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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4 頁 

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 20090423(文號文號文號文號 0980041287) 

項

次 

審查意見 執行情形 備註 

一 石村委員敏哉石村委員敏哉石村委員敏哉石村委員敏哉        

1 月眉排水現況又臭又髒，亂且居民大多加

蓋，本工程規劃內容需考量實際情況，是

否能執行。 

配合羅東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水質污染情

形將逐漸解決，且家戶接管將配合本工程施作，

雖現況污染嚴重，未來將有改善。此部份將再與

民眾溝通，使其瞭解與支持，以利工程推動。 

  

2  污水下水道完成時，月眉排水水源是否

還足夠，而污水接管是否能配合本計畫工

程亦為工程是否成功之重要關鍵。 

月眉圳水灌溉水源係引用至十六份排水，與污水

量無關係。 

  

3 工程範圍空間不大，規劃斷面形式，可考

慮較簡單形式，並配合居民實際需求設

計。 

已依指示調整斷面設計。 P8-13~

8-15 

4 污水下水道完成後，再進行本工程實質效

益應較大。 

污水下水道預計於 102 年全面完工，本計畫第一

標工程範圍，污水亦能配合同時接管施做。 

  

5 滯洪池 12 公頃為農田自然滯洪？或是需

工程施工之滯洪池？ 

本計畫區域之滯洪池為天然不施做工程之天然滯

洪池，亦即為本區域之易淹水區。 

  

        

二 工商旅遊處陳副處長德星工商旅遊處陳副處長德星工商旅遊處陳副處長德星工商旅遊處陳副處長德星        

1 月眉排水於羅東市區呈現雜亂惡臭又窄

之狀態不易處理。 

同前一、1。   

2 規劃設計時應確實考量：排水工程維持、

車輛進出需求、行人出入、生活休憩空間

等問題。以上問題應該更仔細去訪查現地

居民瞭解需求，依據不同段落進行配置規

劃設計，才能滿足居民需求，而降低阻力。 

已做居民訪談調查，依實際需求規劃設計。未來

將召開說明會與民眾報告。 

  

3 應有更多斷面之基本設計(細部規劃)並融

入居民意見，作為將來繼續發展之引導。 

已依建議辦理。   

4 規劃方向應有想要塑造呈現的主題與

構想，例如花的水圳或木業之鄉等。 

規劃構想以彰顯羅東林業文化為主。 P8-9 

        

三 工務處鄒處長振輝工務處鄒處長振輝工務處鄒處長振輝工務處鄒處長振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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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 20090423(文號文號文號文號 0980041287) 

項

次 

審查意見 執行情形 備註 

1 

未來第一標工程範圍，與污水用戶接管並

行施做，能施做應先行施做，作為示範標

的，至少能給民眾有所期待，待污水全數

完成後，即能有乾淨又漂亮之環境。 

謝謝指教。   

2 
月眉排水於羅東市區部分，在滿足居民生

活需求前提下仍應以明渠為主。 
遵照辦理。   

        

四 工務處王副處長建源工務處王副處長建源工務處王副處長建源工務處王副處長建源        

1 

本計畫區域劃設之滯洪池，建議可與都市

計畫空間結合，成為公園綠地等休憩空

間。 

遵照辦理。   

        

