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桃園園市市政政府府水水務務局局會會議議紀紀錄錄  

一、 會議案由：「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細部設計審查會議 

二、 會議時間：108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0 分 

三、 會議地點：本局啟聖大樓 701 會議室 

四、 主持人：許專門委員少峯                   記錄人：劉政儒 

五、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會議紀錄： 

許專門委員少峯 

⚫ 預算部分 

(一) 壹、一.2.12. 河濱林道 1 座約 280 萬元。 

(二) 壹、一.2.20. 管制門 8 座約 12.8 萬元。 

(三) 壹、一.2.21. 欄杆 1137m 約 690 萬元。 

(四) 壹、一.2.27. 晀望台 1 座約 284 萬元。 

(五) 壹、一.2.24-26.鷺鷥造型遮棚共 3 座約 100 萬元。 

(六) 壹、一.3.2.1. 景觀高燈 40w，98 盞約 524 萬元。 

(七) 貳、一.4.7. 臨時擋土樁(微型樁)約 150 萬元。 

(八) 貳、一.5.2. 吊橋棧板 86m 約 300 萬元。 

(九) 貳、一.6. 吊橋照明工程約 140 萬元。 

上開部分請檢討其需要性 

⚫ 設計圖 

(一) 圖 L-006~007「設計高程」、「現況高程」、「里程」用中文。 

(二) 圖 L-010、L0-1 斷面 O，填方 1.65M2 要有收尾至原地形。 

(三) 圖 L-011、L1-1 斷面 17~19，L 型擋土牆在圖 L-501 無圖。 

(四) 圖 L-012、L2-1 斷面 1、斷面 2 的多階擋土設施需要性？ 

(五) 圖 L-501… 

(1) 地坪剖面兩端深入收頭施工性不佳。 

(2) 地坪邊框 20cm 在平面圖也需標尺寸。 

(3) 地坪(自行車道)的兩側，可設草溝排水。 

(4) 鋼筋號數偏大，若保護層為 7.5cm，緣石鋼筋箍內只剩 5cm。 



 

(六) 圖 A-003 鋼筋標示稱號對照如 10Φ=D10，但與設計圖#3 不符。 

(七) 圖 L-512 欄杆(1)減量(2)防鏽(3)色調，請檢討 

(八) 懸挑平台 10cm PC 指向位置錯誤。 

(九) 圖 L-517 管制大門太強壯。 

張委員德鑫 

(一) 應敘明低水護岸之保護標準。 

(二) P45“洽溪合流前”部分文字有誤。 

(三) 表 3-5-3 水理檢核成果表(表 3-5-2 及表 3-5-3)中應呈現完整之水理演算表後

再呈現各頻率洪水之設計洪水位，另因有護岸之施作，故應補計畫渠底高程，

據以作為護岸基礎設計高程之參考。 

(四) 另增加一表格比較 Q50 於低水護岸施作前後期水位之變異。 

(五) 設計準則中說明欄杆高度 1.4m(3.2.1 節)但設計圖為 1.2m。 

(六) 橫交水路之既有管涵其延伸至底水護岸，如何銜接請補充說明。 

(七) 圖號 L-010~L-015 橫斷面圖請補堤防高度、渠底高程、設計洪水位高程，Q10

高灘地保護標準之洪水位及自行車道設計高程。 

(八) L-515 植筋加高最大有 1.4m 覆土，是否能承受土壓力，請檢核。(是否影響

既有擋土牆安全) 

(九) W033~W045 圖號請補計畫渠底及其他相對應之設計洪水位高程。 

(十) 低水護岸長度 750m，但工程費預算 809 萬，略不足。 

 

莊委員育偉 

(一) L-013 擋土牆是否改採高架式。 

(二) 各平面圖補水流方向。 

(三) L-111、L0、L1-1 分界請標示明顯並標示里程，其他比照。 

(四) L-131 中間座椅是否影響動線。 

(五) L504 造型遮棚是否可以加蓋，及瘦身，減小柱尺寸。 

(六) 眺望台是否不要做，無實質效益。 

(七) 各基座尺寸過大。 

(八) L512 補結構分析。 

(九) L513 補結構分析。 

(十) L514 厚度過厚。 



 

