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政府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0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水綜字第106026303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開會通知、會議議程 

開會事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評核)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6年11月8日(星期三)下午2時 

開會地點：本府1201會議室 

主持人：王副市長明德 

聯絡人及電話：趙本翰03-3033688-3636 

出席者：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列席者： 
副本： 

備註： 

一、請簡報局處準備10分鐘簡報。 

二、請簡報局處於106年11月6日下班前將簡報資料email至

10016006@mail.tycg.gov.tw，並現場提供簡報及整體計

畫工作計畫書各3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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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評核)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6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府 1201 會議室 

參、 主持人: 王副市長明德                       記錄：趙本翰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主辦單位報告：略 

柒、 報告事項：略 

捌、 討論事項： 

就本府擬提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案件，提請討論。 

 

一、 與會委員(機關代表)意見： 

(ㄧ)吳委員瑞賢： 

1.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小烏來風景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污水量的推估過於

簡化，建議加入模組化設計，使系統保持彈性。 

          (2) 建議「大漢溪 4口埤塘周邊景觀改善計畫」補充說明埤塘的使            

          用與後續維管。 

2.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南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處理對象為南平路至經國

路間之南崁溪左岸排水，該區域可收集污水下水道尚未完全接管前

之汙染源，補充說明污水下水道接管以後如何處理? 

(2)宜加強說明「竹圍漁港臨水環境改善計畫」經費投入後之效益。 

3. 坑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請加強說明「坑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計

畫背景，計畫施作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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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委員德鑫： 

1.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小烏來風景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接管長度是否足夠?

請再檢視是否可達到全部接管之目的。 

(2) 非常支持「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2.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桃園市龍潭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請檢視當初石門

污水處理廠設計時是否有納入龍潭都市計畫區，如果沒有，是否會

造成後續之問題? 

(2)支持「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體環境營造計畫」。 

3.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南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計畫

的截流量約 2,500 CMD，請檢視此水量是否足夠。 

4. 坑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請檢視「坑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可否納

入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5. 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宜加強說明「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計

畫背景，計畫施作必要性。 

(三)廖委員瑞堂 

1.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打造悠活騎樂休閒園區環境營造計畫」可提供完整親水環境

之休閒活動，構想完整效益亦高，期待成為桃園市ㄧ大亮點。 

(2)「小烏來風景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應隨都市發展做全

面且必要之規劃設計。 

(3)宜加強補充埤塘周邊景觀改善工程完工後的經濟效益及後續維

護管理。 

2. 坑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宜加強改善水質，使此計畫效益增大。 

 

 

 

 



 3

(四)經濟部水利署 

1. 本批次所提計畫不能有用地問題，請先檢視。 

2. 應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並將檢核結果納入各階段作業參採。 

3. 目前本署辦理評分表修訂作業中，完成後將辦理說明會並函送各縣

市政府據以辦理提報作業。 

4. 本批次提報，建議以水質改善案件優先；各計畫與分項工程請確實

依業務屬性歸類。 

5. 第一批次已核定部分工程之計畫，希望能繼續提報辦理，以形成更

大亮點；本批次所提報第一批次之舊計畫，建議依第一批次提報順

序排序。 

6. 本批次所提如為舊計畫且已核定部分工程，明細表請臚列已核工

程，並作註記。 

7. 如另有提報其他計畫(例城鎮之心等)，請檢視各項工程有無重複提

報情形，避免重複核定。 

(五)內政部營建署  

1.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小烏來風景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 

本計畫於水資源回收中心用地之地目變更完成，及溫泉納管問題無

虞前提下，本署支持本計畫。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大溪水資中心擴建工程及週邊用戶接管計

畫： 

(3)   大溪區月眉里污水管網工程：主要納管月眉里（非都市計畫

區）用戶接管工程，約 80 公頃、457 戶、350CMD，本署原則

支持。 

(4)   大溪水資中心第二期擴建工程：本項所提擴建工程原已納入

第五期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爰本項工程將由本署以公務預

算補助之。 

3. 老街溪水岸環境景觀躍升計畫： 

本計畫主要將龍潭地區用戶約 13,000 戶之生活污水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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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CMD 接入石門污水系統之石門水資中心。惟石門水資中