五 業務單位水利科業務單位水利科業務單位水利科業務單位水利科        

1 
月眉排水與羅東地區相關建設計畫之串

連與影響，應有更明確之定位與說明。 

1) 月眉圳扮演了連接重要都市節點的角色，讓公

園綠帶得以延續、滲透至街道巷弄內。 

2) 建構羅東鎮自行車道網絡之功能，西至純精

路，東接光榮路，東西向串連都市外環道路。 

P8-1 

2 

規劃區段之劃分應考慮水路可用空間與

現地居民生活，不應只有線性表現，而是

依據訪查資料對應實際需求進行調配設

計。 

謝謝指教，已做過訪談調查並依實際需求調整設

計。 
  

3 
治水部分，淹水模擬應有現況與改善後之

比較。 
改善前詳圖 5.2-4，改善後詳圖 7.2-5。 

P5-5,P

7-16 

4 
下游農排改善，應具體提出改善方式，以

利知會農田水利會改善。 

農排改善部份，水利會已列入今年呈報計畫中，

共計中排 1 條、小排 5 條。預定於今年年底前開

始施工。 

P7-13

、P7-14 

5 
課題分析部分應加入執行方面可能遇到

的問題與因應對策。                                                                                      

補充計畫執行可能遭遇之阻力，包括民眾抗爭、

經費來源等，以及其因應對策。 

P6-3,P

6-6 

6 
規劃報告 P23 頁，現況年平均損失達 71.44

百萬，是否過高。                                                                               

淹水損失過高，係因以易淹水計畫之計算方式估

算，且此地區屬羅東鎮都會區內周邊，淹水損失

風險較高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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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 20090423(文號文號文號文號 0980041287) 

項

次 

審查意見 執行情形 備註 

7 報告應整體規劃，不應只著重第一標

預計施工部分，應上、中、下游全面

考量。                                                                    

已依建議增加全區規劃構想。 P8-10 

8 社區營造部分，有規劃願景固然很

好，但也應考量實際是否可執行。                                                                              

未來將召開說明會與民眾報告，並懇請貴府

協助辦理，以利計畫執行。 

  

9 工程計畫範圍中，用地地籍最小區

域，是否能滿足水理需求。                                                                 

地籍最小處為中正路至和平路區段，經水理

檢核，因市區段分洪效益，以 10 年計畫流量

為 3.49cms 為 10 年計畫水位為 5.81m，符合水

理需求。(圖 9.1-3) 

P9-10 

10 參考日本案例，月眉排水整體視覺意

象應可改進，功能上只要求簡單、生

活機能需求符合、解決惡臭即可。                                            

滿足簡單需求、生活機能與水質改善外，更

進一步綠美化水岸空間。 

  

11 建材鋪面選用，應考量將來能與污水

施工時一併配合，節省之經費可利整

建長度。                                                                  

遵照辦理。   

12 中正路以上游之污水截流，截流至污

水下水道或雨水下水道都還有法令上

之疑慮與主管單位之同意。                                                  

謝謝指教。   

13 月眉上游已有應急工程之分洪工程，

中下游是否還需要東安公園與福德廟

之分洪？或僅需一處。                                                      

中下游之分洪渠道為既有之水道，中下游因

河道拓寬不易，採減洪措施。 

  

14 排水設施範圍套繪及用地清查：土地

清單及違建佔用情形，應於報告中提

送。                                                                      

遵照辦理，詳附件地籍清冊與地籍套繪圖。   

15 工程計畫之實施，因經費籌措、政策

之變數，文字上應以較彈性界定，初

期、中期、後期。                                                          

遵照辦理重新修正用辭。 P9-19 

16 抽水量 1cms 不夠，至少需有 1.4cms，

故建議設置 2cms 之固定抽水機。                                                                              

遵照辦理重新評估檢討修正。 P7-6,P

7-7,P7

-11,P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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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眉月眉月眉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 20090423(文號文號文號文號 0980041287) 

項

次 

審查意見 執行情形 備註 

17 相關農水路排入口高程較低，要鄰近農水

路能排進月眉截水溝，水位高程需要壓得

很低，故抽水容量要到 2cms。                                        

遵照辦理重新評估檢討修正。 P7-6,P

7-7,P7

-11,P9

-13 

18 移動式抽水機吊卡等安裝機具之施工空

間不足，因打那岸會設置箱涵，考量可以

於箱涵上設置永久抽水設備直接抽取月

眉截水溝河道內之水至打那排水。     

遵照辦理重新評估檢討修正。 P7-6,P

7-7,P7

-11,P9

-13 

19 p1-2，月眉排水河道整建應急工程計畫已

規劃設計完成，並非規劃設計中。                                                                        

已修正文字敘述。 P1-2 

20 p1-5、p2-4，工址調查及用地清查部分，兩

側鄰房佔地、水路兩側用地情形(含公私有

地水利用地(土地所有權人等相關資訊))。                          

遵照辦理，詳附件。   

21 p4-8、p7-12，流量分配圖上標註各分洪水

路之分流量。                                                                                         

已修正，詳圖 7.2-2 P7-12 

22 p5-4~p5-6，淹水模擬黑白照片顯現不出果。                                            已修正，詳圖 5.2-4~5.2-5 P5-5,P