(十一) W-031 上下護岸補詳圖。 

(十二) 結構計算書內容需要有分析程式、方法、載重組合列表、各構件條

件、各桿件力是否小於容許值。 

(十三) a.吊橋原本樁版考量低維護構件 

b.下方採保護網 

(十四) L010,L011-015 補用地範圍線及設計高程 

 

簡委員文煥 

(一) 本工程已經有依照前次審查意見辦理圖說修正、增補縱斷面及橫斷面詳

圖，並符合工程需求。 

(二) 細部設計報告書已經有依照審查意見進行修正完成。 

(三) 已經有依照工程實際需求進行吊橋橋梁結構計算分析、基礎台設計結構計

算、造型遮棚基礎台結構計算及 RC基座鋼構平台結構分析等，尚符合工程

需求。 

(四) 施工規範有依照工程實際需求項目編列完成。 

(五) 有關苗木、灌木、喬木植栽工程目前規定養護期為 1年，但本工程有第一

階段及第二階段工程，若施工期為二年，建議將植栽工程養護期延長為二

年，以符工程整體需求及提升植栽存活率。 

(六) 工程詳細價目表及單價分析表，若桃園市政府或水務局有規定單價或制式

單價，建議請設計單位參考編制。 

(七) 本工程施工項目甚多、面向甚廣，請設計單位再詳細針對工程數量詳細核

算，避免有漏列或數量誤植，造成後續工程爭議。 

(八) 請設計單位再確認：「電線及電纜 600V XLPE電纜線 14mm2」為 3C或 4C電

纜、另單價 50元/m，是否符合市場價格，另導線管、電線、電纜線等材料

請註明品牌或同等品，以利後續監造作業。 

(九) 有關鋼筋植筋-請設計單位依照各類型鋼筋說明、有無現場拉拔試驗需求及

檢查驗標準，以利後續監造作業。 

(十) 有關耐候氟碳烤漆請註明厚度及檢查驗標準；熱浸鍍鋅處理請註明厚度及

檢查驗標準；實木防腐處理請註明檢查驗標準，以利後續監造作業。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一) 依第三批次核定表，於複評意見中，發包前應提出生態保育措施送專案審查

小組。 



 

(二) 相關照明工程請依實際所需，核實編列。 

(三) 如欄杆取消施作，低水灘地自行車道建議設立警告標語(如高低落差)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水環境顧問團) 

⚫ 景觀顧問意見 

(一) 低水護岸，老街溪青埔水都整體計畫建議以能彰顯本段水岸特色及營造

出人與水親近之空間進行規劃設計。 

(二) 青埔吊橋是否為本橋正式名稱，是否應於橋塔上設置橋名牌設施? 

(三) 細部設計報告書中文字”鋪”面或”舖”面，請釐清。 

(四) 鷺鷥花棚造型 P25 引用照片為黃頭鷺又稱牛背鷺鮮少於水中捕獵，多出

現於農田及草地間，似與本計畫基地不符，請釐清。 

(五) 鷺鷥花架量體不夠輕巧結構是否過度設計?且功能不明確，既不能遮蔭

亦不能遮雨，粗壯的鋼管更不易讓植物攀爬。 

(六) 自行車架座椅設計未明確自行車應如何停放?是否與座椅使用者衝突，

對近年的自行車騎士而言此種設施不具有使用吸引力。 

(七) 低水護岸形式是否有考量到諸多鳥類喜好於水岸邊築巢特性，應避免如

此人工沒有植被之水岸形式。 

⚫ 結構顧問意見 

(一) L-506 建議大梁於支承處增設加勁鈑。眺望台結構屬頭重腳輕且不平

衡構造，需確保震時結構穩定性。 

(二) L-507 請補充大小梁接合詳圖 

(三) L-513 建議帽梁於橋墩頂部增設加勁鈑。 

(四) S-001 公路橋梁設計規範_104 年 4 月 13 日頒布，公路橋梁耐震設計

規範_107 年 12 月頒布，人行活載重取 150 kgf/m2 是否適當? 吊橋營運

時是否有管制使用人數?，高低強度鋼筋分界為 D10 及 D13，請確認。

基礎若長期位於水位下，建議保護層取 10 公分。設計溫度變化採用+-

35℃與一般採用+-25℃不同，是否有特殊考量? 

