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時   間 項    目 內    容

1 09:00-09:30 七張社區活動表演 社區活動暖場

2 09:30 記者會開始 介紹蒞臨貴賓與協辦單位

3 09:30-09:40 工程簡介 工商旅遊處及工程團隊簡報

4 09:40-09:45 縣長致詞

5 09:45-09:55 貴賓致詞

6 09:55-10:00 現場勘查

5 10:00 禮成 拍攝與採訪

宜蘭河水岸慢行道及水域活動環境改善工程
開工前記者會

時間：109年8月3日(一)上午9時30分至10時

地點：宜蘭市七張社區黎霧橋北端下方廣場

宜蘭縣政府整合所辦理「宜蘭河流域整體規劃」成果，提報「全國水環境

計畫」獲經濟部水利署及交通部觀光局共同補助新臺幣6,250萬1,000元

（總經費新臺幣7622萬元），辦理「宜蘭河水岸慢行道及水域活動環境

改善工程」。藉由中央與地方協力宜蘭河整體環境之改造，創造縣民生

活休閒空間，並利用宜蘭河串聯社區間之交流，提供不同遊程的多元體

驗，提升宜蘭河水岸魅力及融合在地生活。



宜蘭河水岸慢行道及水域活動環境改善工程宜蘭河水岸慢行道及水域活動環境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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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河水岸慢行道及水域活動環境改善工程

工程概要：

補助計畫名稱：前瞻計畫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補助單位：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觀光局 (中央補助款 82% ，地方配合款 18%)

工程地點：宜蘭河 (員山鄉、宜蘭市及壯圍鄉 )

工程內容：橋下穿越自行車步道立體交叉動線 (8 處 )

          宜興橋至中央橋堤頂自行車步道 (約 3.5 公里 )

          水域碼頭護岸、堤前坡看臺及慶和橋橋下空間環境整備

工程主辦機關：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

設計監造單位：城拓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承包廠商：國懋營造有限公司

計畫核定金額： 7,622 萬元

預計開工日期： 109 年 8月 10 日

預計竣工日期： 110 年 5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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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計畫說明

慢行系統 (步道、自行車道、慢行道 )
既有慢行系統

立體交叉系統
河域碼頭護岸

堤前坡看臺、慶河橋
橋下空間環境整備

永金一號橋

永金二號橋

西門橋

慶和橋

宜蘭橋

宜興橋

鐵路橋

慈安橋

黎霧橋
七張橋

中央橋

永金一號橋至永金二號橋段 西門橋至慶和橋段 宜興橋至中央橋段



工區位置 - 永金一號橋、二號橋

工程項目一覽

永金一號橋
宜蘭河

❷❷ 交叉系統交叉系統

❶❶ 交叉系統交叉系統

永金二號橋

無障礙坡道 既有堤頂自行車道

既有堤外自行車道

既有越堤道

既有越堤道

既有越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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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位置 - 西門橋 - 慶和橋 ( 右岸 )

工程項目一覽
慶和橋

西門橋

堤內

❷❷ 橋下空間環境整備橋下空間環境整備

❸❸ 藝術裝置藝術裝置

❹❹ 堤坡地景看台堤坡地景看台

❺❺ 卸船坡道卸船坡道

❶❶ 河域碼頭河域碼頭護岸護岸

宜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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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位置 - 宜興橋至七張橋

工程項目一覽

宜興橋端

宜蘭河

❷❷ 慈安橋交叉系統慈安橋交叉系統
及自行車牽引道及自行車牽引道

❶❶ 抽水站外自行車牽引道抽水站外自行車牽引道

堤內

❸❸ 黎霧橋交叉系黎霧橋交叉系
統及自行車牽引道統及自行車牽引道

❹❹ 堤頂自行車道堤頂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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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興橋

慈安橋

黎霧橋

❺❺ 植栽工程植栽工程



工區位置 - 七張橋至中央橋

工程項目一覽

中央橋

宜蘭河

❷❷ 堤外自行車道堤外自行車道
❶❶ 堤頂自行車道堤頂自行車道七張橋

堤內

❸❸ 銜接中央橋階梯銜接中央橋階梯

❹❹ 植栽工程植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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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頂自行車道植栽示意圖 - 宜興橋至中央橋

灌木 -苦林盤

灌木 -紫花馬纓丹

喬木 -苦楝
喬木 -台灣赤楊 喬木 -烏皮九芎

喬木 -光臘樹
灌木 -月橘

喬木 -台灣欒樹

喬木 -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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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圍鄉公所提案 - 宜蘭河右岸中央橋高灘地環境營造

9

壯圍鄉公所提案內容：

徵收中央橋自上游 200m 至下游 430m 右岸私有河川用地，辦理該河域及高灘地

河防安全工程及魅力河段環境營造。

經吳政務委員澤成召開中央與地方建設協調會報宜蘭縣政府第 16場研商會議

裁示結論摘要如下 :

1. 第一河川局辦理「宜蘭河壯圍堤防 (中央大橋上游段 )高灘地保護防災減

  災工程」，預計 109 年 9月完工。

2.中央大橋下游低水護岸及約 2公頃公有地，請河川局於 109 年先進行防洪

  整治及綠地低水護岸工程規劃設計。

3.中央大橋下游約 2.5 公頃私有土地部分，請壯圍鄉公所調查地主協議價購

  意願後交由河川局編列預算及規劃作業期程 (109 年辦理用地徵收及計畫提

  報先期作業； 110 年辦理用地取得及工程施作 )，完成後由壯圍鄉公所維管。



620m620m
200m 430m

壯圍公所請求事項壯圍公所請求事項
11 、徵收中央橋自上游、徵收中央橋自上游 200m200m 至下游至下游 430m430m
            右岸私有河川用地右岸私有河川用地
22 、辦理該河域及高灘地河防安全工程。、辦理該河域及高灘地河防安全工程。
33 、辦理魅力河段環境營造工程。、辦理魅力河段環境營造工程。

宜蘭河壯圍堤防宜蘭河壯圍堤防 (( 中央大橋上游段中央大橋上游段 )) 高高
灘地保護防災減災工程灘地保護防災減災工程

長度長度 620m  620m  綠美化綠美化 22 公頃公頃
一河局施工中一河局施工中  109109 年年 99 月完工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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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導

宜蘭河水岸慢行道及水域活動環境改善計畫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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