5-6 

23 p7-1、p7-4，水質改善短期策略部份，人工

濕地面積文字說明為 700 平方公尺，圖面

標示共計 900 公尺?                                                 

已修正統一為 900 平方公尺。 P7-1 

24 p9-1，表.1-1 光榮路里程有誤?(和圖 9.3-1

有差異)                                                                                              

已修正，詳圖 9.3-1 P9-1

、P9-20 

25 圖 9.1-1、圖 9.3-1 抽水站容量規劃為

1.2cms?圖面標註 1cms?                                                                                      

已修正，詳圖 9.3-1 P9-20 

26 9.3 節及結論第 8 點，實施計劃預定分六年

執行，惟實際執行狀況仍需依據經費籌措

情形辦理，期程上辦法很明確的掌握。                                

遵照辦理重新修正用辭。 P9-19 

27 附錄 1-2，排版問題。                                                                                                                       已修正，詳附錄。 附錄

1-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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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規劃報告修正版規劃報告修正版規劃報告修正版規劃報告修正版-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 980507(文號文號文號文號 0980061802) 

項

次 

審查意見 執行情形 備註 

  業務單位水利科業務單位水利科業務單位水利科業務單位水利科        

1 

石村委員敏哉第 3 點意見部分：與原設計

斷面差距不大，均採垂直段面恐有疑議，

請再討論。 

本工程之斷面以維持水道 3M 實際需求為原則，

部分路段因路寬有限需設懸臂構造；部分區域空

間較充裕而設計親水空間。因每區段可用地寬度

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斷面，依此做許微調。垂直斷

面除加蓋區域外，其餘皆更正為斜率 1:0.2。 

P8-15, 

P8-16 

2 
陳副處長德星第 2 點：訪談內容請再詳細

且未有環境營造部份顯現。 

訪談部分多針對治水與道路交通議題(例如懸臂

加蓋以增加路寬部分，詳見附錄)。現階段設計以

居民實際使用情形做為依據，保留居民生活脈

絡，如板橋的使用以及種植栽等簡單綠化與照

明，居民意見納入設計細節部分，將於最後設計

階段更進一步訪談調查。 

  

1.由於屬規劃階段，與地方溝通宜以願景目標及

策略為重點，且本工程仍應以治水為主軸，太多

景觀美化與空間改造承諾，可能失焦且未來亦不

易執行。因此，針對陳副處長指示，建議於進入

設計階段時再予以確實辦理。 

  

2.針對鄒處長指示部份及水利科意見 11，已於

6.2.2 節予以補充，但如何執行之細節仍宜於設計

階段，有較明確設計成果及經費支持(可執行之預

算)時，較不易形成空談而不切實際。 

P6-5 

3.針對王副處長指示部份，已補充說明及圖說於

7.3.1 節。 

P7-16,

17 3 

陳副處長德星第 3 點、鄒處長振輝第 1.2

及王副建源第 1 及水利科第 11 及 12 點：

執行情形不應以建議辦理回復，請就辦理

情形或構想再予詳加說明。 
4.針對水利科意見 12，污水排入下水道並無法令

問題，僅為政策問題。依現行處理方式，若排入

污水下水道，除與負擔處理費外，中央政策並不

鼓勵，於方案檢討已說明。至於主管單位是否同

意，查污水主管單位同屬工務處，應回歸政策方

向，而非是否同意問題。而排入雨水下水道方面，

以本計畫而言，於應急工程完工後，大部份上層

污水便自動排入安平及站前南路雨水箱涵，即已

達到截流目的，只是污染仍存在，並非本計畫建

議方式。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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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規劃報告修正版規劃報告修正版規劃報告修正版規劃報告修正版-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 980507(文號文號文號文號 0980061802) 

項

次 

審查意見 執行情形 備註 

4 業務單位水利科第 1 點：排版問題請修正。 已修正。   

5 
業務單位水利科第 2 點過於簡略請再加

強。 

本設計確實依居民實際使用情形而設計，透過現

況調查反映民眾需求。因訪談需要適當時機與方

式，待設計方案明確後，於最後階段進一步訪談

調查。 

  