⚫ 生態顧問意見 

(一) 低水護岸，減少混凝土使用量，建議塊石堆砌具備多孔隙空間，護岸

外是否能夠復土或是掛網植生，至設計堤頂高，有利植物攀爬附生，形

成綠帶空間，亦有利動物遷徙利用。 

(二) LED 照明色溫及波長，需考慮避免吸引昆蟲聚集，減少對周邊生態環

境之影響。此區有螢火蟲活動，建議照明設施使用低亮度或定時關燈功



 

能，並降低燈具高度，不適合太亮。 

(三) 為確認吊橋位至周遭環境，請提供確認位置資訊，以利生態團隊現勘

提出保全對象。 

(四) 植栽不適合種植山櫻花，不建議種植。金露花為園藝種，不推薦種

植。芸香為外來種不建議種植(容易導致皮膚過敏)。 

(五) 樓梯建議儘可能不用 RC 結構，可用石塊取代。洗石子儘盡可能使用碎

石取代。 

(六) 表面拉毛地坪建議改為 JW 工法。 

⚫ 水利顧問意見 

(一) 低水護岸自行車道填方對水理之影響，請釐清。 

(二) 部分自行車道段，在設計水位有漫淹情況，請說明設施維管方式。 

(三) 新設排水延管段其出流工護坦段長度是否妥適，會否造成河床沖刷，

請釐清。 

(四) 出入管制門之設計採全封閉之型式，將完全阻斷人員進出，未來防汛

操作時是否配合河道內巡視驅離作業，以避免管制門關閉，仍有人員

在河道內活動情事。另告示牌內容說明建議調整。 

本局水利養護工程科 

(一) 有關本工程燈具的型式及燈光的配色為何，是否於鄰近搭配? 

(二) 預算書未編入社區宣導費 

(三) 部分圖號與圖目錄圖號不符 

(四) 相關材料試驗組數是否可加入在設計圖說內 

(五) 相關職安衛設備是否符合本案工程(第一期)需求(如風速計、有害氣體

測定器、熱指數計、滅火器…等) 

(六) 預算書圖應編列二級品管費用。 

(七) 圖面請施工廠商製作成果報告，但未編入預算。 

(八) 欄杆請說明設置準則，以利統一對外說明。 

(九) 眺望台之基礎請檢視是否需減量設計。 

(十) 預算書內資源統計表有顯示部分編列單價同項目編碼不同，請統一成

一個編碼。 

八、 會議結論： 

   請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依委員及各與會單位意見修正後，將修正之相

關資料於 108 年 8 月 20 日前提送，已利本局續辦理後續作業。 



 

九、 散會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內容簡報 
2019年07月30日 



一、計畫背景 

二、計畫議題 

三、計畫細設內容 

四、工程費用及工期 

簡報大綱 



一、計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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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全流域治理的老街溪計畫： 

生態美學下的老街溪流域整治之一環 
GOAL ：生態多樣化景觀、特色親水綠帶、水岸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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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 

區位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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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 

老街溪河川整治及水理計畫(本區段約1.5公里)： 

RIVER：河防安全、生態景觀單調、中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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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 

老街溪河川生態及水質環境(本區段)： 

RIVER ：河防安全、生態景觀單調、中度污染 

領航南橋(往北) 公園橋(往北) 洽溪橋(往南) 

領航北橋(往南) 老街溪橋(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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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背景 

老街溪河川生態及水質環境(本區段)： 

RIVER ：河防安全、生態景觀單調、中度污染 

夜鷺 小白鷺 白鶺鴒 

東方黃鶺鴒 大白鷺 埃及聖䴉 

中度污染指標魚種：鯽魚、鯉魚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8 

老街溪周邊公園綠地特色： 

GREEN：文化.陂塘水圳教育.運動特色 

公12.13「青塘園」 

兒10 公4 

桃園市立美術館計畫 

「青塘園」 
陂塘新生工程
示範點 

桃園市立 
美術館預定地 

公11 
水圳新生工程
示範點 

公4(右) 
青埔慢速
壘球場 

環境背景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 

環境背景 

老街溪周邊自行車道規劃： 

1.「中壢市區-高鐵站區通勤自行車道」 

2.「桃園-青埔高鐵站自行車道」  

3.「老街溪水岸自行車道」計畫 

BIKEWAY：串連+升級 

中壢市區-高鐵站區通勤自行車道 
使用1.5M人行道/自行車道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 

