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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府為推動及營造整體老街溪水環境改善，上述流域南起龍潭區流

經平鎮、中壢及大園區。藉由老街溪自行車道串連非都市至都市綠帶以

提升周遭環境休閒機能，營造水綠融合、結合地方特色之優質水岸環境。

目前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情況如下，龍潭區「四方林排水水質改

善計畫」現已完工、「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體環境營造計畫」預計 108

年 3 月開工，以改善老街溪上游水質，於中壢、平鎮區之「老街溪平鎮

鐵騎歷史走讀計畫」分項四案現已完成工程發包，於完工後可強化當地

人文景觀。此外，為延續第二批次已核定規劃設計案之「老街溪青埔水

都計畫」及「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請參見表 1)，欲申請該計

畫之工程經費，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如圖 1 至圖 3 所示。 

 
圖 1、整體計畫位置之 1/25000 地形圖 

  

觀音區

新屋區

中壢區

平鎮區

龍潭區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河流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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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位置與概述 

1 
老街溪 

青埔水都計畫 

本計畫位於大園區老街溪下游，於領航南橋至領航北橋段規劃建

設以下工程: 

1. 河岸景觀綠化工程。 

2. 休憩路廊建置工程：包含人行道拓寬、新增自行車道、賞景

平台、景觀節點工程、橋下穿越道工程、照明工程等。 

3. 路廊銜接工程。 

2 
龍潭污水下水道 
系統新建計畫 

本計畫位於龍潭區老街溪上游，設置揚水站及壓力管線，以利後

續分支管網接入，污水立即可入水資源回收中心，以改善鄰近老

街溪水質，提升龍潭地區居住環境生活品質。本計畫規劃第一標

工程如下: 

 揚水站【1 座】 

 壓力管線管徑為【200mm】2 支 
 管線長度約【4,000m】。 

 
圖 2、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工程位置之 1/5000 航照圖 

領航南橋

領航北橋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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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工程位置之 1/5000 航照圖 

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整體計畫基地環境現況 
本計畫中老街溪流域，自上游龍潭區至大園區的出海口，全長約

36.7 公里，流域面積約 82 平方公里，因其河川流經中壢老街而取名為

老街溪。早期老街溪呈現中度至嚴重污染程度而影響了河川生態，本府

為改善整體水岸空間與居住的生活品質，於民國 100 年 3 月起啟動老街

溪中壢段開蓋工程，並於同年七月底完工。在開蓋完成後也陸續於老街

溪河畔規劃林澗生活園區、水岸景觀改造、礫間處理展示廊道、河川教

育中心、休憩路廊及中興橋、中正橋、中央橋改建等多項重大工程，展

現老街溪的沿岸綠水風光。 

近年來隨著民眾對於資源永續發展、生態保護意識抬頭和休閒活動

的重視，河川不再只是防洪排水的「治水」功能，而是需同時兼顧「親

水」與「利水」，如何讓民眾親近這條與平鎮、中壢、大園區緊緊相連的

河川，成了地方政府相當重要之課題。為此，本府以老街溪中壢區開蓋

中正路口

第一標工程範圍

龍潭揚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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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為中心，延續前期老街溪河川整治及景觀改造工程之成果，從上游龍

潭、平鎮區做延伸整治，除串連既有自然人文特色、休憩路廊及水岸空

間，發展成為水岸古都水與綠環境都市空間外，針對下游大園區於高鐵

都市計畫區等人口密集區位規劃景觀營造與串連左、右岸人行步道，除

提升兩岸居民便利性外，也打造老街溪下游水岸新亮點，以分階段方式，

達成串連整條老街溪之河岸親水廊道。 

計畫區位於桃園市桃園高鐵特定區內，其方圓 800M 內，有 12 處

公園、12 處兒童遊樂場及綠地空間散布在基地四周(請參見圖 4)，其中

「青塘園」(公 12 及 13)為區內重要建設，其為桃園第一個陂塘水圳新

生工程示範點，具雨水系統調節之防洪功能，並擁有水質淨化區、陂塘

水圳體驗區及生態島嶼等區塊，為一環境教育場所，但未來規劃桃園市

立美術館預定設置於公 12 及公 13 公園用地內，美術館以「國際觀、在

地史、創新育成」為館舍發展方向。在展示空間規劃中，設有戶外環境

藝術展演場，期以結合週邊藍綠帶，達到藝術與環境共生；據了解未來

館藏主軸會以貼近民眾之現代藝術為場館營運方向。 

除河岸景觀改善與資源永續利用外，為改善老街溪整體流域水質，

除協商上游工業區廢水排放污染自主減量外，本府已進行龍潭大池水質

改善及水體環境營造，並計畫推動「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及

中壢平鎮南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讓老街溪水質更乾淨，並將堤岸改造上

游延伸至平鎮、下游延伸至青埔，產生更多親水綠帶。因此本府為推動

老街溪整體願景，達到「水岸融合」與「環境優化」兩大目標，「環境優

化」目標已於第二批核准後進行後續開發建設，此次提報計畫延續老街

溪規劃排水防洪安全、水岸周邊水質改善、水岸環境營造、綠能發展等

目標，將老街溪中壢段整治推動「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辦理上游延

伸至平鎮、下游延伸至青埔的堤岸改造，配合大坑缺溪改造完成後，形

成總長度約 30 公里的自行車道，利用自行車道低碳運輸的設置，引領

桃園往低碳綠色城市願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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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本計畫周遭公園綠地(800 公尺範圍) 

（二）生態環境現況 
老街溪主流長約 36.7 公里，流域面積約 81.59 平方公里。主要流經

中壢鬧區，下游北岸為大園工業區，由於工業區之關係，此河川污染相

對嚴重。老街溪共發現有維管束 39 科 90 屬 110 種，其中特有植物 2 種，

原生植物有 73 種，詳表 2 及表 3。 

表 2、老街溪陸域動物資源表 
鳥
類 

26 科 52 種，以白頭翁最多，其次為麻雀、綠繡眼；鷺科鳥類，保育類動
物 

隼  蝶
 

7 科 45 種，以(日本)紋白蝶最多，其次為沖繩小灰蝶、黃蛺蝶。 
蜻

 
4 科 13 種，以青紋細蟌、杜松蜻蜓及脛蹼琵蟌為主要優勢種類。 

兩棲爬蟲
 

10 科 20 種，調查結果，澤蛙、黑眶蟾蜍、中國樹蟾為兩棲類調查之優勢種。 
哺乳類 4 科 8 種，以東南亞蝠及臭鼬出現的數量比較多。 

資料來源：民國 107 年，桃園市環保局，桃園市水環境保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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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老街溪水域動物資源表 
魚類 6 目 12 科 26 種，其中粗首馬口鱲、台灣縱紋鱲、台灣石魚賓、明潭吻蝦虎 

及短吻紅斑蝦虎屬於台灣特有種 
底棲生

 
2 門 3 目 7 科 10 種，其中記錄到擬多齒米蝦屬於台灣特有種 

水生昆
 

6 目 9 科的水生昆蟲。其中以搖蚊數量最多，蜻蜓科與黽蝽科的數量亦不
 資料來源：民國 107 年，桃園市環保局，桃園市水環境保育網 

本計畫範圍屬老街溪下游段，環境多屬於人為開發，干擾較嚴重，

因此哺乳類物種較為貧乏；沿溪流可見大量鷺科鳥類停棲覓食，其中包 

括侯鳥屬性之中白鷺、大白鷺及蒼鷺，灰鶺鴒及白鶺鴒長在堤防移動，

東方黃鶺鴒停棲鳴叫；兩棲爬蟲類與蝶類均為一般常見物種。 

（三）水質環境現況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老街溪全流域之歷年水質指標 RPI 平均介於 4.6~6.4(屬中度污染程

度)，本計畫範圍河段水質亦為中度污染，主要因中上游污染所造成，計

畫河段之污水滙入口不多，初步統計約三處，依桃園市環境保護局資料，

以生活污水為主。 

根據環保署在老街溪公園橋之水質採樣監測紀錄，本計畫區河川污

染指標(RPI)近五年變化(請參見圖 5)，五年來略呈現逐漸改善趨勢，目

前介於中度與輕度污染之間。各監測項目中，溶氧穩定處於未(稍)受污

染範圍，懸浮固體、生化需氧量、氨氮則有於枯水季節升高現象，尤其

生化需氧量仍處於中度污染範圍(請參見圖 6)，氨氮處於中度甚至嚴重

污染範圍(請參見圖 7)，顯示本區仍受生活污水排入影響，在上游中壢、

平鎮區未完成下水道系統建置前，計畫區間有必要最大化河川自淨能力。 

 



