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蘭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提案 

府內審查暨現場勘查會議紀錄 
一、 時間：108 年 1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00 分 
二、 地點：本府 204 會議室（二樓教育處旁） 
三、 主持人：陳處長春錦                          記錄：曾晨翔 
四、 出列席人員：詳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略） 
六、 會議簡報：（略） 
七、 會議討論： 
(一) 通案意見： 

1. 經濟部水利署： 
(1) 各核定計畫應注意審查意見之落實及環境復育與生態保

育措施，請優先執行水質改善工作項目，再進行水岸環境
設施營造。 

(2)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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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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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改善應考慮取消辦
理。 

(4) 工程預算書請編列「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相關經費。 
(5) 為加速整體計畫亮點完成，建議宜蘭縣政府以第一二批次

整體計畫尚未完成分項案件優先納入本(三)批次提案。 
(二) 案由一：美福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國立宜蘭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李意娟教授：規劃內容
應考量動植物生長環境之營造，且該提案社區居民願意共同
維護其水環境改善成效方能持久。 

2. 宜蘭大學總務處張進裕組長： 
(1) 水質淨化設施後續應持續編列維護管理經費確保維持其

功能。 
(2) 建議施工過程中應維持兩岸植栽，若有移植後續應移回。 

3. 國立宜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歐陽慧濤教授：本提案係由民眾
由下而上提案，且地方說明會對本案也相當贊同，許多里長
簽署維護管理合作意願書，希望本案能爭取中央認同。 

4.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書面意見)：美福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為利權責一致及計畫補助經費易於管理，水質優化暨運動休
閒區項下之礫間處理設施所需總經費約 3,000 萬元一節，本
案計畫內容無公有地，擬採行「在槽礫間工法」，後續恐面臨
維護管理問題，建議若附近已有建設完成之下水道主、次幹
線，直接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補助經費，截流該污水至下水
道管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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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內政部營建署：請補充該區位未設置污水下水道系統的原因。 
6. 經濟部水利署: 

(1) 目前美福排水整體防洪治理已完成八成以上，本整體計畫
範圍內是否已完成治理？ 

(2) 請各分項案件經費需求分列表示。 
(3) 本整體計畫內容涉及多處街道照明、景觀照明等設施，請

估算出每月相關電力費用，後續電費支應是否已有編列財
源，請納入營運管理計畫內補充說明。 

(4) 生態檢核發現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類生物如黑翅鳶及彩
鷸等稀有珍貴鳥類，本計畫配合辦理生態友善措施為何？
建議應先洽野鳥協會或其他環團等單位協助檢視生態檢
核成果或提供相關建議。 

7. 宜蘭大學園藝系黃志偉教授： 
(1) 建議景觀植栽應考量以原生種為主。 
(2) 另提案所發現之彩鷸推測係因週邊農田湛水高度適合其

停留才會出現，彩鷸在宜蘭是很常見的水鳥。 
8. 主席：請提案單位加強現況水質對下游影響之說明。 

(三) 案由二：十六份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經濟部水利署: 

(1) 本計畫擬開蓋或設置地下廊道地點因涉及民眾觀感，是否
可推動尚不明確，建議先確認可行性後再推動，以提升整
體計畫效益。 

(2) 生態檢核發現第二級保育類生物(彩鷸)及第三級保育類
生物(紅尾伯勞)等稀有珍貴鳥類，本計畫配合辦理生態友
善措施為何？建議應先洽野鳥協會或其他環團等單位協
助檢視生態檢核成果或提供相關建議。 

2. 宜蘭大學園藝系黃志偉教授： 
(1) 建議開蓋的地下廊道示意圖低矮圍牆可以改成欄杆，降低

硬體工程量體。 
(2) 若要開蓋應注意進入羅東鎮的水質，從我多年生態觀察經

驗，若是圳路加蓋其生態食物鏈是斷裂的，開蓋對生態環
境是友善的。 

3. 國立宜蘭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李意娟教授：踏水走溪
段內有許多水生植物，在整治過程中應保留水中植被。若社
區於此段發展小旅行建議應先與社區溝通，應管制進入人數。 