老街溪周邊自行車道及人行道現況： 
1.溪側道路人行道
或自行車道為主。 

2.大多不臨近水岸。 

3.自行車道/人行
道寬度大部份為
1~2M或以下。 

洽溪路 

永興路 

致善路二段 

文發路 

永春路 

致善路一段 

環境背景 



二、計畫議題 
1.自行車/人行道寬度.遮陰不足及親水賞景性不佳 

2.河岸遊憩及周邊公園綠地串連不足： 

3.河岸景觀遊憩特色及吸引力不足： 

4.增加青埔全河岸公園綠地串連：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2 

1.自行車道/人行道共用寬度應
2.5m以上為宜，最小2.0m。
(現況均不足) 

2.親水賞景性不佳。 

3.整體自行車/人行道路網設施
及休憩賞景設施不足。 

1.自行車/人行道寬度.遮陰不足及親水賞景性不佳 

計畫議題 

文發路側1.5M人行兼自行車道 
(領航南路至公園路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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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岸景觀遊憩及周邊公園綠地串連不足： 

計畫議題 

教育.運動 

 

水圳.文化 

 

生態.藝術 

 

 

視覺藝術、當代設計，數位藝術、新媒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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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岸景觀遊憩特色及吸引力不足： 

計畫議題 

「青塘園
陂
示範

桃園
美術館預定

公
水
示範

公
青埔慢速
壘球場

領航南橋(往北) 領航北橋(往南) 

兒10(洽溪橋入口) 

4.增加青埔全河岸公園綠地串連： 



三、計畫細設內容 



1.老街溪水岸自行車道串連設計 

2.河岸遊憩/自行車道與周邊公園、綠地、
道路之串連設計 

設計說明 

--新設低水灘地自行車道(橋下照明)，提供
濱河自行車/人行共用道，未來無需經路
口斑馬線穿越，即可悠遊老街溪。 

--增加公10及公3間吊橋串連(LED欄杆照明)
形成本區自行車的暢遊迴路。 

--老街溪堤岸自行車道(LED高燈照明)串連
本區老街溪周邊公園綠地，形成暢遊路徑。 



1.老街溪水岸自行車道串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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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 新增吊橋串連(88m) 

(屬後續擴充工程) 

新增堤岸自行車道 

約1.5Km(1483.783m) 

新增低水灘地 

自行車道 

約0.8Km(835.06m) 

約1.5Km(1483.783m) 

總計約2.3Km 

(2318.843m) 

堤岸 
自行車道 

約0.8Km(835.06m) 

低水灘地 
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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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新設護岸(低水灘地自行車道) 
水理分析成果 
一. 依據99年老街溪治理基本計畫報告設定計畫流量(本河段10年流量為320cms)。 

二. 河道斷面地形依據本案地形測量成果，每50m劃一橫斷面。 

三. 橋下每5m分析洪水位，並依據一維水理模擬成果設計自行車道高程。 

四. 自行車道與橋梁底部淨高以大於2.5m為原則。 

＞2.5m 

10年洪水位 

新設橋下自行車道 

現況地形線 

橋梁 

橋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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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一. 配合4座橋下自行車道新設護岸。 

二. 護岸平縱面線形係依照自行車道線形。 

三. 新設護岸總長約750m。 

四. 沿線有1處流入工(橫交水路) 

(1)水岸自行車道-新設護岸(低水灘地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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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護岸型式 
一. 採「坡面工」，減少對老街溪通水面積影響。 

二. 新設護岸施工時，以包覆且不破壞既有護岸為原則。 

三. 面層採用混凝土排石，與既有的堤防型式維持景觀一致性避免景觀突兀。 

 

 

 

 

 

開挖線 

新設護岸(坡面工) 

回填線 

既有護岸 
自行車道 

現況地形 

土方回填 

(1)水岸自行車道-新設護岸(低水灘地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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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新設延伸涵管通水斷面 

