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十四次複評及考核小組作業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7月 23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貳、地點：實體(本部水利署第一會議室)及多點同步視訊會議

叁、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曹副署長華平( 代)          記錄：賴烱賓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報告事項：

• 案由：本計畫經常門預算補助案件備查案，報請公鑒。（提案機關：經濟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劉委員駿明：

有關本計畫經常門預算補助案件備查案，同意所擬意見辦理。

粘委員麗玉：

附件一：所有的生態檢核都已經花了這麼多錢，這些所產生出來的數

據及資料似乎無公開放在網站上，供民衆檢視或供環保團體及環工人

員參考？

林委員煌喬：

本案無意見。

【決議】

一、本案業經經濟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程序完成審查及核定，依

本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第三十二點規定，本案原則同意備查。

二、本計畫歷年核定補助水環境改善案件所辦理之生態檢核資料，地

方政府雖已辦理相關資訊公開作業，惟資訊零散搜尋不易，易造

成外界誤解，請各縣市政府將工程生命週期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執

行成果於資訊公開網站統一彙整為專區展示，以利提升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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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性，並請本計畫各部會及本部水利署各河川局定期查核資訊

更新情形。

三、請經濟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持續掌控經常門預算補助案件之執

行情形，以確保計畫執行成效。

捌、討論事項：

• 案由一：修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部分規定案，

提請討論。（提案機關：經濟部）

劉委員駿明：

一、參加水與環境第五批次提案初審時，有很多生態專家，因生態調

查成果過於老舊而迭有意見，建議比照水利署新檢討規劃之水文

水理審核規定，提案審查階段，使用資料不得超過五年，否則應

依生物特生中心、林務局、民間相關生態研究報告新調查成果，

或由提案單位責成另委託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進行補充調

查，以竟事功。

二、施工階段辦理生態檢核工作，依過往實務經驗而言，若至少能進

行三次現勘，即開工前、中、後各乙次，對於生態保育落實工作，

具有實質正面意義。若該階段沒有完善執行策略，即使完工後再

怎麼進行維護管理，也事倍功半難以補救，提醒各執行單位參考。

三、修正第十三條規定地方政府應依據水環境改善發展藍圖規劃成果

研擬編訂個別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書。因該計畫為兩年計畫，成

果報告要 112年才能提供，故「前項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書及各

表單本部另訂之」，是否要加註執行時間條款，請研擬因應。

詹委員明勇：

一、多數敘述均採「水環境改善計畫」或「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唯獨第十五點標題使用「水環境整體改善計畫」是誤植或有其特

殊意義？

二、第十五點第三項第二款，「…召集人與副召集人不得委請他人代

表。」在實務上可能會碰到局長因公無法出席，副召集人就無法

代理召集人主持評分會議。建議預留彈性空間，依循程序正義完

成評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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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十六點(第一行)：「…計畫之水環境改善計畫，…」有沒有必要

調整為「…計畫之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請業務單位酌情

檢討。

四、第二十二點第二款，建議刪除「…得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

質缺失扣點表>辦理扣點。」等文字。因為第二十二點第四款已要

求各單位應依照「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辦理工程督

導。按該要點內容，即有明確規範督導作業的扣點原則，此處使

用「…得依...」恐徒增作業單位的適法性解釋困擾。

粘委員麗玉：

一、根據這個執行作業注意事項要點已在今年七月十二日已經邀集各

部會初審通過，水利署在修的時候可能認為沒必要通知我們這些

委員，當然我們不是一定要與會，而是說讓我們知道有修正的會

議，然後有意見的委員可到會提意見。

二、修正後第十五點前置作業，藍圖規劃到審核後，是否可讓委員知

道那些案內容？

三、到底要辦幾次的說明會跟公聽會？此牽涉到民眾產權問題，無法

達共識是否又強制徵收造成民怨？

林委員煌喬：

一、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下稱本注意事項)第 11點
規範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書提案條件，鑒於未來直轄市、縣(市)政
府推動「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皆應規劃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