- 7 - 
 
 

 
資料來源：民國 107 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圖 5、老街溪公園橋近五年之河川污染指數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民國 107 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圖 6、老街溪公園橋近五年之生化需氧量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民國 107 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圖 7、老街溪公園橋近五年之氨氮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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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本計畫水質資料為行政院環保署及桃園市環保局近三年老街溪水

質採樣及檢測結果，檢測位置於老街溪美都麗橋，其溶氧量(DO)介於

4.5~13.8mg/L 之間、生化需氧量(BOD5)介於 3.7~17mg/L 之間、懸浮固

體物(SS)介於 1.9~87.8mg/L 之間、氨氮(NH3-N)介於 0.71~8.37mg/L 之

間。目前本計畫河川屬丙類水體，污染程度屬於中度污染等級，請參見

表 4。 

表 4、老街溪美都麗橋之水質檢測表 
測站 
名稱 

水體分類 
等級 

採樣日期 河川污染 
指數(RPI) 

溶氧量 
(mg/L) 

生化需氧量 
(mg/L) 

懸浮固體 
(mg/L) 

氨氮量 
(mg/L) 

美 

都 

麗 

橋 

丙 

2018/04/09 4.5 6.7 6.4 13.3 4.68 

2018/03/09 3.5 9 8.5 10.3 1.6 

2018/02/08 2.8 9 3.7 6.5 1.17 

2018/01/12 3.5 7.8 7 5.7 2.34 

2017/09/06 4.5 6.5 6.6 9 7.75 

2017/08/03 3.8 7.8 4.9 3.8 5.92 
資料來源：民國 107 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3. 全國水環境水質監測計畫 

將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7 年 1 月 4 日所訂定之「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水質監測採樣及生態評估作業指引」辦理，其主要為推動結合生

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水環境改善，以加速改善全國水環境，

辦理各項工程之施工前水質監測與環境調查、施工中水質監測及施工後

水質改善成效分析，針對老街溪流域前期核定計畫水質監測(如表 5)，

綜整結果如下: 

1.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走讀計畫工程: 

監測結果發現，除石門大圳測站外，其餘測站皆有生化需氧

量、懸浮固體、氨氮及大腸桿菌群未符合丙類陸域地面水體水質

標準之情況，比對環保署附近測點水質監測結果，生化需氧量、氨

氮、懸浮固體及大腸桿菌群皆曾有超標及偏高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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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方林排水水質改善計畫工程： 

監測結果發現，比對本期及環保署測站監測結果溶氧、生化

需氧量、氨氮及大腸桿菌濃度偏高或超過丙類陸域地面水體水質

標準。 

3.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體環境營造計畫工程： 

監測結果 pH、生化需氧量、氨氮及大腸桿菌群皆有站次未符

合丙類陸域地面水體水質標準。 

未來將加入本計畫施工相對位置河段進行監測，若有超過相關河段

之水體水質標準將發異常通報，以通知相關單位要求施工廠商進行工區

施工環境及廢水排放之改善。 

表 5、老街溪環境監測計畫表 
監測類

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監測方法 監測單位 

水質 

氫離子濃度

指數(pH)、水

溫、導電度、

溶氧、生化

需氧量、懸

浮固體、氨

氮、化學需

氧量、大腸

桿菌群及流

量 

老街溪 
1.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

走讀計畫 
(1)大坑缺溪鎮南橋上

游 
(2)大坑缺溪伯公潭橋

下游 
(3)石門大圳上游 
(4)石門大圳下游 
(5)老街溪上游 
(6)老街溪三崇橋下游 
(7)西南勢支渠匯入主

流前 
(8)北勢溪上游左岸排

水橋下箱涵 
2.四方林排水水質改善

計畫工程 
(1)四方林礫間接觸曝

氣淨化工程進流原水 
(2)龍潭大池下游測點 
3.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

水體環境營造計畫工程 
(1)水質淨化設施上游 
(2)滿月橋  

每月乙次 
 
流量為豐水

期（5 月至 10
月）及枯水期

11 月至隔年

4 月）期間各

監測 2 次 

1.流量：NIEA W022 
2.水溫：NIEA W217 
3.pH 值：NIEA W424 
4.溶氧：NIEA W455 
5.導電度：NIEA W203 
6.懸浮固體：NIEA 
W210 
7.生化需氧量：NIEA 
W510 
8.氨氮：NIEA W448 
9.化學需氧量：NIEA 
W517 
10.大腸桿菌群：NIEA 
E202 

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財團法人農

業工程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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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本計畫為延續前期相關計畫，並已於 108 年 1 月 3 日於本府進行前

瞻計畫初審(評核)會議，相關會議記錄請詳見附錄。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工程範圍起始於上游老街溪步道起點在振

興西路三崇橋，終點為環北路老街溪橋，本計畫延續前期老街溪河川整

治及景觀改造工程之成果，往中下游延伸，盼盤點領航北橋至領航南橋

河岸兩側資源，擴增南桃園河岸休憩路網，串接桃園高鐵站、桃園捷運、

青埔地區與老街溪河岸廊帶。本計畫中已於 107 年 08 月 16 日及 10 月

26 日辦理在地諮詢會議與現勘，針對「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各與會單

位意見做後續辦理情形請詳見附錄。 

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本計畫已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召開鄰近龍潭區污水量可行性評估，

依據會議結論及契約，本案俟石門修正實施計畫修正核定後繼續進行，

實施計畫已於 108 年 1 月 10 日續送營建署。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完成

後可辦理第一標工程公開招標，故提報前瞻第三批次爭取本系統第一標

工程經費，且為使本計畫符合前瞻計畫期程，本府自籌經費辦理本案試

挖探管工程，以減少因遭遇地下管線而後續工程延宕之可能性，順利推

動本案計畫。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本計畫生態檢核由本府委託生態專業人員與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

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策略。「龍潭污水下水道

系統新建計畫」於 108 年 2 月 22 日進行生態檢核，「老街溪青埔水都計

畫」分別於 107 年 9 月 22 日、108 年 1 月 16 日進行生態檢核，並建議

鄰近老街溪之沿岸公園步道種植灌叢，以避免驚擾水禽之覓食與匿蹤。

後續生態檢核辦理情形及詳細生態保育策略請詳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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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本計畫已於 107年 8月 16日舉辦「老街溪青埔水都在地諮詢會議」，

108 年 1 月 16 日舉辦「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生態調查說明會」，與會人

員包含地方議員、洽溪社區發展協會、洽溪里里辦公處及水患治理聯盟

梁委員，如圖 8 所示，相關辦理情形請詳見附錄。 

  

圖 8、老街溪青埔水都生態調查說明會辦理情形 

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本計畫已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辦理地方說明會，針對龍潭區非都地

區污水下水道新建計畫，向與會單位及民眾進行說明及意見交流，參與

之里民及 NGO 團體對本計畫範圍及內容表示支持與認同，如圖 9 所示，

相關辦理情形請詳見附錄。 

  
圖 9、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地方說明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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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作業辦理情形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分別於 107 年 10 月 4 日與 10 月 26 日辦