心處理量 10,400CMD，目前進流水量約 2,000 餘 CMD，另石門

地區尚有用戶接管工程辦理中，且該區用水量較大之用戶如

軍方營區、女子監獄等之用水量，應確實調查，即石門水資

中心之餘裕量是否足夠，應審慎評估後再行辦理。另有關石

門水資中心功能提升，請於修正實施計畫提出，若經核定，

將以公務預算補助辦理。 

(六)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1. 大漢溪員樹林排水淨化（第二期）預定施作地點在高灘地上，請檢

視洪水來時是否有被淹掉之風險。 

       (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 建議加強竹圍漁港水質改善效益。 

(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 有水質改善效益的計畫，本署均表示支持。 

2. 相關計畫請明確說明截流的來源與水量。 

二、 結論： 

1. 各計畫審查評分過程各單位及專家學者意見，請本府各局確實納入

考量辦理。 

2. 桃園市政府內部競爭序位，排序本府第一順位為「大漢溪水環境改

善計畫」，第二順位為「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順位為「南

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順位為「坑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第

五順位為「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3. 惠請各局在11月 24日下班前就擬提報之計畫以免備文方式繳交整

體計畫工作計畫書電子檔(包含工作明細表、自主查核表、計畫評

分表、生態檢核自評表及工作說明會資料)至水務局，以利本府在

11 月 30 日前提報至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辦理審查及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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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會議及現勘 

意見回覆表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各與會代表意見 回覆意見 

「打造悠活騎樂休閒園區環境營造計

畫」構想完整，效益亦高。 

感謝委員的肯定，將積極爭取經費補助。 

「打造悠活騎樂休閒園區環境營造計

畫」具前瞻與未來發展性，可提供完

整親水環境之休閒活動及連接更完整

騎樂區域。 

感謝委員的肯定，本計畫可串連新北與桃

園的自行車路網，以及打通大漢溪左右岸

的自行車道，打造大幅度的悠活騎樂休閒

園區。 

建議「打造悠活騎樂休閒園區環境營

造計畫」在河邊不宜納入露營地，此

土地利用有一定之土壤及環境條件規

範，如土壤質地、坡度、含石量、排

水及相關特性，宜考量安全與對水質

影響。 

感謝委員的意見，已排除露營地的規劃構

想。目前的園區規劃皆已考量各項環境的

衝擊影響，也因為並無影響故將積極爭取

本計畫的執行。 

「小烏來風景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計畫」中兩個里的污水處理量宜補充

說明。 

遵照辦理，已加補充羅浮里及義盛里之污

水量推估說明(第四章工程概要)。 

大漢溪員樹林排水淨化（第二期）預

定施作地點在高灘地上，請檢視洪水

來時是否有被淹掉之風險。 

 

依102年員樹林排水水質淨化工程設計報

告內容，本案處理設施之場址預定地所在

位置約可抵抗10年洪泛頻率之泛淹風

險，因此原規劃無複雜觀察廊項目，僅地

下化單純礫間單元，相關重要機電設施則

設置於不易遭受洪泛漫淹之大溪河濱公

園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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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員樹林排水淨化（第二期）」

