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原審核（核對）意見 顧問公司修正情形 主辦機關核對意見

1

燈具依據細設圖說(LB-05)4.5M設

置一盞與簡報說明6M設置一盞，

需要確認實際設置間距，建議間距

增加減少光照對環境之影響。

遵照辦理，目前燈具設置為4.5M
一盞，詳圖說LB-05。

2

建議固床工數量須考量減量，如依

據河川流路狀況，如過彎及攻擊坡

位置(易沖刷處等)，才施做固床工

，流速較平緩處建議不施作固床工

，減少人工構造物數量。

遵照辦理，為降低河道淘刷風險及

提供橫向支撐力穩固護岸結構，又

需維持水域棲地連結和通透性，設

計無落差固床工，新設固床工矮化

埋入於渠底下，避免成為水生動物

上下游移動的障礙。另已微調固床

工位置，間距不固定約8~13m設置

一處，製造潭瀨交互分布。考量混

凝土減量，寬度由1m縮減為0.4m
亦設計植筋塊石於固床工上，作為

河道景觀營造之設施，將與植栽帶

連結，利用綠化措施補償生態景

觀。

3
利用塊石堆疊製造跌水或蓄水設施

等，可加強圖說文字及說明設置地

點。

遵照辦理，詳本設計景觀施工詳圖

LA-01~LA-02。

4

(1)

河道植栽：需確定河道加寬之後的

新空間，塊石圍塑植栽帶實際完成

後的狀態及水量的狀態，是否合適

植栽生長。

遵照辦理，塊石將植筋結合河道結

構作加強，石塊圍塑部分可防止水

沖刷的問題，植栽選種將選擇根系

發達的植栽，以免大水來時被沖

走。

(2)

若底面無高低差，水量變動大的話

，目前所選的植栽應該目前所選的

植栽應該只有香蒲可以。野薑花、

甜根子草不太能持續泡在水裡，水

毛花水量需較穩定。

植栽選種改為栽植香蒲或大安水蓑

衣，因適應力強，繁殖快，根系較

發達，不易被沖走。

(3)
生態池：若維持較多水量，周邊可

以由流蘇改為水柳較適宜。

遵照辦理，詳本設計景觀施工詳圖

LC-01~LC-02。

5

護欄高度是否過高？應考量與步道

間之比例關係。形式以三種不同欄

杆間隙寬度，其中20cm寬過寬，

恐造成兒童穿越跌落危險。

遵照辦理，將修正欄杆高度至

110cm，其中20cm之欄杆間隙將改

為15cm。

6/2工作會議審核（核對）意見修正情形對照表

工程名稱：街口溪生態水岸步道工程(大溪國中至中華路121 巷段)

亞磊數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輔導顧問團)

其他植栽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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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簡報中P12大小不一塊石，其中小

塊石恐不易固定。

感謝委員指教，河道內會先利用大

塊石塑造範圍，並採植筋塊石方式

固定，小石頭則鑲嵌在縫隙中，植

栽帶主要是靠大塊石圍塑出來，日

後藉由河川自然作用讓現地達到平

衡的狀態，透過固定之塊石讓河道

中的細石顆粒與泥沙可以自然堆積

於縫隙中。

7

彩繪耐候性差，不易維管且透過工

程施作彩繪內容往往不理想。

遵照辦理，已取消彩繪牆設施，並

運用野薑花作阻擋以及於牆面作抿

石子處理，詳本設計景觀施工詳

圖。

8

固化土多採用與現地土壤拌合，完

成鋪面較能融入環境，然而比例調

整是關鍵，建議應於現場試作，相

關強度規範應明確。

遵照辦理，相關規範詳本設計施工

詳圖，並於圖說一般說明中註明需

現場試拌，經確認後方可施作。

9

固床工混凝土深度達1M之必要性

且未見無固床工之剖面形式，施工

工法應思考如何減少施工期間對原

溪溝生態之影響。

感謝委員指教，固床工深度1m係

配合新建護岸基礎深度亦為1m，

且防止流速較快向下刷深情況。已

補充俯視圖說明無固床工之形式。

已於圖說一般說明中要求廠商需先

行提送施工書圖，確認施工工法可

行及降低對原生態之影響可能，經

監造及主辦機關核可後，據以施

作。

10

水岸雖改以漿砌石工法，然而仍然

陡峭，是否有盤點周遭有公有地之

處，適度加寬水道範圍使坡度降低

以利動物親水。

遵照辦理，目前於兩處公有地範圍

較寬之地方(里程2K+500及
2K+560左岸)設計巡檢階梯，且階

梯旁設置斜坡式動物通道，提供野

生動物通行空間及汲水方便，詳圖

A-05~A-06及圖A-36~A-38。

11

打除之三面光RC應如何再利用於

本工程，減少廢棄物外運。

感謝委員指教，本案敲除之既有護

岸混凝土塊，已於圖說一般說明及

標準圖中，註明廠商需以機具軋碎

至粒徑20~40cm後得回填至渠底作

為護甲保護，並需依照施工規範第

02332章營建剩餘土石方材料回填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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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解說主題應先訂出，始能編列解說