理第一次基本設計審查及第二次基本設計審查，並於 10 月 26 日邀集簡

委員文煥、楊委員淑惠至「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基地範圍現勘，以確

實了解基本設計是否符合現地需求與考量相應之環境友善策略。 

本計畫為市長指示之重要施政事項，每月召開重大工程會議，由副

市長以上層級親自主持，督導本計畫之進行，並依據桃園市政府於民國 

105 年 02 月 15 日頒布「桃園市政府重大建設計畫選項列管作業要

點」執行本計畫相關列管作業。桃園市政府重大建設計畫選項列管作業

要點請參見附錄。 

四、 提報案件內容： 

（一）整體計畫概述 

為打造老街溪成為桃園的清溪川、中壢的生命之河，並達到「水岸

融合」及「環境優化」兩大目標，藉由疏通水流、創造優質水岸景觀環

境、打通水岸休憩路廊瓶頸地段，提升市民休閒、樂活水岸與水岸生態

環境，本計畫可分為五大願景： 

1. 維護水安全： 

針對各河段特性建構一條完整且安全之河川，並配合整體景觀營造

及休憩路廊建置，創造一條民眾親水、舒適、安全又便捷地之藍綠帶路

網。 

2. 建構休憩路廊： 

以老街溪拆蓋段為中心，藉由休憩路廊的設置，逐步向上游平鎮區

及下游大園區做整體規劃，藉藍帶休憩路廊串連從上至下游，將分佈在

老街溪兩側大型公園、田園與人文歷史進行串連計畫，發展河域帶狀空

間潛力。 

3. 打造老街溪新地標： 

除既有護岸整理、加強防洪水準外，藉由藍帶休憩路廊串連非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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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都市綠帶以提升周遭環境休閒機能，使居民或遊客可以沿途感受其周

邊環境紋理變化，體驗田園休閒風光與都會住宅高樓景色。 

4. 營造優質水環境： 

綠美化河川水環境及生活空間營造，藉以增加市民休憩空間，利用

河域整治改造，並針對不同性質與具地方性的河岸生態休憩景觀綠地與

公共空間利用形式，創造多元及高強度的都市公共活動，形成整體沿老

街溪河域漫遊氛圍。 

5. 水質改善與低碳生活： 

提升老街溪周邊居民的居住環境，污水下水道收集之污水量可降低

老街溪上游龍潭大池優養化問題，提升龍潭地區居住環境生活品質，周

遭鄰近之老街溪水質得以改善，居民可直接享受到有形及無形之效益，

此外，太陽光電與埤塘的設置，引領桃園往低碳綠色城市願景邁進，落

實國家能源轉型目標。 

（二）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表 6、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案件明細表 

計畫 
名稱 項次 分項案件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對應部會 

老 
街 
溪 
水 
環 
境 
改 
善 
計 
畫 

1 
老街溪青埔水

都計畫 

 河岸景觀綠化工程。 
 休憩路廊建置工程：包含人

行道拓寬、新增自行車道、

賞景平台、景觀節點工程、

橋下穿越道工程、照明工程

等。 
 路廊銜接工程。 

經濟部 
水利署 

2 
龍潭污水下水

道系統新建計

畫 

 揚水站【1 座】 
 壓力管線管徑為【200mm】 

2 支 
 管線長度約【4,000m】。 

內政部 
營建署 

1.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位於領航北橋至領航南橋之青埔特區，周

邊多為新建住宅區，除了鄰近青塘園外，從北至南有著大大小小的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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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為串連河岸景觀與休憩路廊，本府計畫將利用河岸兩側之自行車

/人行共用道，以及環境景觀營造，串聯自北而南之公園綠地，除了建立

完整安全無障礙之自行車路網外，利用各路口節點之導覽牌，將青埔新

市鎮之特色地點，以低碳運輸串連起來。 

除此之外，配合青埔藝術中心的建設，河岸適宜區域建立休憩賞景

點，並加強兩岸植栽及環境整理，打造老街溪河廊成為青埔另一處休憩

區(公園綠地)，也成為青埔新亮點。 

(1) 河岸景觀綠化工程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緊鄰之公園綠地及兒童遊戲場，主要有

8 個公園及 4 個兒童戲場(請參見圖 10)，其中「青塘園」(公 12 及 13)

為區內重要建設，其為桃園第一個陂塘水圳新生工程示範點，具雨水

系統調節之防洪功能，並擁有水質淨化區、陂塘水圳體驗區及生態島

嶼等區塊，為一環境教育場所，但未來規劃桃園市立美術館預定設置

於公 12 及公 13 公園用地內，美術館以「國際觀、在地史、創新育成」

為館舍發展方向。在展示空間規劃中，設有戶外環境藝術展演場，期

以結合週邊藍綠帶，達到藝術與環境共生。除此之外，公 2、3、4 公

園，因鄰近青埔慢速壘球場(公 4 左側)，常匯集學生族群利用公園空

地練習壘球，也反映在地壘球練習場地需求大於供給之情況；公 3、

4、10、11 及兒 10 與現有河岸之間，並無防汛道路切割公園綠地與河

岸，對於本計畫之親水遊憩是極佳之場域，計畫河廊具特色之水岸生

態景觀及親水休憩環境(等同另一處公園綠地)，提供連接青埔主要藍

綠區域之空間及互動環境，在兼顧防汛及親水遊憩下，整合規劃這些

區域之河岸景觀遊憩設施。 

(2) 休憩路廊建置工程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包含人行道拓寬、新增自行車道、賞景

平台、景觀節點工程等(左、右岸)、橋下穿越道工程、照明工程等。 

 自行車道：本計畫欲建立「老街溪水岸自行車道」系統，連接青

埔現有自行車道系統，營造青埔健康樂活城市形象。 

 串連周邊之節點配置：節點採透水設計考量，惟因節點廣場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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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變化，在考量坡度影響舖面穩定及耐用度下，廣場透水採分段

設置透水磚方式設計，非透水性舖面則以”水域鳥禽腳印”做趣味

性變化。 

 照明設計：照明設計主要提供自行車/人行道夜間安全之使用空間，

提供整體連接青埔主要藍綠區域之安全空間，間接提升河濱綠地

觀感。 

(3) 路廊銜接工程 
為塑造老街溪青埔地區景觀特點，規劃於領航北路以北的公 10

及公 3、公 2，考量以銜接工程串連休憩路廊，讓整體老街溪綠帶連

成一片。 

 
圖 10、老街溪工程串連與縫合青埔藍綠帶縫合示意圖 

2.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本計畫預計將龍潭地區(至少包括黃唐里、凌雲里、八德里)之生活

污水約 3,823CMD 輸送至石門水資源回收中心，分支管網約 8,060 公尺、

揚水站 1 座、壓力管 4000 公尺及用戶接管 500 戶以上(請參見圖 11)。 

於本次計畫中預計先行辦理第一標工程(請參見圖 12)。，設置揚水

洽溪 

老街溪 

(本計畫河廊) 

新街溪 

機捷 A19 

商貿體育園區 

機捷 A18+桃園高鐵站 

產專商業區 

機捷 A17 

住宅區 

公 2 公 10 

兒 10 
公 4 

公 11 

兒 14 兒 8 

青塘園 

公 12 

美術館 

公 13 

公 9 

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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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及壓力管線，以利後續分支管網接入，污水立即可入水資源回收中心，

以改善鄰近老街溪水質，提升龍潭地區居住環境生活品質。 

 
圖 11、老街溪龍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1) 第一標工程 
本工程內容包含興建龍潭揚水站及壓力管線明挖埋設工程兩項。 

 
圖 12、老街溪龍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第一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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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水與環境第一批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核定的有「四方林排水水質

改善計畫」，已於 108 年 1 月 17 日完工。 

水與環境第二批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核定的有「老街溪平鎮鐵騎

歷史走讀計畫」、「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規劃設計)」、「龍潭污水下水道

系統新建計畫(規劃設計)」及「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體環境營造計畫」。 

「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走讀計畫」已分標四案，目前全數發包，除

「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走讀計畫-八角塘周邊環境改善工程」一案完工，

其他三案施工中(請參見表 7、表 8、圖 13)。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規劃設計)」已於 107 年 7 月 24 日決標，

107 年 10 月 4 日辦理基本設計審查，107 年 10 月 26 日辦理第二次基本

設計審查，107 年 12 月 10 日辦理細部設計審查，增加自行車景觀吊橋

鑽探作業，108 年 3 月 13 日辦理第二次細部設計審查，預計 108 年 5 月

完成細部設計修正。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規劃設計)」已於 107 年 8 月 15 日

決標，營建署於 107 年 9 月 17 日石門三期審查會議中請本局針對利用

石門水資中心餘裕量納入龍潭污水之抽送方式進行再評估，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召開鄰近龍潭區污水量可行性評估，依據會議結論及契約，本