規劃增加6000CMD之理由宜補充說明。 

員樹林二期設置規模規劃為6000 CMD係因

102年員樹林排水實測常態水量約為

15,000~20,000 CMD，且一期工程設計處

理量為6,000 CMD並預留二期再擴充6,000 

CMD處理規模，爰採用6,000 CMD之規劃

量，惟為確保實際工程效益，本案仍編列

相關費用進行水質水量實測調查，以符實

需。 

取水口至「大漢溪員樹林排水淨化（第

二期）」預定施作地之路徑規劃及效益

可再說明。 

依102年員樹林排水水質淨化工程設計報

告內容，一期工程設計處理量為6,000 CMD

並預留二期擴充6,000 CMD之取水與前處

理設施，因此二期工程之6,000 CMD並無

增設取水口，僅需依水質水量實測結果進

行前處理設施之檢討，取水口與前處理設

施至二期工程用地間之路徑為現況灘地

道路，不影響既有排水水道。 

「大漢溪4口埤塘周邊景觀改善計畫」

針對埤塘周邊已進行改善之區域，將

來規劃光電計畫宜再慎重評估其對生

態環境與視覺景觀的實質影響。 

遵照辦理，計畫將優先建置埤塘周邊景觀

綠美化改善工程，以打造宜人且環境整潔

舒適的空間，提供居民平日休憩之用，提

升市民居住品質為主，同時藉由計畫後續

可能會造成周圍環境生態等面向之衝擊

進行細部評估。 

「大漢溪4口埤塘周邊景觀改善計畫」

宜加強補充埤塘周邊步道及綠美化改

善後之實質效益說明。 

未來埤塘周邊步道及綠美化改善後，將種

植適宜之景觀植物，調和埤塘水域與周邊

路域景觀打造宜人且環境整潔舒適的空

間，將能提供居民平日休憩之用，提升市

民居住品質；並透過設置導覽解說牌，引

導民眾實地觀察、親近大自然、近距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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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塘生態互動之環境教育方式，使民眾對

桃園獨特的埤塘地景特色更深入地認識。 

如能選定條件較好的埤塘做景觀改

善，其效益甚尤。 

敬悉，目前所選定欲進行景觀改善之埤

塘，已初步挑選具一定面積規模與腹地空

間，皆具備改善景觀工程施作基本條件，

更有助於形塑友善、安全之鄰里休閒場

域，增加地方居民可活動之綠地空間。 

建議慎選條件較好的埤塘做為改善標

的。 

敬悉，計畫目前提案景觀改善之埤塘，除

具備景觀工程施作基本條件外，地點多鄰

近遊憩景點、聚落旁或配合建置地區整體

景觀廊帶使用，未來改善完成，將能結合

周邊設施與計畫，促進整體發展效益更有

加成效應。 

「小烏來風景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計畫」污水量的推估過於簡化，建議

加入模組化設計，使系統保持彈性。 

敬謝委員指教，關於污水量推估已加入補

充文字說明(第四章)；考量系統彈性已於

前處理設施增加停留時間，以調節水質水

量，且羅浮廠有二條處理線可配合水質水

量進行調整，義盛廠是否採二條處理線將

納入後續考量。 

建議「大漢溪 4 口埤塘周邊景觀改善

計畫」補充說明埤塘的使用與後續維

管。 

計畫將優先建置埤塘周邊景觀綠美化改

善工程，配合地區整體景觀遊憩廊帶建

置，打造宜人且環境整潔舒適的空間，提

供居民平日休閒遊憩之用，提升市民居住

品質，同時促進地區整體發展。相關設施

後續將由市府進行維管作業。 

「小烏來風景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計畫」接管長度是否足夠?請再檢視是

否可達到全部接管之目的。 

敬謝委員指教，本案已評估考量將鄰近主

幹管之用戶納入，已達經濟效益，未納管

用戶部分可另行考量以現地集中處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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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後續評估。 

「打造悠活騎樂休閒園區環境營造計

畫」可提供完整親水環境之休閒活

動，構想完整效益亦高，期待成為桃

園市ㄧ大亮點。 

感謝委員的肯定，將積極爭取經費補助。 

「小烏來風景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計畫」應隨都市發展做全面且必要之

規劃設計。 

敬謝委員指教，目前規劃內容已符合既有

都市發展計畫，未來若都市發展計畫調整

或更新將配合修正。 

宜加強補充埤塘周邊景觀改善工程完

工後的經濟效益及後續維護管理。 

計畫預期將具備創造優質水岸景觀環

境、增加民眾休憩及觀光場所及環境生態

教育場址等效益外，設置地點多鄰近遊憩

景點、聚落旁或配合建置地區整體景觀廊

帶使用，未來改善完成，將能結合周邊設

施與計畫，促進整體發展效益更有加成效

應。相關設施後續將由市府進行維管作

業。 

小烏來風景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計

畫於水資源回收中心用地之地目變更

完成，及溫泉納管問題無虞前提下，

本署支持本計畫。 

 