藍圖，再依發展藍圖規劃之計畫，循序提案參與評核。換言之，

已納入縣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的計畫，才有提案資格，因

此，請斟酌是否增列「(四)已納入縣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

劃願景者。」

二、本注意事項第 16點：

(一)第 1項生態檢核部分：我們發現目前各縣市政府水環境建設執

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時，碰到的最大瓶頸是，「如何將生態檢

核團隊的知識與經驗，引入公務體系，並落實於水利建設。」這

也是最被忽略，而亟待強化的一環，因為水環境改善工程生命週

期(規劃、設計、施工)任何一階段的生態檢核作業，如無法謹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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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即使生態檢核作業，花了再多的心血及金錢，都可能功虧一

簣。因此，第 4款建議修正為「生態檢核成果及所提的生態保育

策略與措施，應回饋於核定計畫各分項案件之工作內容。同時，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貫穿水環境改善工程生命週期，全程督

導生態檢核作業落實的可行機制，以適時督導各計畫之生態計畫

書內容的執行情形，並辦理水環境建設工程現地勘查，管考生態

檢核作業落實情形，施工單位遇有生態問題時，並應提出改善建

議及協助解決問題。」

(二)第 2項公民參與部分：一如上述，未來直轄市、縣(市)政府推

動「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皆應經過 13個流程來規劃水環境改

善空間發展藍圖，其中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又是重中之重，該等

公民參與的作為與本項「公民參與」的規範，恐難加以區隔。既

是如此，允宜將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之公民參與的作業要求，

納入本項規範。爰此，建議將附件 7「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縣市

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操作指引(下稱操作指引)P.9-10
公民參與之要旨及精髓，再融入本項予以規範，似較為完整。

(三)第 3項資訊公開部分：似亦遇有上述窘境，惟據操作指引

P.11，係建議縣市政府官方網站新設縣市水環境改善空間藍圖專區

將相關資訊透過網路平台傳遞與公開。故與縣市政府官方網站既

有水環境資訊平台，似可區隔，因此本項只須增列第 1款，以宣

示資訊公開的目的即可，文字建議如下：「資訊公開是民眾參與

的重要基礎，其最重要的功能，是要及時將正確訊息對外界公開，

以達到決策透明與溝通交流的目的。而其中促使公私部門能建立

互信，維繫良好互動，進而達成共識的關鍵，就是資訊對等；又

為了使資訊對等，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完善資訊共享與公開

方式，同時應提供完整的資料。」至於第 2款資訊公開揭露的內

容，如能再參考操作指引 P.11，檢視有無增修之必要，將更好。

三、本注意事項第 20點第 1項第 5款規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水

環境改善計畫分項案件各期請撥款時，應檢附施工照片、生態檢

核成果等資料。謹建議：一定要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交的資料，

允宜明確臚列，可交、可不交之資料，再用「等資料」來表達，

才不會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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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注意事項第 22點，由於各項工程查核小組實施工程查核時，查

核委員亦常關切工程完工後之維護管理計畫，爰建議第 5項修正
為「受查核、督導機關應備妥生態檢核、公民參與、資訊公開及

維護管理等相關資料，以供查核、督導。」

五、本注意事項第 23點複評及考核小組實地訪查本計畫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情形時，維護管理計畫亦是訪查重點之一，故第 4項
建議首句修正為「生態檢核、公民參與、資訊公開及維護管理等

作業內容，經各部會…」。此外，第一項首句建議修正為「受訪

機關除應將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書、核定計畫各分項案件之工作項目、…」。

六、鑒於各縣市水環境輔導顧問團機制已停辦，本注意事項第 25點有

關水環境輔導顧問團擔任評分委員的迴避規定，似已無必要，爰

建議刪除。另未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修正時，請併同考量

修正相關內容。

七、本注意事項第 27點、第 33點及第 34點「奉核定之各項工作」，

建議修正為「奉核定計畫之各項工作」，以茲明確。

八、本注意事項第 29點係規範兩件事，爰建議句中符號修正為「…計

畫書評分項目；另本部水利署…。」

九、本注意事項第 30點「已核定項目」，建議修正為「已核定計畫之

工作項目」；又已核定計畫之工作項目，如有取消或內容重大變

動時，什麼情形需由「各部會」函請水利署提送複評及考核小組

同意後，報請本部核定？如無，建議「或各部會」四個字刪除，

逕課予由執行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函報之責任即可。

十、由於未來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皆應

經由一定程序來規劃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再依發展藍圖規

劃之計畫，循序提案參與評核，故不再有由各鄉(鎮、市、區)提案

申請的計畫，故本注意事項第 31點，建議刪除。

【決議】

一、本案業經與會各專家學者、中央部會、縣市政府及本部水利署所

屬河川局等共同討論，原則同意辦理，並請幕僚單位參酌與會委

員意見檢討修正相關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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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注意事項條文修正涉及補助規定，後續請循法制程序簽報經濟