案俟修正實施計畫修正核定後繼續進行，技服廠商已於 108 年 3 月 13

日提送試挖標細部設計圖說、工程數量計算書、招標文件及標單，提送

資料審視中。預計於 108 年 4 月 10 日前提送試挖標交維計畫書。 

「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體環境營造計畫」於 107 年 12 月 19 日決

標，預計 108 年 4 月開工。 

表 7、老街溪近期前瞻計畫總投入經費 

項

目 建設內容 經費 
(千元) 期程 備註 

1 
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體環境 

營造計畫 272,270 107-109 
前瞻計畫- 
水與環境 

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規劃設計) 22,400 107-109 
前瞻計畫- 
水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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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走讀計畫- 
石門大圳休憩路廊串連計畫 22,000 106-108 

前瞻計畫- 
水與環境 

3-B 
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走讀計畫- 

八角塘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17,000 106-108 
前瞻計畫- 
水與環境 

3-C 
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走讀計畫- 

平鎮鐵騎風光工程 81,000 106-108 
前瞻計畫- 
水與環境 

3-D 
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走讀計畫- 
伯公潭二岸人行道串聯計畫 18,000 106-108 

前瞻計畫- 
水與環境 

4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規劃設計) 4,000 108-109 
前瞻計畫- 
水與環境 

5 四方林排水水質淨化 66,500 107-108 
前瞻計畫- 
水與環境 

 小計(1) 503,170   

6 
老街溪斷面 44-斷面 46-1 堤防改善工程-中
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邊界至老街溪斷

面 44 治理工程(斷面 44-斷面 46) 
308,000 107-111 

前瞻計畫- 
水與安全 

7 
老街溪斷面 44-斷面 46-1 堤防改善工程-老
街溪環北橋下游至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

計畫邊界(斷面 46-斷面 46-1) 
92,000 107-111 

前瞻計畫- 
水與安全 

 小計(2) 400,000   

 合計 903,170   

表 8、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核定施行進度 

前瞻類別 前瞻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 

(千元) 目前進度 預期效益 

水與環境 四方林排水水

質淨化 61,778 
於 108 年 1 月 17
日完工。 

水質應可將  DO 濃度

提高至約為 6.57 mg/L、
BOD 濃 度 降 至 約 為 
2.82 mg/L、SS 濃度降

至約為 8.1 mg/L 汙染

情況改善為輕度汙染。 

水與環境 
龍潭大池水質

改善及水體環

境營造計畫 
272,270 

於 107 年 12 月 19
日決標，預計 108
年 4 月開工。 

預期處理水量 20,000 
CMD，提高換水率並改

善水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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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與環境 
龍潭污水下水

道系統新建計

畫(規劃設計) 
20,000 

技服廠商已於 108
年 3 月 13 日提送

試挖標細部設計

圖說、工程數量計

算書、招標文件及

標單，提送資料審

視中。預計於 108
年 4 月 10 日前提

送試挖標交維計

畫書。 

可 輸 送 之 污 水 量 為 
316CMD，削減 BOD 與 
SS 濃度污染量計約 
45.8kg/day。 

水與環境 

老街溪平鎮鐵

騎歷史走讀計

畫-石門大圳休

憩路廊串連計

畫 

16,800 
於 107 年 8 月 1 日

開工，施工中，施

工進度 95%。 

石門大圳休憩路廊串

連，以提升使用性及親

水活動，當地居民透過

運動樂活、聚落保存、環

境改造與遊客分享「慢

活」的氛圍與生活態度。 

水與環境 

老街溪平鎮鐵

騎歷史走讀計

畫-八角塘周邊

環境改善工程 

11,900 
於 107 年 8 月 1 日

開工，108 年 3 月

7 日完工。 

老街溪擁有豐富自然資

源與客家文化，而生活

與埤塘息息相關，藉由

客家走讀使居民及遊客

更加認識八角塘人文景

觀。 

水與環境 

老街溪平鎮鐵

騎歷史走讀計

畫-平鎮鐵騎風

光工程 

56,700 
於 107 年 7 月 4 日

開工，施工中，施

工進度 88%。 

既有護岸整理並設置新

護岸、閒置空間之綠美

化、老街溪三崇橋至新

富橋設置自行車道銜接

既有自行車道，創造市

民休閒、樂活水岸與水

岸生態環境。 

水與環境 

老街溪平鎮鐵

騎歷史走讀計

畫-伯公潭二岸

人行道串聯計

畫 

11,200 

已於 108 年 01 月

15 日工程決標，

108 年 2 月 25 日開

工，施工中，預計

108 年 10 月 12 日

完工。 

位於平鎮鐵騎休憩路廊

行經路線，連接二岸之

人行道除能喚起在地發

展史，亦能串連老街溪

上游段興建工程之左右

岸遊憩深度。 
 

水與環境 
老街溪青埔水

都計畫(規劃設

計) 
4,000 

108 年 3 月 13 日辦

理第二次細部設

計審查，預計 108
年 5 月底完成細部

設計修正。  

擴增南桃園河岸休憩路

網，串接桃園高鐵站、桃

園捷運、青埔地區與老

街溪河岸廊帶，打造青

埔新亮點。 

 小計(1) 45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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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與安全 

老街溪斷面 44-
斷面 46-1 堤防

改善工程-中壢

平鎮都市擴大

修訂計畫邊界

至老街溪斷面

44 治理工程(斷
面 44-斷面 46) 

308,000 

已於 107 年 9 月 28
日決標，已於 107
年 10 月 12 日訂

約，108 年 1 月 24
日辦理基本設計

審查，108 年 3 月

21 日辦理第二次

基本設計審查。 

(1) 預計改善左岸堤防

約 4650 公尺。 
(2) 預計改善左岸堤防

約 4650 公尺。 

水與安全 

老街溪斷面 44-
斷面 46-1 堤防

改善工程-老街

溪環北橋下游

至中壢平鎮都

市擴大修訂計

畫邊界(斷面

46-斷面 46-1) 

92,000 

已於 107 年 9 月 28
日決標，已於 107
年 10 月 12 日訂

約，108 年 1 月 24
日辦理基本設計

審查，108 年 3 月

21 日辦理第二次

基本設計審查。 

(1) 預計改善左岸堤防

約 4650 公尺。 
(2) 預計改善左岸堤防

約 4650 公尺。 

 小計(2) 400,000   

 合計 853,448   

 
圖 13、老街溪整體計畫內水環境已核定案件計畫區位圖 

觀音區

新屋區

中壢區

平鎮區

龍潭區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已核列規劃設計費)

河流流域
已核列計畫
預提案計畫

大園區

老街溪平鎮鐵騎
歷史走讀計畫

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
水體環境營造計畫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已核列規劃設計費)

桃園

四方林排水水質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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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本計畫為延續水與環境第二批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核定的「老街

溪青埔水都計畫(規劃設計)」，為塑造老街溪青埔生態特色，營造水綠融

合、結合地方特色，提升環境優化並恢復自然生態之河川永續環境為主，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規劃設計)」是依照現地環境條件及地方需求提

供適當的親水及生態友善之永續美質水岸環境，依照「老街溪青埔水都

計畫(規劃設計)」設計成果進行工程發包。 

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本計畫已於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批次中同意核列規劃設計經

費，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完成後可辦理第一標工程公開招標，故提報前

瞻第三批次爭取本系統第一標工程經費，且為使本計畫符合前瞻計畫期

程，本府自籌經費辦理本案試挖探管工程，以減少因遭遇地下管線而後

續工程延宕之可能性，順利推動本案計畫。 

（五）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本案工程預計於 108 年 3 月中旬辦理細部設計審查，本工程工期以

民國 109 年 2 月為完工目標(不含植栽養護期)。根據每年可施作天數之

分析，預估每月可施工天數約為 22 天。本工程工區均在河域範圍，除

汛期之考量外，主要為路口節點廣場施工界面及交維。 

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本計畫因考量石門修正實施計畫修正一案，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召

開鄰近龍潭區污水量可行性評估，依據會議結論及契約俟石門修正實施

計畫修正核定後繼續進行，實施計畫已於 108 年 1 月 10 日續送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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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分項案件規劃構想圖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圖 14、老街溪整體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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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規劃路徑構想示意圖 

設置 1.5M寬橋 

下步道 

設置 2.5M自行

人行/自行車混

合共用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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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青埔水都規劃節點構想配置圖 

造型涼棚 

造型涼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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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規劃節點構想示意圖(一) 

 
圖 18、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規劃節點構想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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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規劃節點構想示意圖(三) 

 
圖 20、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規劃節點構想示意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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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本計畫因考量龍潭區污水量可行性評估會議之結論及契約，俟石門