(四) 案由三：蘇澳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宜蘭大學總務處張進裕組長：蘇澳溪建議以低開發度處理。

所提之人行景觀橋建議從現有橋梁改善考量。 
2. 宜蘭大學園藝系黃志偉教授： 

(1) 河濱高灘地營造應避免全面草皮化，草皮化也會增加後續
維護管理負擔，需定期除草。 

(2) 植栽應以喬木與灌木搭配營造整體景觀，且未來景觀配置
應以原生種為優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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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景觀改造希望能就地取材，溪裡的礫石是最好的淨化與防
洪素材。 

(4) 若河川改造周邊土地利用應一併考量，目前臨蘇澳溪邊無
停車場，建議都市計畫應納入考量。 

(5) 希望能從下游散步到中游，人行步道寬度維持窄小人可通
行即可，其低調小空間營造應避免用柏油鋪設。 

(6) 未來細部設計應辦理景觀視野分析。 
3. 經濟部水利署： 

(1) 本署水利規劃試驗所於民國 100 年辦理蘇澳溪治理規
劃，研究蘇澳溪水系設置分洪道之可行性，以改善蘇澳鎮
內水淹水狀況，該分洪道提案刻正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本案如有河防安全風險，建議待完成治理無溢淹疑慮
後再提報水岸環境改善。 

(2) 本計畫辦理內容為低度水岸改善，但總經費高達 1.18 億
元，其中光草皮整理所需費用高達 4,000 萬元，人行景觀
橋 3,750 萬元，相關經費及設施內容必要性(如人行景觀
橋等)建請再檢討？ 

(3) 親水應兼顧生態多樣性，辦理高灘地草皮整理，非全然採
用草坪方式規劃，建議應維持一定比例原始灘地自然原
貌。 

(五) 案由四：安農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國立宜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歐陽慧濤教授：安農溪相當得天

獨厚，上游是蘭陽發電廠沒有防洪疑慮，縣府後續提出改善
計畫我們相當期待水環境優化。 

2. 宜蘭大學總務處張進裕組長： 
(1) 安農溪河岸草皮化嚴重，早期河岸沒整理卻很自然，整治

後對生態的改變是什麼?是值得探討的。 
(2) 早期沒有休閒遊憩需求，我開車經過安農溪也會和自行車

遊客有驚險畫面，交通改善對觀光和居民都是正面的改
善。 

3. 國立宜蘭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李意娟教授：以前宜蘭
河川水生動物非常多，現在河川改的非常人工化，據我教學
觀察，這幾年宜蘭河川生態有減少現象。 

4. 宜蘭大學園藝系黃志偉教授： 
(1) 我曾進行宜蘭河與安農溪的生態調查，研究整治前後的生

態變化，研究成果顯示，安農溪生物多樣性有顯著下降，
水質變不好，主流有改善但支流沒有改善。 

(2) 本次提案係呼應地方民宿業者，建議盤點景觀及遊憩潛
力，例如落羽松秘境很美，但兩邊民宿和農舍沒有對應的
景觀，建築量體質感和自然景觀有落差，請注意視覺衝擊
問題。 

(3) 照明改善建議可參考巴黎機場附近公園案例，採低照度，
讓使用者能辨明行走區是路或階梯，因為燈桿會影響割草

3/7 



效率，建議用地燈(低照度照明，LED 燈)，減少服務設施
的量體。且濱溪環境最多螢火蟲，景觀照明亦會影響營火
蟲。 

(4) 潛力點 2 該段生態品質最差，有一半以上是外來植物，建
議景觀選擇與配置應再考量。 

5. 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 
(1) 安農溪草皮太過人工化已被討論很久，負責維護管理覺得

一致性比較好管理。 
(2) 分洪橋至尾塹橋是亮點河段，每年都有工程施作，未來若

要施設改善工程建議縮短，避免民眾觀感不佳。 
6. 經濟部水利署： 

(1)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章節內容請按照本署函頒格式撰
寫，以利後續評分審查時索引據以評分。 

