批次提案條件請確認。 

2. 本案係屬第二期，其施作內容針對現況鏽蝕程度較

嚴重之彩虹小橋與白雲橋兩座自行車道鋼構橋進

行噴砂除鏽及防護，現場塗裝等等似屬一般性維護

保養之平常工作，是否平常疏於維管保養，恐應查

明並做好平常維管為宜。 

3. 依 110.4.9市政府舉辦第五批次提案-生態環境工作

坊會議意見回覆稱：市府每兩年皆會進行橋樑檢測

並依據檢測結果進行維修乙節，建請補充說明該案

檢測結果所提改善建議事項及辦理改善情形。 

(六) 17 公里海岸線樞紐-客雅溪出海口棕地再利用計畫 

1. 本案是否符合第五批次提報案件條件請確認外，並

請說明掩埋場棕地再利用轉型有無後續計畫，並計

畫內容為何？並請釐清中央部會權屬為宜。 

2. 本案所提 3 件子計畫，是否屬上式意見之棕地再利

用轉型之後續計畫，或有整體規劃成果據以辦理，

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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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請查明新竹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內容與本案相

關聯（尤以實施計畫等），予以結合俾整體效能。 

(七) 直銷中心外部地景改善計畫 

本案若屬第三批次核定之規劃設計案且已完成規

劃設計應符合水利署第五批次提案條件，建請加註

說明外，並參考當時審查意見辦理。 

(八) 舊漁會周邊環境改善計畫 

本案是否符合第五批次提案條件請確認，因工作計畫書中

所述於第三批次核定補助規劃設計費及部分工程費用，本

批次提報剩餘工程費，建請說明清楚。 

詹委員明勇 

一、 請提案單位自行報告，確保行政單位理解全案脈絡，

而非任由勞務單位的方向進行各項專案的申請。 

二、 P.20 國內獎項共有 7 個，但實際上是三個工程案的重

複得獎，請市府需要按實際得獎情形說明得獎（頒獎）

之等級。 

三、 P.23 計畫成果請把過去四梯次 20 餘個提案做一個完

整之陳述（利用、維管、執行率...），讓民眾理解

各梯次之亮點、成效及延續性。 

四、 P.27/29 若新竹市要採用 SMILE 五個英文字作為提案

之基本紋理，請提案單位把今年 8個提案和 SMILE五

個主軸做矩陣聯結，藉以日後勾稽提案之成效。 

五、 P.30 新竹市已取得中央許多建設資源和成果，建議背

景照片可採用再地之建設成果（P.47/57 相同）。 

六、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述及河道綠比加值，生態復育或

Push bike 的整理，也許有其必要性，但亦請考量經營

成本和永續性。 

七、 P.42 隆恩圳要設置抽水站是否合理？請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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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P.44-46 看起來僅有景觀，是否可強化補充之滯洪池

水質/水安全的條件。 

九、 P.53 直銷中心外設置「鋼構平台」是否合宜？再海岸

地區採用鋼構涉及安全、維護之後續作業，提案單位

要審慎分析。 

十、 P.55/P.56 碼頭設施改善和碼頭沉陷若屬於主辦單位

日常維管的範圍，建議不要在前瞻預算內提報工程

案。 

十一、 P.62 提報橋梁整修(二)和 P.57「恢復生態多樣性、

串聯植栽、優化騎乘」有沒有相互關連，這種維管性

經的經費是否可以提報前瞻？請再考量。 

十二、 P.66 垃圾掩埋處理機制宜先解決，再仔細檢討棕

地的利用方式。 

十三、 P.70 三姓公溪出海口沖刷若能由市府自辦搶險作

業，才符合公部門執行業務之原則，本案（項）不宜

列入前瞻之申請項目。 

十四、 P.71 溪埔子第二分線應評估新竹市污水處理整體

計畫之 SCOPE 說明本案之必要性且合乎提報前瞻之

原則。 

翁委員義聰 

一、 先確定棕地的內容物，原填埋堆置的廢棄物是否有

毒，清理責任單位。 

二、 濱海植物到底是什麼？請確認是植樹還是其他，否則

就要像紅樹林遮蔽泥灘地，還要再移除。 

三、 3-2棕地再利用及現有生態而不是引用2011年的舊資

料。 

四、 溪埔子第二分線水質較差（尤其氨氮，是否為工業特

殊廢水），建議改列到環保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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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請確認直銷中心所用的植栽，是否有新竹海岸的特