修正實施計畫修正核定後繼續進行細部規劃及設計，目前計畫構想及規

劃請參見圖 21。 

 
圖 21、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規劃圖 

（七） 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1.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本計畫工程範圍為領航北橋(斷面 29)～領航南橋（斷面 34），該河

段河幅較為寬廣，河道平均坡降趨緩，洪流沖蝕能力降低，河道呈輕度

蜿延，洪氾問題以洪水漫溢低窪地區為主，故治理措施除採築堤禦洪為

主外，部份河段應輔以護岸保護以防河岸遭洪水沖蝕而流失。 

以治理計畫 50 年通洪流量水位加 1.5 公尺出水高作為防洪檢核標

準，則現況堤頂高度足以維持禦洪功能；該河段領航北橋、洽溪橋、老

街溪橋、公園橋及領航南橋等五座橋梁，其長度及通洪高度皆能滿足 100

頻率年洪水的防護標準，本計畫未達「逕流分攤、出流管制」之規定。 

本計畫區位於中壢區洽溪里及大園區橫峰里，中壢區洽溪里於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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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人口數為 5,190 人，107 年 11 月 6,262 人，增加 1,072 人，大園

區橫峰里於 106 年 12 月人口數為 11,931 人，107 年 11 月 12,677 人，增

加 746 人，該區域符合「地方創生」政策之均衡區域發展與平衡城鄉差

距等內容。 

2.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主要進行管網工程及用戶接管，

並無增加地表不透水面積，故無地表逕流量増加造成下游水道負擔之情

形。 

五、 計畫經費： 

（一） 計畫經費來源：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19,365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期

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158,612 千元、地方分擔款：40,038

千元)，請參見表 9。 

（二）分項案件經費： 

表 9、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案件工程經費總表 

項

次 

分項

案件

名稱 

對

應

部

會 

總工程經費(單位：千元) 
108 年度 109 年度 工程費小計

(B)+(C) 
總計 

(A)+(B)+(C) 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工程費(C)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1 
老街溪

青埔水

都計畫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 - 59,500 25,500 - - 59,500 25,500 59,500 25,500 

2 

龍潭污

水下水

道系統

新建計

畫 ( 第

一標)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 
- - 

95,612 13,038 95,612 13,038 95,612 13,038 

總計 - 158,612 40,038 155,112 3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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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本計畫總經費為 8,500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期預

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59,500 千元、地方分擔款：25,500 千

元)，請參見表 10。 

表 10、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表 

項

次 

分項工

程名稱 

對

應

部

會 

經費(千元) 

108年度 
小計 

後續年度 總計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1 

青埔水

都河岸

景觀綠

化工程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3,500 1,500 5,000 0 0 3,500 1,500 

2 

青埔水

都休憩

路廊建

置工程 

38,500 16,500 55,000 0 0 38,500 16,500 

3 
路廊銜

接工程 
17,500 7,500 25,000 0 0 17,500 7,500 

小計  59,500 25,500 85,000 0 0 59,500 25,500 

總計  59,500 25,500 85,000 0 0 59,500 25,500 

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10,865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期

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95,612 千元、地方分擔款：13,028

千元)，請參見表 11。 

表 11、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表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第一標) 

項次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壹 發包工程費 
一 管線工程 式 1 42,050,000 42,050,000 
二 揚水站工程 式 1 7,947,200 7,947,200 
三 雜項工程 式 1 38,592,800 38,592,800 
四 非發包工程費 式 1 20,059,928 20,059,928 

總計 108,64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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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期程：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依據工序及工進分析，評估要徑工程分為：動員準備(備料及廠製)、

基地清除與掘除、土石方開挖、設施結構物施工、擋土排樁及圍堰砌石

填築、導排水及機電設備、景觀植栽工程及工區整理，估計本計畫總工

期為 12 個月，360 個日曆天。預計於 108 年 9 月辦理工程招標，於 108

年 10 月至 109 年 9 月辦理工程施工，總工期約 360 日曆天。相關計畫

期程如下表 12 所示。 

表 12、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預定期程 

時程 108 年 109 年 

工項及內容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編

號 工作項目             

1 申請開工             
2 基地清除與掘除             
3 現場整地工程             
4 RC 基礎施築             
5 現場面層施作             
6 預鑄設施施作             
7 機電設施施作             
8 路廊銜接工程施作             
9 植栽工程             

10 水制工切除補漿             
11 河川圍堰             
12 簡易擋土施作             
13 雜項工程             

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本計畫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召開鄰近龍潭區污水量可行性評估，依

據會議結論及契約，本案俟石門修正實施計畫修正核定後繼續進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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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計畫已於 108 年 1 月 10 日續送營建署。故正刻尚未辦理基本設計，

但為爭取前瞻計畫第三階段，本計畫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完成後，先行

辦理第一標工程公開招標，預定期程如表 13 所示。 

表 13、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預定期程 

時程 107 年 108 年 

工項及內容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編

號 工作項目                  

1 簽訂契約日期                  

2 工作進度計畫                  

3 提送基本設計報告                  

4 
基本設計報告核定

(含營建署核定)                  

5 
提送細部計畫報告

(第一標、第二標)                  

6 
細部設計報告 

(第一標、第二標)
核定 

                 

7 
第一標決標(含公開

招標及議價期程)                  

8 提送三大計畫                  

時程 108 年 109 年 

工項及內容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9 第一標工程起訖             

 前置作業(60 日)             

 
揚水站暨壓力管線

工程(250 日)             

 場地復舊(30 日)             

七、 計畫可行性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本計畫因位於青埔特定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及權屬，大致均依用地

而定，周邊大致為住宅區、公園綠地等土地使用分區，呈現新城市之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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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風貎。 

本計畫(河川用地)範圍內均為公有地(如圖 22)，周邊綠地及道路之

土地權屬，亦以公有地為主，後續本案規劃設計範圍，除考慮河川用地

範圍外，亦可考量周邊公有地，尤其洽溪橋至公園橋間之老街溪二側河

岸範圍，目前並無整理，以雜林景觀為主。 

 
圖 22、規劃設計範圍公私有地分析圖 

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本計畫已辦理地方說明會，針對龍潭區非都地區污水下水道新建計

畫，向與會單位及民眾進行說明及意見交流，參與之里民及 NGO 團體

對本計畫範圍及內容表示支持與認同，且能善用石門污水處理廠餘裕

量，使石門廠處理污水量符合設計提升操作穩定度，以及改善龍潭都市

計畫區外地區水質污染情形，實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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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預期成果及效益 

（一）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為延續老街溪下游水岸景觀系統與景觀骨

架，計畫能提供高鐵捷運周邊居民一個新的休憩場所，並能往上游串聯

平鎮客家走讀，往下游銜接既有老街溪步道，本案由將青埔大園段的串

聯整合，期盼在水綠網的交織下，使人為與自然環境可以不斷融合、而

朝向更正面之景觀發展，後續維護管理則由民眾參與機制與健全深化水

岸生活。 

本計畫建設經費約 8,500 萬元，惟本計畫河廊屬公共空間，無收費

收入，亦非水利工程之用水及防災效益，故以公共利益的效益觀點，以

使用者及外部效益進行分析，再計算有形效益之收入，透過效益貨幣化

之計算，以及定性之效益說明，探討本計畫所創造效益。 

以下針對本計畫之外部效益及使用者效益說明如下： 

1. 外部效益 

本計畫促使河廊成為具特色之水岸生態景觀及親水休憩環境(等同

另一處公園綠地)，提供連接青埔主要藍綠區域之空間及互動環境，間接

加速青埔新城區之都市休閒/體育/商貿/藝術等創新產業之群聚效應，同

時推升周邊區都市發展進程及房價，促進經濟發展。 

除此之外，改善水域潭瀨及河廊綠美化，對環境生態及節能源碳均

有效益。 

(1) 環境效益 

以 自 行 車 代 替 汽 車 來 訪 老 街 溪 ， 節 省 耗 油 量

25000*0.33*52*3.5*0.0594=89,189 公升 (小汽車每人每公里耗油量

0.0594 公升，每公升 29.3 元(11/25-95 無鉛))；換算節省之油價

=2,613,241 元。 

以自行車代替汽車之減碳量為 0.3kg/km，本計畫完工後之自行車

道共計 3.5km，青埔現有居住人口約 2.5 萬人(2017)，以每年 52 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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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來訪老街溪，減碳量約 25000*0.33*52*3.5/9.1*2.36=389,400kg(減