感謝委員肯定，本計畫尚無地目編更問

題，未來旅館區之溫泉廢水及生活污水將

採分流收集後分別予以處理。 

大溪水資中心擴建工程及週邊用戶接

管計畫： 

大溪區月眉里污水管網工程：主要納

管月眉里（非都市計畫區）用戶接管

工程，約 80 公頃、457 戶、350CMD，

本署原則支持。 

大溪水資中心第二期擴建工程：本項

敬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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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擴建工程原已納入第五期污水下

水道建設計畫，爰本項工程將由本署

以公務預算補助之。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各與會代表意見 回覆意見 

本計畫包含四個子計畫，宜強調整區

腳踏車道串連觀光與人文價值，不宜

強調跨橋工程及新光吊橋之需求性。 

敬悉辦理，已遵照委員意見修正，請詳第

二期老街溪前瞻水環境報告書 p.17、

p.37~p.41。 

建議計畫書說明納入老街溪上游水質

改善相關計畫說明。 

敬悉辦理，已遵照委員意見修正。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目前人行步

道寬約 1.5m-2.0m，屬於低標準的人行

步道，但等到人口成長到ㄧ定程度

後，建議再編計劃加以改善。 

目前該區域人行道狀況良好，然斷點多，

動線較為混雜，無法串聯周邊綠地資源，

難以滿足周邊居民需求。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原有設施狀

況，大致應能符合現況使用，故本計

畫的必要性略低。 

從領航北橋至領航南橋共 1.8km，周邊綠

地資源豐富，然人行道斷點多未串聯，動

線較為混雜，例:永興路僅有汽機車道並

無人行道，且沿路缺乏照明計畫，夜間照

明不足。  

宜考量老街溪及埔心溪上游污染來源

之改善，計畫增加預算及計畫項目使

得水質改善，將來此段河域水質良

好，才得以增加兩岸人行道及腳踏車

道之休閒效益。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將積極爭取相關經費

補助使得水質改善，老街溪上游部分已提

報四方林排水水質淨化及龍潭大池水質

改善，如能搭配自行車步道串聯計畫，定

能達到水岸融合，增加民眾之休憩空間。 

「桃園市龍潭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新

建計畫」經費高達 20 億元，請補充說

明納入龍潭大池的必要性。 

敬謝委員指教，龍潭大池及周邊污水下水

道系統位於龍潭都市計畫區，106 年 11

月 16 日經內政部營建署審查實施計畫，

擬將該區納入石門污水下水道系統，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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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第五期建設計畫公務預算支應。 

請說明污水量如何計算，此資料亦可

作為將來ㄧ、二期工程施作先後之依

據。 

敬謝委員指教，經檢討為配合前瞻計畫二

階提報案件規定之完成期限，故刪除本案

二期施作分項計畫。 

本計畫完成後，水環境品質改善之效

率與效益說明宜再補充。 

敬謝委員指教，整體可輸送之污水量為

32,000CMD，可削減 BOD 與 SS 濃度污染

量計約 4,800kg/day 排入老街溪。本計畫

完成後可降低老街溪因生活污水排入所

造成的污染問題，提升平鎮及上游龍潭地

區居住環境生活品質。 

「桃園市龍潭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新

建計畫」請檢視當初石門污水處理廠

設計時是否有納入龍潭都市計畫區，

如果沒有，是否會造成後續之問題? 