6 
業務單位水利科第 5 點部分回應問題過於

簡略並無因應對策說明，應補充。 

已加強補充建議內容於 6.2.2 節。至於是否過於簡

略，宜同時考量於規劃階段，對於工程執行細節

不瞭解時，現階段僅能以原則性及策略建議(否則

便不稱為"策略")，避免太多猜測及不切實際。 

P6-5 

7 

業務單位水利科第 13 點執行情形未回應

問題（雖為既有水道，是否要做改善及是

否有必要列入分洪考量）。 

為確保下游月眉路不溢淹，因河道用地有限，拓

寬不易，為達有效降低洪水，於中游段利用既有

水道實施分洪措施為最有效且可行之法。 

  

8 報告書 P5.3 圖 5.2-1 圖面模糊不清。 已修正。 P5-3 

9 
報告書 P6-6（4）計畫執行遭受阻力部分

內容請補充加強。 
已加強補充建議內容於 6.2.2 節。 P6-5 

10 
報告書 P7-16 圖 7-2-5 淹水分析圖請補充說

明。 
詳 7.2.2 改善效益檢核說明。 P7-15 

11 
報告書 P8-10 規劃設計方案過於粗操請補

充說明。 
已補充說明。 P8-10 

12 
報告書 P8-16 透視圖與現況差距太大請檢

討表現方式或說明該圖作用。 
以補充說明。 P8-17 

13 

所提送排水集水區圖違建佔用清查中正

路以上均缺漏並無地號清冊及違建標示

清冊請補充，（1/5 部分）圖示有疑問請再

檢討(各線段涵蓋範圍不清楚)。 

已補充中正路以上以及月眉截流溝清查圖冊，詳

圖冊附件。 
附件 

14 圖面標註有誤(P8-14、P8-15)。 已修正。 
P8-15, 

P8-16 

15 審查意見回覆頁有缺字、排版問題。 已修正。 
P12-1~

3 

16 

工務處王副處長建源意見，有關滯洪池建

議與都市空間結合部分，執行情形遵照辦

理，但報告書內容並未敘明方向與做法，

僅提及是天然滯洪池，請補充說明。 

已補充說明及圖說於 7.3.1 節。 
P7-16,

17 

附錄1—14



第 3 頁，共 3 頁 

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規劃報告修正版規劃報告修正版規劃報告修正版規劃報告修正版-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 980507(文號文號文號文號 0980061802) 

