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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提案北區工作坊座談紀錄 

委  員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一、 劉委員駿明 

(一)通案性意見： 

1.時間所限，各委員僅能參加乙場，

目前各執行地方政府資料頗為豐富，

建議可另寄送資料予未參與討論之委

員作參考。 

2.曾參與台中市卓蘭”石虎”棲地水

環境審查，因地方強調與生態專家、

NGO及當地居民取得共識，惟執行後

仍發生輿論撻伐，事後瞭解係區公所

實際施行時，變更改採大量混凝土硬

體設施，與原核定內容落差很大，如

何加強施工中工程查核，建議訂定機

制，避免事件再發生，請參處。 

3.環境復育生態保育為改善重要目

標，若涉及溼地生態及環保敏感區，

因生態豐富，應儘量減少人工設施(自

行車道或人行步道)侵入性干擾，為環

境教育之觀察需求，不要沿其周遭邊

界，而改以結點方式設少量固定觀景

平台即可，請參考。 

二、石委員聖龍 

(一) 經檢視縣市政府提報水環境景觀

工南方澳地區周遭第二期環境改善計

畫，工程施工區域毗鄰漁港碼頭，因

此工程設計時，宜與漁港管理單位瞭

解地面下是否有相關設施，同時因南

方澳漁港車輛來往密集，漁民作業頻

繁等，工程施工時，應注意工安及交

通之順暢。 

 

三、楊委員志彬 

(一) 請落實資訊公開，將計畫內容、

民眾說明會所反映意見、生態檢核調

查結果上網。 

(二) 民眾參與的作法完善周到，並能

一 

(一) 

1.感謝委員意見，配合辦理。 

 

 

 

2.感謝委員意見，提案生態檢核成果將融

入工程設計，並回饋至工程自主檢查表

內落實，並輔以工程查核方式確保生態

環境。 

 

 

 

 

 

3.感謝委員意見，相關原則已納入提案計

畫考量，未來設計作業亦謹記遵循。 

 

 

 

 

二 

(一) 本案前期計畫設計階段時已請宜蘭縣

海洋及漁業發展所提供碼頭竣工圖供

設計參考。 

 

 

 

 

 

三 

(一)感謝委員意見，已將提案計畫書上網

公告，其計畫書內容包括生態檢核、

民眾參與成果。https://wres.e-

land.gov.tw/cp.aspx?n=22F39676C32

D22F8&s=E92FE20DAC4BC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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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取得社區的維護同意書，值得肯定。

惜溪聯盟為新成立在地守護河川社

群，提出許多宜蘭的河川議題，應納

入整體考量。 

四、劉委員柏宏 

(一) 提案的執行由下而上之機制，值

得鼓勵。但從 NGO 的訪談資料中，卻

看到許多對計畫的質疑很多，是否在

第一階段所謂”提案徵選工作坊”所

邀請單位不夠廣而忽略部份 NGO的意

見，仍應注意 NGO 所提意見的提醒。 

五、蕭委員家興 

(一) 各項計畫內容詳實，休憩遮雨

棚、慢行步道、欄杆安全設施(建議以

綠籬取代)、水岸浮動碼頭、親水平台

等施設之必要性，宜加以檢討及設施

減量。 

 

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本計畫截流改善工程請撙節辦

理，並確認未有與前期施作地點與重

複工程。 

(二)原則先行補助設計費，如確認細

部設計可於 108年 8月完成，108年 9

月完成發包，本署考量工程經費一併

補助。 

 

七、經濟部水利署 

(一) 水環境提報計畫需無用地且防洪

無虞，若有此問題應先解決後提報，

另本次第三批提案主要針對，已完備

生態調查、檢核且無生態疑慮及辦理

水資改善為優先，第三批次提報作

為，將採兩階段方式核定計畫，將需

求先落實生態檢核作為，並視落實情

形核定計畫，故建議縣府先行邀請相

關環團溝通，尤其生態敏感區案件，

(二)感謝委員意見，未來縣府將建置對話

平台，於設計階段會邀請地方意見領

袖及 NGO團體組織共同研商。 

四 

(一)感謝委員意見，未來縣府將建置對話

平台，於設計階段會邀請地方意見領

袖及 NGO團體組織共同研商。 

 