牌數量。

遵照辦理。解說牌將以大溪歷史、

河階地形、溪流生態等，另詳本設

計施工詳圖。

13

簡報中P25入口意象廣場在鋪面上

是否能呈現不同地質年代之特色？

本設計修正將重新規劃入口意象，

經與大溪國中討論，本案將不對鋪

面做改動，校方提出需考量進出校

園之汽車迴轉所需要的空間，以不

改變現有使用為原則。

1
河道內新植植栽，在洪水後如何留

住植栽，請說明。

感謝委員指教，將於固床工上以及

護岸基礎結構體上植塊石圍塑植栽

帶，避免土壤流失。

2
後續渠底底層細粒料及上層租粒料

施工方法，請於施工圖或施工規範

詳細說明。

遵照辦理，於圖說一般說明中註

明。

3

既有樹木仍應盡量辦理保留，有影

響施工動線之樹木移植，增加相關

修剪規範，位於工區內未影響施工

動線之樹木予以保護。

遵照辦理，詳本設計景觀施工詳圖

L0-01~L0-03。

4

大溪國中入口採三層意象，應搭配

相關解說或古地圖以利民眾了解，

入口意象部分請考量修正；該處護

欄前建議設計防撞車阻，避免車輛

撞壞欄杆。

遵照辦理，本設計修正將重新規劃

入口意象，護欄欄杆將增加防撞車

阻之設計。

5

新建巡檢階梯，目前僅有一處，是

否可評估於前後各設一處，並於護

岸基礎上設置塊狀踏石(混凝土)親

水步道，樣式可參考日本源兵衛

川。

遵照辦理，目前於兩處公有地範圍

較寬之地方設計巡檢階梯，且階梯

旁設置斜坡式動物通道，提供野生

動物通行空間及親水可能，兩處階

梯之間設計塊狀踏石步道，作為另

一型式之親水步道。

6

新設之魚類庇護所，不建議設計空

心磚形式，會與週邊砌石面造成較

突兀觀感，於砌石時利用粒徑較大

之石材相互堆砌留有空間即可。

遵照辦理，已修正魚類庇護所形式

，採原砌石堆砌時預留空間方式，

詳圖A-29。

7

中華路121巷38號及78號，拆除後

圍牆美化不建議使用彩繪，持久性

低且未必符合當地文化，請再研議

其他方案。

遵照辦理，已取消彩繪牆設施，並

運用野薑花作阻擋以及於牆面作抿

石子處理，詳本設計景觀施工詳

圖。

業務單位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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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補充各種護岸、結構形式之伸縮

縫、止水帶及施工縫設立規範；鋼

筋請補充彎曲角度，是否需編列料

損，模板請補充數量計算說明。

遵照辦理，已補充伸縮縫及止水帶

施工詳圖；本案鋼筋彎鉤皆為標準

彎鉤90°、135°或180°，於鋼筋形

狀圖皆可辨別；鋼筋料損已於單價

內含材料耗損5%，詳單價分析

表；模板數量於圖面上標註說明計

算方式。

9
請再確認各鋪面、步道及基座等有

無於圖面上標示洩水坡度。

遵照辦理，詳本設計施工詳圖。

10

有關欄杆是否可改鎖固於步道版側

邊，俾利爭取步道行走的空間。

基於有安全疑慮之考量，不建議欄

杆改鎖固於步道版側邊。欄杆無法

承受側向的壓力，容易傾倒。新設

欄杆主要鎖固於新設護岸結構體上

，以爭取人行步道空間。

11
請於圖面補充里程數，俾利施工廠

商閱讀。

遵照辦理。

12

(1)
植塊石應較難挑選到寬度1m左右

之石材，建議縮減固床工寬度。

遵照辦理，已考量固床工減量，寬

度由1m縮減至0.4m。

(2)
考量需抗沖刷及提供橫向支撐力，

深度可與新建坡面工基礎一致為

1m。

遵照辦理，固床工深度與坡面工基

礎一致為1m。

(3)