項

次 

審查意見 執行情形 備註 

17 業務單位意見第 3 項淹水前的比較圖面上

看不出有明顯差異。(依據 P7-15 表 7.2-1

之內容，整治前後之淹水面積應有改善一

半)，圖面上顯現不出改善情形。 

因上游市區段已實施分洪工程差異不大，主要改

善呈現在下游區域，詳整治前前圖 5.2-4~5.2-5，

整治後圖 7.2-5 所示。 

P5-6

、P7-16 

18 業務單位意見第 16 項移動式抽水機由原

來 1.2cms 依審查意見修正為 2cms，實際分

析結果是否真有此必要，那為何原來分析

僅需要 1.2cms，仍是要有分析的依據，非

只是審查單位要求即照辦，仍要有專業的

論點，請提出說明。 

已補充抽水容量與直接工程費概算關係圖，說明

依本計畫特性，採 2cms 容量固定式抽水機較符合

經濟效益。 

P7-6,1

0 

19 業務單位意見第 23 項，人工濕地面積為

900 平方公尺，執行情形為 700 公尺？請

修正。 

已修正統一為 900 平方公尺。 P7-1 

20 報告書 P2-7，月眉河道應急工程並非”今

年”委託設計監造。 
已修正。 P2-7 

21 報告書修正版相關圖面內容應再清晰(如

P3-10、P5-3)。 
已以印彩色呈現修正。 

P3-10

、P5-3 

22 報告書內容文字錯誤處(如 P6-2)。 已修正。 P6-2 

23 報告書內容 P7-8，方案二，滯洪池面積為

20ha 還是 21ha？現況地價 4000 元/每平方

公尺，經費 3.5 億元如何算出？ 

已修正為專用蓄洪池 9ha，所需用地費 3.6 億元。 P7-8 

24 報告書內容 P7-12，各分洪流路 10 年及 25

年流量標註錯誤。 
已修正，詳圖 7.2-2。 P7-12 

25 報告書內容 P7-15，改善效益內容敘明挺

改善方案足以提供高低地 25 年及 10 年降

雨事件不淹水，數值模擬結果及表列資料

仍有淹水(改善淹水面積一半，還是有淹

水，並非完全不淹水)，文字說明要修正。 

以修正說明為，淹水僅止於低地無害之滯洪區域。 P7-15 

26 報告書內容 P7-16 有改善後 10 年淹水模

擬，請補正 25 年分析資料。 
已補充 25 年分析資料，詳圖 7.2-5。 P7-16 

27 報告書內容 P12-1 結論 7 及 8，經費需求及

三階段名詞的區分請前後內容一致。 

已修正相關數據及分期階段名稱，並與第九章一

致。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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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修正規劃報告書修正規劃報告書修正規劃報告書修正規劃報告書(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 980617(文號文號文號文號 0980080650) 

項

次 

審查意見 執行情形 備註 

  業務單位水利科業務單位水利科業務單位水利科業務單位水利科        

1 

 石村審查意見第 2 點污水接管是否能配合本

工程，請就此部分說明配合時程及如未能配合

對本工程之影響。(整合其他進行中及計畫中

之相關工程)。 

經洽詢羅東污水 BOT 廠商東山林公司表示，本工程範

圍屬於羅東地區第二第三標業污水接管已設計完成，

待鎮公所核發路權後，配合進場施做污水接管應無問

題。 

  

2 

第 8 章 10 頁圖示上游段未有改善前照片說

明，改善後之情況與現狀空間差異太大，如何

能達到此目標請詳細說明，非僅以一個抽象的

意向圖來表示。 

與現狀空間差異太大之照片已修正刪除 P8-10 

3 

第 8 章規劃設計方案過於簡略，且各上中下游

段治理方案，未有各別探討其改善之風格或型

式樣貌，請詳補充說明。 

本報告係依合約以「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中區

排規劃報告格式撰擬，規劃重點在於治水議題，環境

規劃部份應僅為願景規劃範疇，重點在於提供區排水

域可能之環境營造方向，其細部計畫涉及周邊土地、

交通及觀光等計畫，應非本計畫範圍，且未來若各中

央爭取經費，亦排除於治水經費之外。因此，依合約

及實際怖形，建議環境細部計畫應配合於(或納入)其

他交通、土地或觀光計畫中另案辦理。 

  

4 規劃報告照片請一律修正為彩色。 遵照辦理。   

5 
圖 9.1-1 請將重要位置現況照片引線連結附圖

說明。 
現況照片已補充修正於圖 3.2-1。 

P3-10~

12 

6 

民眾訪談紀錄太過草率簡略，另方向錯誤請補

充新的訪談紀錄(如環境營造部分民眾之願

景)。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附錄。   

7 

第 3 章第 8 頁 興東路口至公園路段斷面是否

不足及夜市問題未見解決方案說明，並請連結

於第 6 章策略研討及遭受阻力因應。 

詳 6.1.2 節課題一說明。 P6-1 

8 
第 6 章 6 頁遭受阻力因應部份，有關選舉涉及

政治議題部分請刪除化修正用詞。 
遵照辦理，已修正刪除。 P6-6 

9 

第 9 章分期實施計劃分初期、中期、後期，第

12 章結論則分為緊急、短期、中期，用詞請一

致。 

遵照辦理，統一劃分為初期、中期、後期三期。 P12-1 

10 
違建佔用清查資料請補充列表說明(佔用地

號、面積或佔用型式(例如鐵皮屋或版橋)。 
遵照辦理，詳附圖冊。   

 

附錄1—18



附錄1—19



附錄1—20



附錄1—21



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

術服務案術服務案術服務案術服務案-修正規劃報告書修正規劃報告書修正規劃報告書修正規劃報告書(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次次次次)-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 
980918(文號文號文號文號 0980136177) 