 

五 

(一)感謝委員意見，將納入規劃設計一併

檢討。 

 

 

 

 

 

六 

(一)感謝委員意見，本案計畫範圍為前期

計畫之上游段，預計接入前期計畫完成之

人孔 A7，並未有重複之情形。 

(二)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七 

(一)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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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並積極溝通協調，以利後續評核爭取

經費。 

(二)請落實計畫面生態保育與環境保

護問題，於執行前、中、後隨時滾動

式檢討，並依檢討結果調整工項。 

(三)請避免大面積裸露或開挖，施工

中案件如有影響生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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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完成

後復工，若無法改善應考慮取消辦

理。 

(四)計畫核定後，工程預算書請編列

「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經費。 

(五)第三批提報案件以 109年前可完

工案件為之，相關提案工作項目請自

行檢討。 

(六)各縣市政府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

案件資料，應於各縣府網站設置專屬

網頁讓民眾查詢，以加強資訊公開。 

(七)民眾參與、NGO、相關關切團體，

在地民眾意見及本次工作坊意見，請

參照修正、補充說明，於 3/24前提報

河川局… 

 

八、座談結論 

(一) 本次第三批提報案件，以 109年

前可完工案件為之，且主要針對已完

備生態調查、檢核且無生態疑慮及辦

理水環境改善為優先，並採兩階段方

式核定計畫，視生態檢核落實情形及

作為核定計畫，故請各縣府積極與相

關環團協調、溝通，以利後續評核爭

取經費。 

(二)請各縣市政府整合過往已完成及

執行中之水環境計畫，可以為所提報

計畫給予核心價值，進而勾勒出完整

的水環境願景，以強化說服力。 

(二)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三)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四)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五)感謝委員意見，本次提案均可於 109

年底完工。 

 

(六)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七)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八 

(一)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二)遵照辦理，將整合本府辦理過計畫已

強化提案內容。 

 

(三)遵照辦理，相關生態檢核成果；NGO、

工作坊等民眾參與資料已納入各提案

計畫書內。 

 

(四)遵照辦理，將於規劃設計階段一併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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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三)請各縣市政府於計畫內容加強說

明生態檢核內容及結果，並增加

NGO、工作坊等民眾參與資料作為提報

依據。 

(四)請各縣市政府務必落實生態檢核

工作，以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

的生態策略，再據以提出工程規劃設

計案。 

(五)建議各提案所規劃之環境營造及

改善，務必與周邊地景融合，減少不

必要的設施，避免影響或干擾原有生

態環境。 

(六)各審查委員及與會代表所提意

見，請各縣市政府參照修正、補充說

明，完成提案計畫修正後，於 108年

3月 24日前函報各所轄區河川局辦

理。 

入考量。 

 

 

(五)感謝委員意見，相關原則已納入提案

計畫考量，未來設計作業亦謹記遵

循。 

 

(六)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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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提報案件評分委員會議紀

錄 

委  員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一、 劉委員駿明 

(一) 宜蘭縣所提水環境第一優先南

方澳地區第二期改善計畫，污

染最嚴重之里，僅南安里長參

加說明會及府內審查暨現場勘

查，僅討論五案，忽略本案，

施工時請加強溝通及聽取專家

學者意見，又蘇澳漁會為水質

重要污染點源，漁港 A2範圍之

作為及成效等，請加強說明。

預期效益去除 BOD5(生化需氧

量)77kg/日，對水質改善效果

如何，亦請說明。 

二、 石委員聖龍 

(一) 許多 NGO 團體對於部份溪流、

排水之環境改善，仍有許多疑

慮，因此對於納入環境改善之

計畫，仍宜儘可能避免過度地

形地貌之改變。 

(二) 魚類豐富度一直被認為河川溪

流之生態指標，建議在溪流排

水環境改善，在設計上儘可能

考慮到營造適合魚類洄游棲息

環境，對計畫效益有加分效

果。 

(三) 工程之規劃設計，宜充分考慮

到未來營運管理維護問題及地

方政府財務上之負擔。 

(四) 南方澳漁港地區環境改善計

畫，水處理後仍排入漁港港

區，建議未來配合整體下水道

建設計畫，加以改善，另應重

視分魚市場清洗之污水是否納

入計畫改善範圍。 

三、 楊委員志彬 

 