部核定及報行政院備查。

• 案由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工作評

定案，報請公鑑。（提案機關：經濟部）

劉委員駿明：

一、空間藍圖規劃，20個地方政府提案，既經各河川局初審通過，幕

僚單位檢視後，總經費 1億 3,492萬 7,000元，原則支持。

二、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其規劃原則上應有三個推動方向

即 1.就其轄管區域(北、中、南分區)或水系進行整體規劃。2.就

以往水環境已分批次執行案件，重新盤點縫補以整合地景文化、

水質改善、觀光休憩及生態環境等。3.就地方政府新需求，而欲

再擴大推動者。以上何者才是藍圖欲推動亮點計畫，值得再深思。

三、依所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工作提案表，工作項目以連江縣四鄉五

島地方資源盤點，桃園市國土計畫及相關計畫彙整分析，金門縣

河川流域空間整體調查工作，另建議新竹市以微笑水岸計畫規劃

為主，基隆市港區污染防治及水岸空間規劃為主。以避免計畫過

於零碎不連串，而喪失整體規劃理想目標，以上提請地方政府參

考。

詹委員明勇：

一、根據附件五規畫經費評估參考原則最後面的備註「計畫總經費：

原則約 450-600萬元( 不含補充調查經費) ，但審視提報經費僅有

彰化縣、嘉義市、澎湖縣、台東縣、基隆市、新北市六個提案單

位遵守規則。其餘超額提報經費者，有不少縣市核定的金額高於

計畫總經費的上限原則。這樣的結果會讓原遵守規則的機關覺得

「早知道就多報一些經費」的假象思考。建議往後針對計畫提報

經費審查有更縝密的考量。

二、高雄市所提計畫書內容以愛河及其周邊為規劃範圍，根據幕僚意

見「不符以縣市為單元進行盤點…原則」。既然不符提報目的，

幕僚單位仍給予核定經費，是否允當。請相關單位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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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委員麗玉：

一、藍圖規劃以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外，應依各地不同水岸地景文化

訴說其周邊歷史文化，勿只以看板式靜態展現，必要時將歷史、

文化、人物，定點、定時重現，以緬懷先人文化。

二、附件六其實許多支出是過度花俏，尚未完成水環境改善，卻編列

媒體宣傳。希望真正達成水環境改善後，依成效再編列宣傳經費。

本來河川整治之大方向以流城做整体規劃管理，目前似乎切割成

各縣市自我展現亮麗、渲染，有如何整體規劃？

三、諸多縣市要求增加補助經費，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以水資源保育

水土保持、水質保護、生態永續為主，拉皮景觀工程不宜反客為

主，且水泥化，人工化過多，所以須以水源保育、水土保持、水

質保護、生態永續等達成率%審核，再行補助。

張委員坤城：

    部分縣市希望在「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規劃」調查項目中能再增

列經費額度，建議可先利用補助項目「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中

之相關補助調查經費進行，若仍有迫切需求應另案提出，不宜於此會

議中臨時提出未先列於會議資料中之額外經費需求。

林委員煌喬：

    從附件六擬核定補助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水環境改善空間

發展藍圖規劃作業的額度，皆在 600萬元以下，尚屬衡平，部分縣市超

過 600萬元，皆因補助辦理補充調查事宜所致。只是為何渠等縣市需要

辦理補充調查？又為何能夠獲得補助？建議進一步說明，俾釐清外界

疑慮。

【決議】

一、本案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工作，請各縣市政府執行時應

依委員意見，以雙向溝通，代替單向宣傳，整合地景文化、水質

改善、觀光休憩及生態環境，營造整體亮點。

二、本案已依程序由地方政府提報經費需求送本部水利署河川局確認

並經本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討論及完成評定，原則同意依附件一

所列評定額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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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後續請幕僚單位依程序報請經濟部核定，相關經費需求由本