既有涵管通水斷面 

新設延伸涵管 
既有涵管 

自行車道 

既有流出工 

(1)水岸自行車道-新設護岸(低水灘地自行車道) 

一. 新設護岸遇橫交水路時，以涵管延伸既有流入工。 

二. 新設流入工不破壞既有結構物，新舊結構物以植筋銜接。 

三. 新設延伸涵管通水面積略大於既有通水面積，通水面積足夠。 

四. 箱涵上方直接鋪設車道鋪面。 

 

 

流入工(橫交水路)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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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低水灘地自行車道 
   舖面及欄杆-全線設置欄杆(串連至管制門) 

新設欄杆(H=1.2M) 

新設拉毛地坪 

2.5m 
 

新設護岸(坡面工) 

既有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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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低水灘地自行車道 
(管制及標誌) 
人工管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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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標誌(所有低水灘地自行車道入口) 

(1)水岸自行車道-低水灘地自行車道 
(管制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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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塘園」 
陂塘新生工程
示範點 

桃園市立 
美術館預定地 

公11 
水圳新生工程
示範點 

公4(右) 
青埔慢速
壘球場 

－河岸二側(公3+公10)通行吊橋(88M) 

V9 

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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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橋型式 

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吊橋(吊橋型式) 

EL.77.5 EL.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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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吊橋(橋版及欄杆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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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型式 

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吊橋(照明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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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岸-公3銜接(拉高既有步道) 

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吊橋(二端銜接)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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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公10銜接(同高程順接) 

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吊橋(二端銜接)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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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堤岸自行車道 
坡度及型式 

新建 
拓寬 

－2.5M自行車道 
－河域現況喬木不擾動原則 
－坡度≦8%(1:12) 
 

新設擋土牆 

加高既有擋土牆 

加高既有擋土牆 

新設擋土牆 

新設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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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堤岸自行車道 
坡度及型式 

新建 
拓寬 

新設擋土牆 

加高既有擋土牆 

加高既有擋土牆 

新設擋土牆 

新設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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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堤岸自行車道(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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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1)水岸自行車道-堤岸自行車道 
照明設施 

－照度標準：5勒克斯(Lux)公園道路 
－燈具選擇：半遮蔽型(0~75度) LED燈 
－佈設：以臨陸域側為主之單側排列  
－路燈高度：採3.5m高燈桿。 
－桿距間隔：採15m間距設計。 
－配電：引接三相四線380V/220V或 
        單相二線220V之回路受電。 
－保護：無熔線斷路器(NFB)防過載短路 
        漏電斷路器(ELB)保護漏電事故 
－控制方式：採用表燈。 



2.河岸自行車道與周邊公園綠地道路
之串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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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2)河岸自行車道及周邊公園綠地道路之串連設計 

細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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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設內容 

(2)河岸自行車道及周邊公園綠地道路之串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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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原則(牽騎坡道)      －休憩+導覽指標 

V2 

(2)河岸自行車道及周邊公園綠地道路之串連設計 

細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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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原則(牽騎坡道)      －休憩+導覽指標 

V3 

(2)河岸自行車道及周邊公園綠地道路之串連設計 

細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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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原則(牽騎坡道)      －休憩+導覽指標 

V4 

(2)河岸自行車道及周邊公園綠地道路之串連設計 

細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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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原則(牽騎坡道)      －休憩+導覽指標 

V5 

(2)河岸自行車道及周邊公園綠地道路之串連設計 

細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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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原則(牽騎坡道)      －休憩+導覽指標 

V6 

(2)河岸自行車道及周邊公園綠地道路之串連設計 

細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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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原則(牽騎坡道)      －休憩+導覽指標 

V7 

(2)河岸自行車道及周邊公園綠地道路之串連設計 

細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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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原則(牽騎坡道)      －休憩+導覽指標 

V9 

(2)河岸自行車道及周邊公園綠地道路之串連設計 

細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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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原則(牽騎坡道)      －休憩+導覽指標 

V10 

(2)河岸自行車道及周邊公園綠地道路之串連設計 

細設內容 



四、工程費用及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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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經費 
比例說明 

工程費用及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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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經費 
比例說明 

工程費用及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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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費用及工期 

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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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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