感謝委員指正，有關龍潭地區污水下水道

建設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經內政部營建署

審查，擬將由石門第 3期實施計畫中檢討。 

本計畫主要將龍潭地區用戶約 13,000

戶之生活污水約 8,000CMD 接入石門

污水系統之石門水資中心。惟石門水

資中心處理量 10,400CMD，目前進流

水量約 2,000 餘 CMD，另石門地區尚

有用戶接管工程辦理中，且該區用水

量較大之用戶如軍方營區、女子監獄

等之用水量，應確實調查，即石門水

資中心之餘裕量是否足夠，應審慎評

估後再行辦理。另有關石門水資中心

功能提升，請於修正實施計畫提出，

若經核定，將以公務預算補助辦理。 

感謝委員指正，有關龍潭地區污水下水道

建設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經內政部營建署

審查，擬將由石門第 3期實施計畫中檢討。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各與會代表意見 回覆意見 



 7

建議加強竹圍漁港水質改善效益。 感謝委員建議，本案已於整體計畫書針對

水質改善效益補充說明，增加表乙類海域

海洋環境品質標準其水質項目及標準值。 

 

「南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計畫的截流量約 2,500 CMD，請檢視此

水量是否足夠。 

感謝委員意見，此現地處理計畫受限於該

區域用地空間，故僅處理 2,500 CMD，該

區域未來水質處理主力仍為污水下水道

系統。 

宜加強說明「竹圍漁港臨水環境改善

計畫」經費投入後之效益。 

感謝委員建議，本案已於整體計畫書針對

經費投入後之效益加強補充說明。 

 

 

「南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處理對象為南平路至經國路間之南崁

溪左岸排水，該區域可收集污水下水

道尚未完全接管前之汙染源，補充說

明污水下水道接管以後如何處理? 

感謝委員意見，通常在開發期較早的地

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接管率可能因管線障

礙或接管不易而無法達到 100%，因此在南

平路至經國路間之南崁溪左岸區域將視

污水下水道系統完成接管後，由實測水質

判斷是否執行退場機制。 

坑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各與會代表意見 回覆意見 

宜加強改善水質，使此計畫效益增大。 敬悉，針對畜牧業養殖將配合環保局及農

業局加強輔導，並於河灘地選擇種植淨化

水質之植栽種類，進行水質改善。 

請加強說明「坑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計畫背景，計畫施作必要性。 

敬悉，已加強於第一章內容。 

請檢視「坑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可

否納入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敬悉，已加強於第一章內容。 

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各與會代表意見 回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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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效益及必要性高。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整體計畫工程計畫書

內現況環境概述說明本計畫之執行必要

性。 

計畫有優先性質，可解決中壢區生活

污水水質，改善黃墘溪上游水質。 

感謝委員肯定。 

請補充目前水質狀況資料(COD、BOD、

N、P)及未來改善目標。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整體計畫工程計畫書

內現況環境概述說明本計畫之執行必要

性。 

為完全達到黃墘溪水質改善，建議補

充說明如何加強中壢工業區污水處理

廠排放及監管說明以確保本計畫之效

益。 

感謝委員意見，事業廢水方面，中壢工業

區放流口自 104 年起改排至測站-中壢休

息站下游 5 公尺處，另本府環保局於 105

年 2 月 3 日公告「桃園市新街溪及埔心溪

流域廢(污)水排放總量管制方式」，後續

將持續進行加強稽查，近年來埔心溪重金

屬水質逐漸改善。生活污水方面，自中壢

工業區放流口改排後，該區水質監測站水

質主要受生活污水影響，故辦理本計畫，

以改善埔心溪上游水質。 

工址預定地在公園內，現況環境優

美，後續規劃需特別注意景觀的營造

及美化。 

感謝委員意見，已納入規劃設計計畫，進

行整體景觀營造規劃。 

宜加強說明計畫背景，計畫施作必要

性。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整體計畫工程計畫書

內現況環境概述說明本計畫之執行必要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