計畫第三期特別預算資本門補助款項下辦理；並請本部水利署各

河川局納入局內控管平台會議，持續追蹤本案相關執行情形。

• 案由三：「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五批次提案評定案，報請公鑒。（提

案機關：本計畫各部會）

劉委員駿明：

    水環境第五批示計有 17個縣巿提報補助經費需求總額約 52.5億元，

因經費所限，無法全部補助，案經幕僚單位審慎評估，提供擬補助個

項工程及經費，本人敬表同意。

詹委員明勇：

一、可否說明 17個縣市政府總共提報整體計畫、分項計畫的總案件量

以及核定整體計畫、分項計畫的總案件量，藉以理解提報案件通

過比例。

二、根據附件八的資料整體計畫( 58件)中 60-69.9分有 2案、70-79.9

分有 17案，其餘皆為 80分以上的評分。因為各河川局辦理評分會

議的委員不同，彼此評分寬鬆度也不相同，所以會有上述評分分

數離異的情形。請幕僚單位思考評定結果明細表「評分分數」可

否略去刪節，減少後續討論的爭端。

三、台南市有五個分項計畫(運河環河…、竹溪水案…、柚子頭溪廊道、

柚子頭溪水域…、福安坑溪…)沒有標記符合條件( A/B/C) ，建議

補充說明其被核定的原因。

張委員坤城：

一、這一批次的水環境改善案件提報，在有前幾批次的經驗後，一些

有生態疑慮或對水質、水環境改善沒有明確效益的案件大多在初

評時即不予評分，甚至在一開始的提報階段就被委員建議抽回再

深入討論，此次的審查在把關上確實更加嚴謹審慎給予肯定。

二、今年經濟部水利署在新增前置作業「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後，讓各縣市政府提案前能針對較有爭議或方向目標不明確的提

案能多一些時間去協調討論，也能讓這批次現階段無法提報的案

件能回到「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再行充分的協調討論，此

舉將可大大減少不適當案件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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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八中對於未列入評分之案件會將所提報之經費額度直接刪除

歸零，但少數案件卻又未有統一之作法，建議將呈現之資料統一

處理方式。

四、對於今年能被核定的案件給予恭喜，但也別忘了先前第一批次石

虎園區案所造成的環境生態傷害，到目前都還在善後當中，因此

雖然獲得中央經費補助，但未來所承擔的各界關注的壓力也隨之

而來，希望各縣市政府能謹慎進行。

五、今年因疫情影響，提報作業雖有展延期程，但實地訪查作業可能

因防疫規範無法進行或改採其他審查方式，難免出現認知落差，

後續各核定案件在施作前建議能再多邀請地方團體、生態學者及

各界專家共同參與，並避免施作大量水泥化構造設施，但願不再

出現如苗栗石虎及金門水獺棲地遭受破壞影響的事件出現。

六、許多案件在完工後常會忽略掉維管階段的生態檢核作業，如此將

無法檢視分析施工前後環境改變及生態復育的結果，各縣市政府

所操作之案件請確實依規章所訂，確實執行維管階段之生態檢核，

有些案件甚至可持續追蹤監測生態復甦情形。

粘委員麗玉：

    附件八也應守住把關原則，可惜發現部分違背案例如破壞生態的

環境營造，假生態園區計畫，各編列補助提案是否實地訪查? 建議以

抽查方式讓所有委員現勘訪查數個案例。

林委員煌喬：

    本案無意見。

【決議】

一、本計畫第五批次提案經本複評及考核小組逐案討論完成評定通過

案件(詳附件二)，請各縣市政府依個案複評意見及與會委員建議辦

理，並將相關意見參採及落實情形納入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整體計

畫工作計畫書完成修正，於核定後兩週內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本部為水利署各河川局)備查後辦理資訊公開。

二，本次同意核列案件，請於會後即開始辦理相關測設及發包前置作

業；如無個案特別規定辦理期程，原則上僅核列工程案者，請於

110年 9月底前完成發包；規劃設計及工程案併同核列者，其規劃

設計案請於 110年 10月底前完成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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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縣市政府執行水環境改善分項案件，請依本計畫執行作業注意

事項相關規定於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落實辦理生態檢核、公民參

與及資訊公開，並納入相關採購契約規範。

四、評核階段各審議會議及地方說明會等所提意見，請各縣市政府列

表回應及辦理資訊公開，並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部為水

利署各河川局)確實追蹤相關辦理情形。

五、本計畫第五批次評定同意核列之分項案件，請於設計原則完成後

應邀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部為水利署各轄區河川局)參與
審查；細部設計完成後，請併附生態檢核等相關資料，提報各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部為水利署各轄區河川局)審查，經原則認