(2) P2，圖 2 應為三星鄉，非三星市，請修正。 
(3) 圖 4、尾塹萬善公-分洪堰航照圖、圖 5、分洪堰-行健橋

航照圖、圖 6、行健橋-三星大橋航照圖，均請標示重要
設施相關點位。 

(4) P4，左下方小圖應為施工中案件，請說明現況執行情形。
P5，右下方小圖(上、下兩圖)請標註所在地點。 

(5) 本河段以往逐年透過整合發展計畫向內政部營建署、教育
部體育署及交通部觀光局等爭取藍自行車道及相關設施
改善等，建議補助單位改由觀光局或由觀光局及水利署共
同補助。 

(6) P8，請補充說明核定之「安農溪第二期河道環境改善工
程」辦理的內容及本(三)期工程相對位置。另後續待辦理
「萬長春水圳調蓄池暨公園環境營造」、「雙賢二號橋上游
段治理」、「柯林湧泉第二公園營造」、「張公圍親水公園暨
泛舟中心闢建」、「安農溪激流標竿」等 5 項計畫，應非本
期計畫辦理內容，請補充釐清。 

(7) P13，「農義橋~大義一號橋堤下步道改善(全長 200 公
尺)」，內容將步道動線外移，增加樑下淨高至 2.3 公尺以
上，請問步道動線外移離深槽距離約多遠？是否有長期觀
察深槽變化，否則會有因深槽改變導致車道損毀疑慮，且
富排水圳做過水路箱涵亦有被安農溪水勢沖毀疑慮。本河
段相關規劃佈設建請再考量。 

(8) P15，「魅力河段亮點工程」，初步構想為每 15 公尺低矮
LED 光源燈，過多人工設施及人工光源，恐影響安農溪
天然生態環境及破壞自然美感，建議再考量。另請估算出
每月相關電力費用，後續電費支應是否已有編列財源。 

(9) P19、P20，請釐清「產業地景解說及指標工程」及「綠
能教育點連接工程」兩者初步構想內容及差異性。 

(10) P21，「綠能教育點連接工程」主要工程項目，採用剛性
鋪面必要性請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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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22，表 7 第三期經費數值及年度錯誤，請修正。 
(12) P25，請檢附 107 年 12 月 21 日本工程地方說明會會議資

料。 
(13) 本提案計畫請檢附辦理生態檢核作業相關資料(含佐證資

料)，並請提供所協助辦理之生態專業團隊成員，及是否
有邀請生態領域專家學者、在地民眾或長期關心在地生態
團體等共同參與，請將相關辦理情形一併納入。 

(14) 請補充說明是否有納入逕流分攤、出流管制等政策辦理內
容或符合地方創生政策均衡區域發展與平衡城鄉差距等
內容。 

(15) 請補充預期成果及效益，提供相關量化數據，如環境改善
面積、預期觀光人數、產業發展等。 

(六) 案由五：宜蘭河水岸慢行到及水域活動環境改善計畫 
1. 國立宜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歐陽慧濤教授:後續細部設計規

劃應考量排水問題。 
2. 宜蘭大學總務處張進裕組長: 

(1) 之前永金一、二號橋區段要做整治時民眾提出該河川很自
然，為什麼要做得跟下游一樣，上游民眾活動強度較弱，
其需求性請再考量。 

(2) 宜蘭橋下游段河濱道路動線不佳，市區民眾要跨越道路方
能親近河岸，是否能考慮此處的空間縫合。 

3. 國立宜蘭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李意娟教授:宜蘭可以
親山親水，但走到哪裡看到的風景都一樣，建議河川營造盡
量依據原有特色，不要有太多干擾行為，根據調查成果生物
非常單一，我只能看到親水，沒有生態。 

4. 宜蘭大學園藝系黃志偉教授：建議可參考德國慕尼黑 Isar 河
案例，河濱自然景觀也是保留區。目前提案從行水區至道路
區段沒有足夠的緩衝空間，堤頂改善通行路面，對生態比較
不好，但對民眾使用性是好的。若堤頂植栽不好，建議增加
喬木和灌木種植。 

5. 經濟部水利署第一河川局: 
(1) 當初步道係考量用在地民眾需要的地方，最少量減少河川

干擾，把空間還給自然，建議設施可以減量請盡量減量，
以生態考量為主。 

(2) 一河局目前也有工程正在發包，建議應建立橫向溝通，避
免資源重複投入。 

6. 經濟部水利署: 
(1)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章節內容請按照本署函頒格式撰