(一)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後續設計作業

 將加強民眾參與及徵詢學者意見，

 另蘇澳漁市場目前正改建中，後續

 該部分生活污水將接入本系統。本

 計畫完成後預期截流量可達

 650.09CMD，達既有污水設施設計

處 理量之 7 成。 

 

 

 

 

 

 

(一)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二)感謝委員意見，未來縣府將建置對

話平台，於設計階段會邀請專家學

者與 NGO 團體組織共同研商。 

 

 

 

(三)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四)感謝委員意見，本案污水處理設施

排放之放流水均符合放流水標準，並未

造成漁港污染，待蘇澳系統建設後，本

計畫完成之管段將全數納入。另目前改

建中之魚市場後續生活污水將會接入本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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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一) 多元化民眾參與必須完整，特

別在蘇澳溪、美福排水擁有豐

富生態相及保育物種，應再邀

請環保生態 NGO 代表，聽取他

們的意見。 

四、 黃委員于玻 

(一) 生態檢核僅有主表，對於細節

及反饋規劃設計著墨較少。 

(二) 整體景觀設施仍過多，請以核

定本中所載之地景改善為優

先。 

五、 林委員煌喬 

(一) 宜蘭縣政府水環境第三批次所

六大計畫，各項工程均已進行

(或承諾)生態檢核、詳細調

查，掌握生態現狀，同時釐清

工程進行可能造成的影響，再

依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的

生態策略，研提對應的保育措

施，且能提出合宜的工程配置

方案，請交付承商據以施作，

施工中並請檢核團隊積極介入

指導，以確保採擾動最小、衝

擊最低的生態工法施作，盡量

降低對生態影響。 

(二) 宜蘭縣政府對安農溪、宜蘭

河、蘇澳溪、美福排水及十六

份排水之水環境改善計畫，均

能規劃各自願景，並建構各自

整體分區發展軸線，循序計畫

性的推動，殊值可取。惟仍要

再度叮嚀，未來水環境改善計

畫的推動，允宜注意： 

1. 如何恢復河川自淨能力才

是重要的，不要為了管理

方便就將溝渠水泥化。 

2. 河川營造盡量依據原有特

(一)感謝委員意見，未來縣府將建置對

話平台，於設計階段會邀請專家學

者與 NGO 團體組織共同研商。 

 

 

 

(一)生態檢核成果及相對應之迴避、縮

小、減輕及補償的生態策略等建

議，詳附件生態檢核成果報告。 

(二)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一)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二)感謝委員意見，相關原則已納入提

案計畫考量，未來設計作業亦謹記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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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色，不要有太多干擾行

為。 

3. 適當的河段種植優質喬

木、灌木交錯配置的環

境，或水際護岸種植原生

水生植物，以營造棲地。 

(三) 依據宜蘭縣水環境改善提案徵

選工作坊及現勘會議紀錄發

現，學者專家及 NGO 團體，對

於目前宜蘭河川整治的評價，

並非完全正向。他們期待水環

境改善，是找回河川的生命

力、找回生態生機，因此強調

水環境改善計畫要推動生態維

護、棲地營造及復育；此與當

地社區民眾及民意代表的期

望，較側重於景觀改造及人為

設施的建設，會有相當落差。

如何取得雙方平衡，雖需時間

折衝，惟工程又有時間壓力，

建議仍應耐心地再與 NGO 團體

溝通(甚或採納部分意見)，務

期計畫推動後媒體不要出現負

面訊息。 

(四) 宜蘭縣水環境改善提案徵訪宜

蘭惜溪聯盟時，該聯盟代表曾

質疑：「由下到上為什麼最後

選擇美福排水、十六份排水與

蘇澳溪 ?」允宜再釐清其疑

慮，並適時溝通化解。 

 

(五) 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地區周遭

水環境改善計畫，雖未發現任

何珍稀動物、植物，惟既有綠

帶仍應確實妥善維持，花台亦

可改植喬木，以營造生態服務

機會。 
 

 