可後始得辦理工程發包。如個案涉及生態等議題，請地方政府透

過本部水利署河川局之在地諮詢小組平台，邀集相關生態團體及

專家學者，強化專業意見徵詢及意見交流溝通。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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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十四次複評及考核小組作

業會議

簽到表

時間 2021 年 7 月 23 日 09:30 地點 2F 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 紀錄

出席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名

詹委員明勇 副教授 詹明勇

劉委員駿明 委員 劉駿明

林委員煌喬 副處長 林煌喬

國家發展委員會 視察 張堯忠



張委員坤城 助理教授 張坤城

高雄市政府 專門委員 黃柏棻

第一河川局 局長 董志剛

第五河川局 局長 張庭華

河川海岸組 助理工程司 游世豪 游世豪(數位簽到)

河川海岸組 助理工程司 姚又瑜 姚又瑜(數位簽到)

第一河川局 正工程司 蘇莎琳

第二河川局 簡任秘書 傅勝治



第二河川局 副工程司 李彥德

第二河川局 局長 楊人傑

第三河川局 正工程司 林進銘

第四河川局-工務

課

工程員 洪郁民 洪郁民(數位簽到)

第四河川局 副局長 張朝恭

第五河川局-工務

課

正工程司 吳嘉偉 吳嘉偉(數位簽到)

第六河川局 工程員 孫子安

第六河川局 局長 陳建成



第六河川局 副工程司 陳金鐘

第七河川局-局長

室

副局長 黃傭評 黃傭評(數位簽到)

第七河川局 工程員 曾崇翔

第七河川局 正工程司 王致欽

第七河川局 副工 涂俊宏

第八河川局-局長

室

局長 李宗恩 李宗恩(數位簽到)

第八河川局-規劃

課

正工程司 黃俊銘 黃俊銘(數位簽到)

第八河川局-工務

課

正工程司兼課

長

施政杰 施政杰(數位簽到)



第八河川局 正工程司 林春發

第九河川局-工務

課

工程員 楊昕穎 楊昕穎(數位簽到)

第十河川局-簡任

正工室

簡任正工 吳瑞祥 吳瑞祥(數位簽到)

第十河川局 正工程司 陳永芬

第十河川局 工程員 江致賢

水利規劃試驗所 副研究員 邊孝倫

水利規劃試驗所 課長 陳春伸

新竹市政府 工務處下水道

科長

曾嘉文



彰化縣政府城觀

處

副處長 湯國榮

花蓮縣政府 科長 張世佳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特約助理環境

技術師

張復翔

臺中市政府水利

局

副局長 馬名謙

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

養工處山線工

程隊隊長

張少璞

台中市政府建設

局

養工處處長 彭岑凱

大雅區公所 主任秘書 蔡昇和



台中市政府水利

局

科長 黄柏彰

大雅區公所 技士 林煒喬

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

臺中市養護工

程處山線工程

隊股長

林季諍

花蓮縣政府 技士 黃武道

新竹市政府 工務處 楊裕閔

新竹市政府 工程師 陳淮岷

苗栗縣政府 科長 郭勝仕



南投縣政府 科長 吳志浩

嘉義市政府工務

處

技士 袁熙隆

新竹縣政府 科長 彭鵬舉

桃園市政府水務

局

副局長 耿彥偉

宜蘭縣政府 科長 黃竣瑋

雲林縣政府 技士 邱文鼎

花蓮環保局 秘書 王志惠



金門縣政府 技正 王顥勳

內政部營建署 工務員 張鈞凱

交通部 科長 吳國正（代）

高雄市政府 副工程司 張蘊銨

交通部觀光局 科長 吳國正

內政部營建署 幫工程司 陳悦蓉

雲林縣政府水利

處

副處長 吳文能



臺東縣 技士 黃承偉

基隆市政府 局長 賴煥紘

彰化縣縣政府水

利資源處

副處長 黃俊峰

內政部營建署 課長 鄭惠君

嘉義縣政府 科長 施詠陽

嘉義縣政府 技士 蕭宗奇

新北市政府水利

局

新北市政府水

利局副局長

楊宗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