碳量=距離(km)/耗能標準 9.1(小汽車)*2.36)。 

本計畫目前新增喬木共計 238 株，灌木 4,905 株。(參考綠建築手

冊)本計畫綠美化減碳量約 1,685,700kg(=238*900+4905*300)。 

將二者減碳量相加，共計 2,075,100kg，以碳匯(參考瑞典)計算，

共計減碳金額=8,030,637 元。 

(附註：截至 2017 年，瑞典碳稅約 129 美元/每噸(約 NT.3,870 元)、

英屬哥倫比亞碳稅約 30 加幣/每噸(約 NT.720 元)) 

(2) 經濟效益 

本計畫促使河廊成為具特色之水岸生態景觀及親水休憩環境，等

形成一處帶狀公園綠地，提供連接青埔主要藍綠區域之空間及互動環

境，可推升周邊區都市房價，促進經濟發展。 

青埔特區新成屋房價(參考樂活網)可分三大區塊(如圖 2-1-6)，其

中與本計畫區相臨之二區，分別為機捷 A18+桃園高鐵及機捷 A18+桃

園高鐵，其中機捷 A18 新成屋房價約在 25-30 萬/坪(平均 27.5)，機捷

A19 房價約在 27-35 萬/坪(平均 31)，河均二側長度各約 1.5 公里，有

公園綠地相臨，且維護好之公園，房價約可提升 10~20%(參考好房

網)(以 15%推估)，故依此粗步以河域二側(以房深 10m 推估)，二岸房

價 整 體 平 均 增 值 價 格 約 398,863,600 元 ， 計 算 方 式 如 下

(27.5*1500*10/3.3*0.15+31*1500*10/3.3*0.15=39886.36 萬)。 

2. 使用者效益 

自行車道提供連接青埔主要藍綠區域之空間及互動環境，以及提供

桃園其它河廊、捷運及城鎮自行車道之未來連接，對於青埔市鎮而言，

以目前城鎮規模，自城鎮中心之高鐵青埔站，前往青埔市鎮所有地方，

計程車車費城不超過 120 元(運距 2km 以下)，加上現階段例行巴士少，

自行車可提供短程、價廉、低碳之運輸工具，間接促使青埔成為低碳健

康城市，然而目前青埔新市鎮之既有道路自行車道，仍以道路慢車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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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為主，缺乏自行車專用道，本計畫自行車道建設，對消費者(居民及

遊客)及生產者(桃園市政府)而言，可以獲得明顯之有形及無形效益。 

使用者使用自行車，不僅節省運輸車資又可健身，本段全長約

1.5km，青埔現有居住人口約 2.5 萬人(2017)，以每年 52 周有 1/3 來訪老

街溪，共計里程約為 6,435 公里(1.5km*52*0.33*25000=6435km)，約等

於節省車資約 43,028,775 元(請參見表 14、表 15)。 

表 14、本計畫建設效益彙整表 
效益分類 分類 效益 有形/無形效益 
使用者效益 消費者 節省等待大眾運輸時間(非青埔站) 無形 

節省運輸車資 有形 
確保使用者(遊客/居民)安全 無形 
使用者(遊客/居民)舒適 無形 
使用者(遊客/居民)心情愉悅 無形 
使用者(遊客/居民)健康 無形 

生產者 提升市府形象 無形 
外部效益 環境效益 減少空污、能源使用及碳排放 有形 

綠美化減碳 有形 
增加河川生態 無形 

經濟效益 土地價值增漲 有形 
社會效益 促進社會交流 無形 

表 15、本計畫建設有形效益貨幣化數值彙整表 
效益分類 分類 效益 效益值(元/年) 
使用者效益 消費者 節省運輸車資 43,028,775 
外部效益 環境效益 減少空污、能源使用及碳排放 2,613,241 

綠美化減碳 8,030,637 
經濟效益 土地價值增漲 398,863,600 

有形效益總計 45,254(萬元/年) 452,536,253 

（二）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龍潭都市計畫區外地區因位於中壢系統之最上游，接管時程屬較後

期，目前龍潭地區河川水質居中度污染之情形。生活污水如可納入石門

水資中心，不僅可妥善利用石門水資中心餘裕量，並可於短期內改善龍

潭地區水質污染情形，達到雙贏之效。如未來石門地區有特殊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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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餘裕量減少時，污水可依分流井在不分流下，全數污水流至下游中壢

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預期成果及效益如下： 

1. 整體可輸送之污水量為 3,823CMD，削減 BOD 與 SS 濃度污染量計

約 573kg/day，總氮削減 96kg/day，總磷削減 11kg/day。 

2. 本計畫效益-可輸送之污水量為 316CMD，削減 BOD 與 SS 濃度污

染量計約 208kg/day，總氮削減 35kg/day，總磷削減 4kg/day。 

九、 營運管理計畫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建議以年度預算方式，整體外包管理廠商維護管理，各項設施均貼

QR code，並建置網站，巡視設施管理情形時，現場掃描 QR code 登錄

設施狀況及巡視時間，木構及金屬部份每年執行一次，由維護廠商負責，

RC 以檢視維管為主。 

(1) 自行車道/人行步道、混凝土版梁橋等各式 RC 設施 

自行車道佈設施主要位於高灘地，但仍為可能之淹水洪泛區，為避

免損壞，應採硬質不透水舖面，以避免淹水後損壞，故以 RC 拉毛地坪

等之 RC 基礎為主，部份區段因地點受限於保留現有植栽及可用腹地影

響，採金屬懸挑構架設計，考量荷重，故以鐵構木棧版設置，使用年限

屬人行步道/人行橋/混凝土版梁橋。 

由於混凝土耐用度高，故維護管理以一般定期目視檢測，應在使用

年限間，進行專業土木技師檢測，檢查重點為觀察與記錄混凝土表面裂

縫(寬度、長度)、剝落、白崋、銹斑、鋼筋外露及變形等各種缺陷與損壞

現象之情況(位置)、範圍及程度。如有發現需進一步檢驗，方進行後續

破壞性檢測及補強。預估維管費用約 4 萬元/次(土木技師檢測費，約 5

年一次)。 

(2) 鷺鷥花棚、眺望台等鋼構設施 

鋼構設施維護管理，建議採每年定期檢查一次，檢查項目如下表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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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鋼構設施點檢項目建議 

種類 項目 評點 
鋼梁 
鋼柱 
收邊槽鋼 

1.構件裂縫 
2.構件彎曲、變形 
3.螺栓損傷、鬆脫 
4.異常聲音 

1.構件裂縫 
2.構件彎曲、變形 
3.螺栓損傷、鬆脫 
4.異常聲音 

塗裝 

裂縫、膨脹、脫皮、生

銹、褪色、漏水及積水 

1.生銹面積達所調查處的面積之 3%以上 
2.生銹面積達所調查處的面積之 1~3%間 
3.生銹面積達所調查處的面積之 0.3-1%間 
4.生銹面積達所調查處的面積之 0.1-0.3%間 
5.無 

銲接 

銲接部位缺陷 

 
 
 
 
 
 
 
 
 
原則上以上圖之龜裂、修補為對象 
龜裂種類與名稱 

目前設計之鋼構架，考量維管下均採地面鎖定，有大型異常可吊運

至工廠維修或進場烤漆保養，使用年限屬涼亭(鋼架)，每年定期檢查一

次費用，預估(4 萬元/次，土木技師檢測費)(一般目視土木從業人員 8000

元/次)，鋼構塗裝保養及補強，視定期檢查結果以實作需補強維管內容

估價。 

(3) 植栽 

區域內雜草木枯枝清除、病蟲害防治等工作，每年每公頃約 20 萬

~23 萬維護管理費用。 

(4) 導覽牌 

導覽牌面屬鍍鋅金屬烤漆，維管簡便，使用年限屬標誌。後續塗裝

依鋼構塗裝檢測方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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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本府污水下水道系統竣工後，由本府統一進行維護管理，目前初估