項

次 

審查意見 執行情形 備註 

1 

報告書 P2-7，圖 2.3-2 工程方案示意圖

是否需因應目前應急工程要變更的資

料修正？    

已修正為實際施作尺寸、長度，興東南路分

流箱涵 1.5*1.2M, L=126M，0.5*1.2M, L=75M；

安平路分流箱涵 1.2*1.2M, L=4M；站前南路

分流箱涵 1.2*1.2M, L=177M。 

P2-7 

2 
報告書 P5-7，頁首「鐵路以部份可達 5

年」漏字。    
已修正為「鐵路以西部份水道可達 5 年」。 P5-7 

3 

報告書 P7-14、P3-13 及 P9-16（圖 9.1-5

抽水站平面配置圖），低地抽水站之型

式及配置位置（螺旋式或閘泵式）是

否配合縣府委託設計之內容（月眉排

水聚落防護工程設計案）？另內容第

（5）點排版問題。    

抽水機型式修正為於工程細部設計時檢討決

定較合理。 

排版問題已修正。 

 

P7-14

、

P3-13

、 

P9-16 

4 

報告書 P9-2 之圖 9.1-1 計畫工程配置圖

及 P9-20 之圖 9.3-1 分期計劃工程平面

圖中，興東南路箱涵長度標註有誤

（30m 或 208.5m）？站前南路箱涵長

度是否依據實際長度（180m 或

177m）？    

遵照辦理，相關長度修正如下：興東南路分

流箱涵 1.5*1.2M, L=126M，0.5*1.2M, L=75M；

安平路分流箱涵 1.2*1.2M, L=4M；站前南路

分流箱涵 1.2*1.2M, L=177M。 

圖 9.1-1 刪除已完成之應急工程，避免混淆。 

P9-2 

5 

報告書 P9-19，三階段名稱（初期-短期

-中期）與 P9-21 表 9.3-1~表 9.3-3 中之

三階段名稱（初期-短期-中期）有誤，

請統一。    

已統一修改為初期、中期、後期。 P9-19 

6 

規劃報告內容請詳實校對並經由貴公

司計畫主持人或專業技師校核後提

送。 

遵照辦理。  

 

附錄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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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24



「月眉排水原水路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景

觀部份討論記錄與執行情形 990409(文號 0990049411) 

 
一、會議時間：99年 4月 2日上午 9時整 

二、集合地點：縣府工務處水利科辦公室 

三、主持人：王建源 

四、與會人員： 

泊森總合環境設計股份有限公司-陳芃彣、林德裕、陳美潔 

宜蘭縣政府-鐘明達、游永芳 

五、文號：0990049411 

六、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 
項次 審查意見 執行情形 備註 

一 請規劃設計單位再確認都市計劃之最

新資料，俾利整體規劃成果更符實際。 

與本計畫相關最新都

市計畫為宜蘭縣政府

「羅東鐵路以東地區

細部計畫規劃」。已補

充分析於 8.1節。詳

PVIII-8 

 

二 調查違規佔有之地籍套繪資料(包含違

建拆除所需經費)，配合月眉排水原水

路之基本設計及景觀規劃，需考量配

置規劃之可行性。 

遵照辦理，詳

PVIII-19~VIII-22。 

 

三 月眉排水原水路整體治理期程因涉及

因素較多(包括污水接管期程)，規劃報

告中所設定之分期改善期程應採較有

彈性方式，請重新検討分期分標之改

善期程及內容。 

遵照辦理，詳

PVIII-19~VIII-22。 

 

四 請將景觀部分修正成果納入整體規劃

報告中，一併連同基本設計成果送

府，據以召開正式審查會議。 

遵照辦理。  

 

附錄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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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27



月眉排水路改善與境營造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規劃報告審查意見與執行情形 20100621(文號 0990085441) 

 

審查意見 執行情形 備註 

補正「排水設施範圍線(用地範圍)圖」及「排

水集水區域圖」? 