 

 

 

 

(三)感謝委員意見，未來縣府將建置對

話平台，於設計階段會邀請地方意

見領袖及 NGO團體組織共同研商。 

 

 

 

 

 

 

 

 

 

 

 

 

 

 

(四)感謝委員意見，提案徵選潛力亮點

較為分散，如何將分散的潛力點聚

焦到三條河系上係經過六次顧問團

會議，從亮點區域內治理工程推動

情形、案例區位及樣態考量做綜合

性評估，並經現場踏勘後擇定之，

相關擇定邏輯考量已當下回應惜溪

聯盟。 

(五)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工區位於漁港

市區既有道路，主要工項為污水截

流管線地下推進工程，非景觀工

程，且開挖地點皆位於道路上，對

港區花台路樹不會造成影響，另查

該區域既有花台非本府財產，若逕

自改植恐造成後續相關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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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六、 內政部營建署 

(一) 因宜蘭縣提案部分無本署補助

案件，故本署尊重各部會意

見。 

(二) 請宜蘭縣政府加強佐證資料完

整性。(如會議紀錄應附簽到

簿) 

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 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地區周邊

的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本計

畫係屬延續前期南方澳港地區

截流改善工程未完成之區段，

請依計畫期程於 108 年 7 月完

成細部設計工作，108 年 9 月

完成發包，109 年 7 月完工結

算。 

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

東林區管理處 

(一) 查宜蘭縣政府提報案件之計畫

範圍皆無在本處轄管林班地，

爾後若確定執行案件，其計畫

範圍涉及本處所轄管之林班

地，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九、 經濟部水利署 

(一) 本次會議連江縣政府及宜蘭縣

政府所提計畫，內容及經費估

計等與實際尚有落差，請各縣

府考量是否於本批次先提報規

劃與細設，後續批次再提報工

程，尤其涉及海岸營造及生態

(溼地等)部分。 

(二) 生態調查結果應回饋至工程面

之對應方式，而非僅完成生態

調查，工程面未參採。 

(三) 請依本次會議意見修正整體計

 

 

(一)感謝委員意見。 

 

 

(二)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一)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一)感謝委員意見。 

 

 

 

 

 

(一)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二)感謝委員意見，相關原則已納入提

案計畫考量，未來設計作業亦會邀

請輔導顧問團及 NGO 團體參與討

論。 

(三)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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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畫工作計畫書，並製作本次會

議委員意見回應對照表納入計

畫書中。 

十、 結論 

(一) 本次經評分委員會議彙整評分

結果附件，後續由本局提報經

濟部水利署彙辦依優先順序核

辦。 

(二) 本批次提報案件水利署將於

108 年 4 月 16 日辦理複評會

議，請宜蘭縣政府及連江縣政

府將各部會代表及委員所提意

見參採修正、補充說明後，於

108年 4 月 8 日提送本局。 

(三) 請宜蘭縣政府及連江縣政府加

強說明生態檢核工作內容。 

(四) 各提報案件之經費請再核實估

算，工程、設計及監造等相關

費用請予以分開臚列。 

(五) 各提報案件計畫內容宜融入地

景，避免過度設施破壞生態棲

地環境。 

(六) 各提報案件針對自然河川生

態、水質水量、文化、植栽及

教育功能等領域並強化未來執

行方式及願景藍圖等面向，請

加強說明，以期達成計畫目

標。 

(七) 各案工程執行過程中，請留存

相關紀錄及攝錄影像等資料，

俾利計畫成果之展現。 

(八) 針對環保團體或 NGO 等所提意

見，請宜蘭縣政府及連江縣政

府加強補充說明及回應。 

 

 

(一)遵照辦理。 

 

 

 

(二)遵照辦理。 

 

 

 

 

 

(三)遵照辦理。 

 

(四)遵照辦理。 

 

 

(五)相關原則已納入提案計畫考量，未

來設計作業亦謹記遵循。 

 

(六)遵照辦理。 

 

 

 

 

 

(七)遵照辦理。 

 

 

(八)感謝委員意見，未來縣府將建置對

話平台，於設計階段會邀請地方意

見領袖及 NGO團體組織共同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