全市每年維管費用約為 1 億 3,000 萬元，並由本府編列經費。 

(1) 抽水站操作之考量 

揚水站透過資料收集傳訊盤將水位高度訊號及其他操作訊號透過

傳輸訊號傳給水資源回收中心電腦設備，以利揚水站資料連線整合，以

作監控及水位警報之用。 

(2) 擬定揚水站運轉計畫 

甲、 抽水機組運轉範圍界定於起抽水位~高水位之間，依水位上昇

情況，啟動抽水站抽水機;並因應水位下降至停機水位時關閉

抽水機。使站內水位控制於低水位至高水位之間。 

乙、 以抽水機分組操作，依水位持續增高而陸續啟動抽水機。 

丙、 抽水機遇有故障，由第二順序抽水機替代。 

丁、 抽水機運轉操作由水資源回收中心之控制中心採自動式手動

式並聯為之，且在現場設有開關，可做緊急處理。 

十、 得獎經歷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本計畫無相關得獎經歷。 

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本計畫無相關得獎經歷。 

十一、 附錄 

(一) 生態檢核表 

(二) 工作說明會 

(三) 桃園市政府「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現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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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評核)會議紀錄 

(五)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會議及現勘意見回覆表 

(六)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北二區工作坊委員意見回覆表 

(七)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提報第三批次案件審查及評分作業委員意

見回覆表 

(八) 桃園市政府重大建設計畫選項列管作業要點 

(九) 桃園市石門污水廠第三期實施計畫(營運計畫) 

(十) 計畫工作明細表 

(十一) 工程計畫評分表 

(十二) 自主查核表 

 



 
 
 
 
 
 
 
 
 
 
 
 
 
 

(一)、生態檢核表  



1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桃園市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老街溪 填表人 劉政儒 

工程名稱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設計單位 中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08/02/25 

工程期程 108/3-109/2 監造廠商 待招標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施工廠商 待招標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90,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___桃園市___中壢區_____興和里_____里(村) 

TWD97 座標  X：      25.012368            Y：     121.207916  

TWD97 座標  X：      25.001534            Y：     121.210924  

工程目的 
本計畫位於領航北橋至領航南橋之青埔特區，周邊多為新建住宅區，除了鄰近青塘園外，從北至南有著大大小小的公園綠地，為串聯河岸景觀及自行車路網，本府計畫將利用河

岸兩側之景觀營造串聯領航北橋至領航南橋之綠帶，除了將護岸水泥裸露的部分鋪上植草網美化高灘地，也針對兩岸植栽重新檢討其生長環境，種植合適植栽，打造青埔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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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要 
河岸景觀綠化工程包含周邊環境綠美化、機電照明工程、景觀節點工程(左右岸)以及堤頂植栽工程(左右岸)、自行車道建置工程:包含人行道拓寬工程(左右岸)、橋下穿越工程(左

右岸)。 

預期效益 
延續老街溪下游水岸景觀系統與景觀骨架，計畫能提供高鐵捷運周邊居民一個新的休憩場所，並能往上游串聯平鎮客家走讀，往下游銜接既有老街溪步道，本案由將青埔大園段

的串聯整合，期盼在水綠網的交織下，使人為與自然環境可以不斷融合、而朝向更正面之景觀發展，後續維護管理則由民眾參與機制與健全深化水岸生活。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鷺科水鳥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有鷺科水鳥棲息於河中島高草間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如生態檢核附表 D-02、D-03 說明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2019/01/16  說明會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將於「桃園市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展示平台」，公開前瞻計畫之水環境建設相關文件及最新進度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3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將於「桃園市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展示平台」，公開前瞻計畫之水環境建設相關文件及最新進度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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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老街溪 填表人 邱盛彥 

工程名稱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設計單位 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08/02/25 

工程期程 2019/1/1~2020/12/31 監造廠商 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水務局 施工廠商 待招標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10865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桃園_市(縣)_龍潭_區       ；      TWD97座標  X： 24.869580  Y： 121.213759  

工程目的 
推動老街溪整體願景，達到「水岸融合」與「環境優化」兩大目標，延續老街溪規劃排水防洪安全、水岸周邊水質改善、水岸環境營造、綠能發展等目

標 

工程概要 
本計畫位於龍潭區老街溪上游，設置揚水站及壓力管線，以利後續分支管網接入，污水立即可入水資源回收中心，以改善鄰近老街溪水質，提升龍潭地

區居住環境生活品質。 

預期效益 
1.整體可輸送之污水量為 3,823CMD，削減 BOD 與 SS 濃度污染量計約 573kg/day，總氮削減 96kg/day，總磷削減 11kg/day。 

2.本計畫效益-可輸送之污水量為 316CMD，削減 BOD 與 SS 濃度污染量計約 208kg/day，總氮削減 35kg/day，總磷削減 4kg/day。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 注 物 種

及 重 要 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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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環 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如生態檢核附表 D-02、D-03 說明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 方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2018/12/27   

五、 

資訊公開 

計 畫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將於「桃園市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展示平台」，公開前瞻計畫之水環境建設相關文件及最新進度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 計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 工 計 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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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保 育

品 質 管 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 工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 工 後 生

態 資 料 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 工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 態 檢 核

資 料 建 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 估 資 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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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07/1/17 填表人 徐綱 

水系名稱 老街溪 行政區 桃園縣市 中壢鄉鎮區 

工程名稱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老街溪 位置座標（TW97）  

工程概述 

1.青埔水都河岸景觀綠化工程 

2.青埔水都休憩路廊建置工程 

3.路廊銜接工程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10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10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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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其他______________ 

水的特性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3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3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

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兩側為草生灘地，後方為混凝土緩坡護岸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

類移動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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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6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3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

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

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

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特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0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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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3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23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12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3   (總分 20 分) 

總和=  38   (總分 80 分)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

略。 

3.執行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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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參照表(1/2) 

類
別 

評估 
因子 

品質類別 

優(10 分) 良(6 分) 差(3 分) 劣(1 分) 極限(0 分) 

水

的

特

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等 5 種型態中，出現超過 4 種以
上的水域型態。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等 5 種型態中，只出現 3 種不同
的水域型態。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等 5 種型態中，只出現 2 種不同
的水域型態。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等 5 種中，只出現 1 種水域型態。 

 

 

水域型態同左，且水道受人
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
擺盪之機會。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河道內之水域廊道仍維持自然狀
態。 

 

河道內之水域廊道部分受到工程
影響，其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且主
流河道型態明顯已達穩定狀態。 

 

河道內之水域廊道受到工程影
響，其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但主流
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 

 

河道內水域廊道受工程影響，其連
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
及物質傳輸之困難。 

 

同左，且為兩面光結構。 

 

 

(C) 

水質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皆無異常，且河道內有多處具曝氣
作用之跌水。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皆無異常，但河道流況流速較慢且
坡降較為平緩。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有任一項出現異常。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有超過一項出現異常。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
質指標有超過一項出現異
常。且有表面浮油及垃圾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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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參照表(2/2) 

類

別 

評估 

因子 

品質類別  

優(10 分) 良(6 分) 差(3 分) 劣(1 分) 極限(0 分)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溪濱廊道仍維持自然狀態。 

 

 

 

溪濱廊道內有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

岸及植栽工程，但僅低於 30%的廊

道連接性遭阻斷。 

 

溪濱廊道內有人工構造物或其他

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的廊道

連接性遭阻斷。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

物所阻斷。 

 

 

同左，且為兩面光結構。 

(F) 

底質 

多樣 

性 

在目標河段內，河床底質（漂石、

圓石、卵石、礫石等）被細沉積砂

土覆蓋之面積比例小於 25%。 

 

 

在目標河段內，河床底質（漂石、

圓石、卵石、礫石等）被細沉積砂

土覆蓋之面積比例介於 25%~50%。 

 

 

在目標河段內，河床底質（漂石、

圓石、卵石、礫石等）被細沉積砂

土覆蓋之面積比例介於 50%~75%。 

 

 

在目標河段內，河床底質（漂石、圓

石、卵石、礫石等）被細沉積砂土覆

蓋之面積比例大於 75%。 

 

 

自然水道中上游，河床底質

（卵石、礫石、砂等）被細

沉積土覆蓋之面積比例大於

75%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

部有不透水面，面積>1/5 水

道底面積。 

 

註：部分照片來源取自『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法(Rapid Habitat Ecological Evaluation Protocol, R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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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型態多樣性(A) 