遵照辦理，詳「排水設施範圍線

(用地範圍)圖」及「排水集水區域

圖」。 

 

補正「家戶污水排放口調查」。 遵照辦理，詳附錄三。  

統一名詞: 

1. 統一為「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劃

宜蘭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排水系統

規劃報告」。依據版本統一由 97 年

改為 98 年 4 月。 

2. 請統一:「截水溝」或「截流溝」。 

3. 請統一:「浸水」或「淹水」。 

4. 請統一:「不溢堤」或「不溢流」。 

5. 日期統一寫法:如民國六十六年六

月或民國 66 年 6 月 

6. 如「逕流體積為 22 萬方」請統一改

為「逕流體積為 22 萬立方米」 

7. 「周」邊改為「週」邊 

已修改。 

 

 

Ⅰ-3: 1.3 節「計畫區位置與範圍」內容與基

本設計圖說不符。 

已修正基本設計圖。  

Ⅰ-4:「導線點應豎立木樁或釘上鋼釘編號」

實際上是否執行?若有請以位置圖表示。否則

請刪去。 

此為合約規定內容，實際亦確依

規定辦理。 

I-4 

Ⅱ-2: 2.1 節 「月眉排水位於宜蘭縣羅東

鎮，…」，是否涵蓋冬山鄉，若是請加註。  

範圍未涵蓋冬山鄉。 II-2 

Ⅱ-2: 三、觀光資源 與 四、交通系統 請補

述與月眉相關之重點。 

已補充。 II-2 

Ⅱ-4: 圖 2.2-2 請於圖例加註藍線所表意義。

標註指北針與標示路名。 

已補充圖例、指北及重要路名。 II-4 

Ⅱ-5:治水計劃依據部分，「易淹水地區水患治

理計畫宜蘭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排水系統規

劃報告」最新版本為 98 年 4 月，報告中月眉

排水 10 年與 25 年洪峰流量為 4.6cms 與

已修正。 I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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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cms，請一倂配合修正。 

Ⅱ-5:「月眉排水上游段之排水分區屬打那岸

排水或…」，請上游修正為下游。 

已修正為下游。 II-5 

Ⅱ-7:月眉排水河道整建應急工程之施工內容

以非報告書中所列，請修正與實際相符。

（如：圖 2.3-2 刪去公正街排水改善與確認興

東南路分流箱涵之尺寸長度） 

已修正為實際施作尺寸、長度，

興東南路分流箱涵 1.5*1.2M, 

L=126M，0.5*1.2M, L=75M；安平

路分流箱涵 1.2*1.2M, L=4M；站

前南路分流箱涵 1.2*1.2M, 

L=177M。 

II-7 

Ⅲ-3:加寫「圖例:」 已補充圖上符號及說明。 III-3 

Ⅲ-8:「加蓋成為道路月眉排水經過整建，深

約 1 公尺寬約 1.25 公尺之矩形排水溝」可否

再確認尺寸。 

已參考「宜蘭縣羅東地區雨水下

水道系統(重新檢討)」規劃報告及

現地勘查修正尺寸為:深 0.9 公尺

寬約 2.4 公尺。 

III-8 

Ⅲ-10:圖 3.2-1 現況照片圖(上游市區段)中榮

街~興東南路水路照片所指的位置錯誤? 

已修正。 III-10 

Ⅳ-5:「現況月眉排水流至東西十路橋前之集

水面積為 50.16 公頃」，加註南門路起點? 

已修正。 IV-5 

Ⅴ-7:「表 5.2-1 月眉排水現況淹水模擬成果

表」是指上游羅東市區或全河段，請於表格

名稱上註明。 

已將圖表名稱修改為「月眉排水

全河段現況淹水模擬成果表」 

V-7 

Ⅴ-8: 「直接損失之 25%估算」，25%如何定

出?標準為何?應說明來源。 

依據「中國工程師手冊-水利類」

第六篇第十一章防洪工程之經濟

評價。 

V-8 

Ⅵ-3:最下圖敘述「便道架空線零亂分佈」，請

檢討。 

已修改為「便道架空線路零亂分

佈」，並予補充檢討說明。 

VI-3 

Ⅵ-5: 第二段「若將 10 年重現期距逕流量…

維護費均大」，語意未完。 段中「（約為 0.35，

計算公式詳 7.1.1 節）」，未見該公式。 

已修正文字，避免混淆不清。 VI-5 

Ⅵ-8: 「（三）低窪住家保護」內容請再討論

寫法，建議以聚落保護手法為主要內容。 

已修正文字與用詞，以利配合水

利署政策。 

VI-8 

Ⅶ-2:表 7.1-1 表較優選表方案三經費錯誤，應

為 150 萬而非 150 億。 

已修正。 VII-2 

Ⅶ-8&Ⅶ-10:低地治水方案為 3.8 億及 3.7 億，

資料有誤或考慮因素不同? 