新建固床工應與景觀之河道空間植

石圍塑植栽帶做連結，與固床工共

構，避免河道空間植石沖蝕沉陷，

建議調整成Y字形固床工，使景觀

上更加融合。

遵照辦理，已調整固床工及植栽帶

位置，使兩者連結。

(4)
再調整各固床工間距，製造潭瀨交

互分布，產生多樣的棲息環境。

遵照辦理，已微調固床工間距，約

8~13m設置一處。

13
圖A-22，該護岸形式建議可於堤

頂設立座椅休憩。

該護岸型式因增設階梯及步道設置

後剩餘公有地範圍較少，故並未設

置塊石座椅。

14
圖A-35，農路復舊設計形式不需

二次施工，建議箱涵頂面可設計斜

面施作。

遵照辦理，已修正農路復舊箱涵橋

形式，改為頂面斜面與週邊地坪銜

接。

15
圖LB-01、LB-03表燈開關箱位置

請標註。

遵照辦理，詳本設計施工詳圖LB-
01及LB-03。

圖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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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

一組護欄應採固定間距，僅前後銜

接處依據施工圖修正長度。

目前欄杆間距規定為150cm，未來

廠商需依現地調整間距，以達到視

覺上的美觀，不會因為前後的欄杆

與其他欄杆有明顯的差距。

(2)

取消地面5cm高混凝土矮墩，欄杆

鋼管間距請小於20cm，欄杆高度

為避免視覺壓迫建議調降，欄杆扶

手建議採用回收材(如稻穀組合扶

手)。

遵照辦理，詳本設計施工詳圖LB-
04。

(3)
請標註烤漆厚度、扶手塗漆厚度及

次數、漆料顏色等資訊及規範。

遵照辦理，詳本設計施工詳圖。

(4)
崁燈裝設間距、護欄底板鑽孔位置

及螺栓直徑請標註。

遵照辦理，詳本設計施工詳圖。

17

(1)

電氣設備基座鋼筋尺寸請標明，鋼

筋圖出面應切齊或鎖螺帽；字體及

反光紙顏色請標明。

敬悉，本設計圖樣僅供承商參考，

施工前承商需針對圖面內容提送施

工圖，並主辦機關及監造單位核可

後方可進場施作。

(2)
崁燈請注意後續維護管理問題，應

考量耐久性及每組更換經費。

遵照辦理，詳本設計施工詳圖。

18
圖LC-01：生態池請標註尺寸、面

積

遵照辦理，將於圖面註明面積。

19

圖LD-01：塊石植筋規費請補充、

圖LD-02：面層拉毛請補充是否採

用機具拉毛、圖LD-05：解圖說請

補充厚度、材料，螺絲孔尺寸及鑽

孔深度等資料。

遵照辦理，詳本設計施工詳圖。

20

(1)
依設計圖說，混植示意圖應採用4
種植物混植示意圖。

本設計圖混植為示意圖，原則上以

四種植物交錯配植，只需遵守同區

域不重複就好。

(2)

灌木及地被草花三角形配置表，詳

植栽表冠幅，未見相關冠幅資料，

請標圖圖號幾可查閱植栽表及冠幅

數據。

遵照辦理，詳本設計施工詳圖。

(3)
大溪國中牆面美化，除增加植生袋

外，請針對混凝土結構物修繕補

強；園區導覽解說牌尺寸。

遵照辦理，詳本設計施工詳圖。

圖LB-04護欄型式：

圖LB-05：

圖LD-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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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
預算項目編列方式請依  壹、一、

(一)、1、(1)…方式編列。

遵照辦理，已修正項次。

(2)

增加客沃土檢試驗、固化土檢試

驗、交通維持計畫書撰寫、固定式

24HR錄影設配、周邊設施復舊順

接及金質獎配合費用。

遵照辦理，已補充相關預算。

(3)

職業安全衛生保護費，應增加攔截

索、防墜網等設備，並針對施工中

環境保護費，增加空氣污染防制、

水污染防治、振動噪音防制等費

用。

遵照辦理，已補充相關預算。

(4)
其他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費請修正為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費。

遵照辦理，已修正。

(5)

本案現地土石經篩分塊石做牆面及

河道回填料材後，剩餘之土石方回

售機關，土質請再評估，若為B2-2
至B2-3土質，價格請調整符合市場

行情，另回售價格是否包含土方臨

時稅應說明清楚。

遵照辦理，考量現地有砌石需求篩

選後之土質，已修正剩餘土石方價

購金額，單價項目及說明內已註

明：折價價值已扣除土方載運、土

方流量證明產製、土石方臨時稅、

土方資源堆置處理場收容與處理等

相關成本。詳預算詳細表。

(6) 廢方處理內容應於單價分析說明。 遵照辦理，詳預算單價分析。

(7)
已編列雜草木、垃圾及廢棄物處理

費用，又編列枯木移植費用，是否

重複編列。

遵照辦理，已修正預算工項，詳預

算詳細表。

(8)
塊石採取距離請再考量是否增加預

備單價長度。

遵照辦理，增加採取距離20~30km
之預備單價。

預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