色。 

六、 掩埋場復育覆土綠化後，是否會砍掉重光電，如果可

能，是否合併討論。 

七、 礫間處理設施完工須編列維護經費。 

紀委員純真 

 

荒野保護協會 劉委員月梅 

一、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 

(一) 有關植栽之選取植栽之意見。 

1. 宜以區域是何植物為主，不宜以人為想賞花為考

量。 

2. 移植植栽宜更小心，以免帶入外來種（如斑腿樹

蛙），且植栽是否原有菟絲子而造成寄生植物的擴

散。 

(二) 有關自然景觀部分 

1. 移除外來種宜持續且使其自然恢復為佳。 

2. 有關生物友善設施部分，若可由自然環境可取代，

無需太多人工的設備。 

3. 部分濕地的水域環境維護及管理，宜給予維護之

SOP，且濕地清除之水生植物應為綠肥來處理。 

4. 部分左岸地區仍有其危險性，如何改善其危險性更

該。 

5. 對於「沿線不良景觀新設圍籬遮蔽」此種作法實有

不妥。 

二、 隆恩圳千甲段景觀改善計畫-二期 

(一) 此為活化區域之計畫，宜加入未來人數增加，用水增加之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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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入隆恩圳水之形成環繞水流，請考量坡度及水流速度，

才能達到設計之遠景。 

(三) 有關水生植栽可改善水質部分，因為水道為隆恩圳，宜有

更深入更細膩考量。 

三、 新竹市何姓溪滯洪池生態步道水環境改善計畫 

對於高架步道部分易衍生出步道下方垃圾棄置，且會造成

不易保養之困難。 

四、 新竹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計畫 

(一) 落日大道的植栽種植於原本水泥地上，是否能依示意圖達

成願景，可能有困難，宜修改成或加以說明如何能達成。 

(二) 原有停車場皆改為休閒空地，對於未來停車、購買漁產者

有許多不方便，且停車位也減少許多，宜有應變或改善方

案。 

(三) 垃圾處理和停車場位置似乎有不妥，因為風恰把垃圾吹到

停車區。 

(四) 碼頭之改善、漁貨之處理及上岸之規劃，是否宜更細膩些。 

(五) 有關直銷中心外之地景宜考量新竹之自然氣候（風大、夏

熱、冬冷）。 

五、 新竹市溪埔子排水第二分線水質改善計畫 

(一) 有關礫間處理之工程宜考慮未來人力、水質改善效益及未

來之維護。 

(二) 礫間工程之地面環境為表層滲水，因為並非完整土層無法

吸收大量雨水，表面之休閒設施宜加入雨水回收及流動設

計。 

經濟部水利署 

一、 請市府檢視本次 8 件提案是否符合第五批次提案原

則，如屬新興水環境改善個案，請納入水環境改善整

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檢討確認後，再於後續批次提報

爭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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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竹市微笑水岸計畫看似已有完整規劃，惟本次所提

案件於以往歷次評核作業中未曾揭露，實難已確認是

否為微笑水岸計畫內所必需之工程建設。建請市府將

完整之微笑水岸計畫所需之工程佈設需求，列表提供

參考，避免造成外界疑慮。 

三、 部分計畫規劃方向似乎以設施維護及維修改善及休

憩設施等方向規劃，建議回歸水環境計畫精神以恢復

水環境的生命力為主，並將水質改善、重視生態及結

合人文歷史部分予以規劃；至於經費部分，請審慎檢

討，以工程減量為原則，並依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

正。 

四、 另 110 年 4 月 21 日第 5 批次府內審查會議本署個案

審查意見部分，請市府再檢視一併檢討修正。 

陸、結論： 

請新竹市政府將本次共學討論成果檢討納入第

五批次提案計畫修正，並於 110 年 5 月 12 日（三）

前提供意見回應辦理情形表至本局，以及依評核程序

將提報之各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等相關資料函報本

局，俾利續辦理評分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