已修正為 3.8 億。 VII-10 

Ⅶ-11:圖 7.2-1 整體方案工程配置示意圖 十

六份排水新設置閘門請繪入標註於圖上。 

已補充。 VII-11 

Ⅶ-11:圖 7.2-1 整體方案工程配置示意圖，月 已修正。 VII-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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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排水應急工程部分請修正為現況改善情形

(已無中正路及公正路)。 

Ⅶ-12:圖上「東    分洪」缺字。 已修正。 VII-12 

Ⅶ-12:圖 7.2-2 計畫水道流量分配圖，3K+000

標註不清楚。 

已修正。 VII-12 

Ⅶ-14:編排排版問題。表 7.2-1 建議進行改善

前後之比較資料。 

已補充。 VII-14 

Ⅷ-15: 圖 行人優先的道路斷面設計 此圖與

實際特性相差甚遠，請檢討是否適合以此圖

作示意表示。 

已修正。 VIII-15 

Ⅷ-18: 節點 2 之合成圖應考量與實際情況可

行性。 

情境圖已刪除，改用更貼近真實

的模型照片表示。 

VIII-18 

Ⅷ-20: 請補充說明後續應如何維護。 已修正。新植植栽為易維護的物

種，且於完工後協商羅東鎮公所

或社區管理單位來維護經營。 

VIII-20 

Ⅷ-23:改善後模擬圖中，板橋設置僅供通行，

不宜供停放車輛使用，請將圖中之汽車刪

去。人與房子大小比例有些失真。 

已修正。 VIII-23 

Ⅷ-27: 最下圖的實際空間未如此大，比例嚴

重失真。 

手繪圖為構想情境圖，做為說明

使用。另補充模型照片。 

VIII-27 

Ⅸ-2、Ⅸ-20:圖 9.1-1 計畫工程配置圖，興東

南路及站前南路分洪箱涵的長度請再確認。

另請修正為彩色頁以利辨識。 

遵照辦理，相關長度修正如下：

興東南路分流箱涵 1.5*1.2M, 

L=126M，0.5*1.2M, L=75M；安平

路分流箱涵 1.2*1.2M, L=4M；站

前南路分流箱涵 1.2*1.2M, 

L=177M。並修正為彩色頁。 

圖 9.1-1 刪除已完成之應急工程，

避免混淆。 

IX-2 

IX-20 

Ⅸ-19:建議各階段之執行時程盡量保持彈性

調整空間，將時間刪去。 

已將時間刪除。 IX-19 

Ⅸ-19:分三階段，各為初期、中期、後期；第

9 章第 21 頁:表 9.3-1~9.3-3 卻為初期、短期、

中期? 

已統一修改為初期、中期、後期。 IX-19 

Ⅸ-20:第一期第一標現已施工，本圖請依目前

實際規劃狀況檢討。 

已修正。 IX-20 

XI-5:圖 11.4-1 水利設施管理架構示意圖 請

將圖名修改為「水利設施建議管理架構示意

圖」。 

已將圖名修改為「水利設施建議

管理架構示意圖」。 

X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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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1:本案為包含環境營造部分，結論均未表

示該部分似有不妥亦請補充為宜。 

已補充。  

Ⅶ-16、Ⅷ-9、Ⅷ-10:請改為彩色頁。 已修正為彩色頁。  

於 98 年 4 月 13 日召開規劃報告審查會議、

98 年 5 月 7 日府工水字第 0980061802 號函、

98 年 9 月 18 日府工水字第 0980136177 號函

函復相關審查意見，請將辦理情形納入附錄

一中。 

遵照辦理，詳附錄一。  

附錄一請附上完整之審查會議紀錄並加註審

查日期、文號或為哪一次之紀錄。 

遵照辦理，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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