寫，以利後續評分審查時索引據以評分。 
(2) 請補充公民參與辦理情形。 
(3) 有關「宜蘭河北岸宜蘭橋至七張橋之步道、慢行道環境改

善」，對岸未同步進行規劃辦理原因，請補充。 
(4) 按表 1 分項計畫提案工程項目一覽表，擬辦理「鐵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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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張橋左岸堤防慢行道鋪面工程」與前圖 9 所揭擬辦範圍
不同，請再釐清。 

(5) 有關「永金一、二號橋南北岸斜坡道新建工程」，圖 17
宜蘭橋應修正為宜興橋，且七張橋-欄河堰左岸辦理長度
約 1580m，與圖 9 約 1880m 不符。本案四處設置橋下串
連步道及綠美化，面積約 1000m2，步道寬約 3m，辦理
內容僅為步道、綠美化且長度僅約 300~400m 左右，預算
編列每公尺約 2 萬以上，單位造價建請再檢討。 

(6) 請將設計費與監造及施工費用分列。 
(7) 本提案計畫請檢附辦理生態檢核作業相關資料(含佐證資

料)，並請提供所協助辦理之生態專業團隊成員，及是否
有邀請生態領域專家學者、在地民眾或長期關心在地生態
團體等共同參與，請將相關辦理情形一併納入。 

(8) 請補充說明是否有納入逕流分攤、出流管制等政策辦理內
容或符合地方創生政策均衡區域發展與平衡城鄉差距等
內容。 

(9) 請補充預期成果及效益，提供相關量化數據。 
(10) 後續維護管理計畫，請補充說明實際資源投入情形。 

(七) 案由六：宜蘭縣蘇澳鎮南方澳漁港地區第二期水環境改善工程 
1. 國立宜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歐陽慧濤教授:從整體改善考

量，該提案延續前期工程樂觀其成。 
2. 宜蘭大學總務處張進裕組長: 

(1) 提案對漁港水質改善非常有幫助，另是否有第一漁港水質
做改善計畫? 

(2) 南方澳第一魚市場已有改建計畫，建議相關工程要整合，
避面資源浪費。 

3. 宜蘭大學園藝系黃志偉教授：若能應付 10~20 年的處理量表
示支持，既有路樹施工後要復原。 

4.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書面意見)：宜蘭縣蘇澳鎮南方澳漁港地區
第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南方澳漁港區截流改善工程，先行
補助設計費，工程俟完成設計後，再審議補助。 

5. 經濟部水利署: 
(1) 本提案計畫請檢附辦理生態檢核作業相關資料(含佐證資

料)，並請提供所協助辦理之生態專業團隊成員，及是否
有邀請生態領域專家學者、在地民眾或長期關心在地生態
團體等共同參與，請將相關辦理情形一併納入。 

(2) 107 年 10 月召開地方說明會，請補充公民參與辦理相關
內容。 

6. 行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書面意見)：因「蘇澳鎮南方澳漁港地區
第二期水環境改善」名稱以南方澳漁港地區為主，而實際收
納非港區污廢水，建議名稱修正為「宜蘭縣蘇澳鎮南方澳地
區週遭第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本案經洽宜蘭縣政府似本次
所送計畫書施作範圍未涉及南方澳港區內土地，倘未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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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南方澳漁港港區土地，應另案洽本署及該筆土地經管單
位同意，且與當地漁民團體適時溝通後，再行施工。 

(八) 美福排水現場勘查紀錄： 
1. 環保署針對美福排水礫間處理設施之意見為何?礫石多久要

清洗一次? 
2. 步道與礫間處理提案應分項撰寫，後續分項核定。 

(九) 十六份排水現場勘查紀錄： 
1. 十六份排水水質佳的論述應補充羅東污水接管率。 
2. 建議將歷史元素融入工程設計中，讓河川改造融合故事。 

( 〇一 ) 結論：請各提案單位依審查會各委員及機關意見修正後送本
府水資處彙辦。 

 

美福排水現勘照片 

 
十六份排水現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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