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水域型態 淺 瀨  淺 流  深 潭 深 流  岸邊緩流 

流  速 

(cm/sec) 
＞30  ＞30  ＜30  ＞30  ＜30 

水  深 ＜30 cm  ＜30 cm  ＞30 cm  ＞30 cm  ＜10 cm 

底  質 漂石、圓石 
砂土、礫石、

卵石 

岩盤、漂石、

圓石 

漂石、圓石、

卵石 
砂土、礫石 

代表照片 

     

備  註 

水面多出現流

水撞擊大石頭

所激起的水花 

流況平緩，較

少有水花出現  

河床下切較

深處  

常為淺瀨、淺

流與深潭中間

的過渡水域  

河道兩旁緩流 

⚫ 底質多樣性(F) 

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底 質 類 型 粒徑範圍（cm） 

細沈積砂土（fine sediment, smooth surface）有機物

碎屑（organic detritus）黏土（clay）、泥（silt）、

砂（sand） 

＜0.2 

礫石（或稱細礫、碎石，gravel） 0.2~1.6 

卵石（小礫，pebble） 1.7~6.4 

圓石（中礫，cobble or rubble） 6.5~25.6 

小漂石（巨礫，small boulder） 25.7~51.2 

大漂石（超巨礫，large boulder）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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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陸域過渡帶(D) 

 

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偏好排序 河 岸 植物覆蓋狀況 分 數 

1 

乾砌石 

喬木＋草花 5 

2 喬木＋藤 5 

3 喬木＋草花＋藤 5 

4 

蓆式蛇籠 

喬木＋草花 5 

5 喬木＋藤 5 

6 喬木＋草花＋藤 5 

7 

格框填卵石 

喬木＋草花＋藤 5 

8 喬木＋草花 5 

9 喬木＋藤 3 

10 

漿砌石 

喬木＋草花 3 

11 喬木＋草花＋藤 3 

12 喬木＋藤 3 

13 

箱籠 

喬木＋草花＋藤 3 

14 喬木＋藤 3 

15 喬木＋草花 3 

16 蓆式蛇籠 草花＋藤 3 

17 乾砌石 草花＋藤 1 

18 格框填卵石 草花＋藤 1 

19 漿砌 草花＋藤 1 

20 
造型模板 

喬木＋草花＋藤 1 

21 喬木＋藤 1 

22 蓆式蛇籠 無植栽 1 

23 乾砌石 無植栽 1 

24 造型模板 喬木＋草花 1 

25 漿砌石 無植栽 1 

26 箱籠 草花＋藤 1 

27 造型模板 草花＋藤 0 

28 格框填卵石 無植栽 0 

29 箱籠 無植栽 0 

30 造型模板 無植栽 0 

註：喬木高度需大於 5 公尺，藤類常見於垂直綠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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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生動物豐多度(G) 

表 G-1 河川區排常見外來種(1/3) 

 

學名 Pomacea Canaliculata 

常見俗名 福壽螺 

形態特徵 本種殼高約 1~6 公分。殼呈寬圓形。右旋螺，

殼上會有褐色的條紋，螺層約 7 層。殼色多

變，殼表光滑呈綠褐色，有些個體有螺旋的

褐色帶狀條紋。螺體層膨大。縫合線明顯。

臍孔大且深。殼口近半圓形。口蓋大小約如

殼口，角質呈黑褐色。螺體爬行時，伸出頭

部及腹足。頭部具 2 對觸角，前對長，後對

短。後觸角的基部外側各有一隻眼睛。 

 

學名 Achatina fulica 

常見俗名 非洲大蝸牛 

形態特徵 大型貝類，長卵圓形或橢圓形，有石灰質稍

厚外殼，是臺灣目前體型最大的蝸牛之一。

成體的殼可能超過 20 cm，但是通常約 5 到

10 cm，平均重量約 32 g，肉體為黑褐色混有

白色斑點，腹面灰白色，也有白化的養殖品

系，俗稱「白玉蝸牛」。 

 

學名 Limnoperna fortunei 

常見俗名 河殼菜蛤 

形態特徵 黑褐色有光澤，殼表有細輪脈，內面有黑斑，

殼長約 2.5 cm，殼皮黃或灰褐色，成貝小於

3.5 cm，可存活 2-3 年，能存活於 16-28℃之

水域環境。足部具有足絲腺，可向任何方向

分泌足絲，用以附著於平滑表面。 

表 G-1 河川區排常見外來種(2/3) 

 

學名 Procambarus clarkii 

常見俗名 美國螯蝦 

形態特徵 成體體長 6-12cm。體色變異大呈深褐至深

紅，亦有成藍色與白色之個體。頭胸部粗大，

長度約佔體長之一半；頭胸甲下方有五對胸

足，前三對胸足末端成鉗狀，第一對特化為

螯足，用於挖洞、取食與防禦；後二對胸足

末端呈爪狀。 

 

學名 Oreochromis spp. 

常見俗名 吳郭魚 

形態特徵 因人工養殖之故，已被引進世界上的許多地

區，包括台灣在內。對環境的適應性很強，

繁殖能力強，生長快速，對疾病的抵抗性高，

故廣為被引進繁殖，性兇猛，領域性強，對

本土原生魚種造成傷害。 

 

學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常見俗名 琵琶鼠 

形態特徵 在台灣的野外紀錄，吻肛長可以大到 45 cm

以上。體呈黑色具許多鵝黃色亮紋，鰭膜上

會帶有鵝黃色亮斑，頭背部有由鵝黃色亮線

圍成多邊形花紋，腹部乳白色具不規則深黑

色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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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 河川區排常見外來種(3/3) 

 

學名 Lithobates catesbeianus 

常見俗名 牛蛙 

形態特徵 體形狀碩，可達 15 cm 以上，雄蛙 11-18 cm、

雌蛙 12-19 cm 大。頭寬遠大於頭長，吻端鈍

圓。鼓膜大型明顯，顳褶明顯達肩部上方。

背部為綠色或褐綠色，有許多黑色斑點。蝌

蚪相當大型，全長可達 15 cm，背部及尾部

有許多黑斑 

 

學名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常見俗名 巴西龜 

形態特徵 背甲長 20-30 cm，為中型龜。背甲扁平略呈

橢圓形，後緣略呈鋸齒狀，趾有利爪，後腳

有蹼。頭、頸、四肢、尾均佈滿黃綠鑲嵌粗

細不勻的條紋。頭部兩側眼後有明顯的紅色

或橘色縱紋，故稱為紅耳龜。背甲為橄欖綠

或綠褐色上有黃色條紋，腹部為黃色有黑色

斑紋。背甲、腹甲每塊盾片中央有黃綠鑲嵌

且不規則的斑點，每隻龜的圖案均不同。隨

體型及年齡增長背甲顏色會加深且斑紋會較

不明顯。吻鈍。幼體孵化時約 2.8-3.3 cm。 

 

學名 Channa striata 

常見俗名 線鱧、泰國鱧 

形態特徵 體延長而呈棒狀，尾部側扁。頭大，前部略

平扁。口大，下頷略突出，口斜裂；上下頷

均有銳利的牙齒。鼻管長。頭部及身體均被

有圓鱗；側線完全，在臀鰭基部起點以前向

下曲折，之後平直的延伸到尾柄中央。只具

有一個背鰭，具腹鰭；尾鰭圓形。體灰黑色，

腹部灰色；眼睛呈黃色至橘紅色。幼魚顏色

較成魚鮮艷，在稚魚時，通體呈橙黃色，之

後隨著成長而消失。成魚體色為黃褐色至灰

褐色，體側具有 10 幾道”<”形狀的橫斑。

大型魚，體常最大可至 100cm 

資料來源：台灣外來入侵種資料庫(http://tiasd.tfri.gov.tw/renew/) 

台灣物種名錄(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表 G-2 河川區排指標生物 

 

學名 Paratanakia himantegus himantegus 

常見俗名 台灣石鲋 

形態特徵 體延長而側扁，略呈長圓形。頭短小。吻短

而鈍圓。口小，下位。有鬚 1 對。雄魚體色

較亮麗，眼晴的上半部為紅色，體側鱗片後

緣均有黑邊，體側中央由臀鰭末端至尾鰭中

央具一黑色縱帶；背鰭末緣紅色，臀鰭末緣

則為外緣黑色，內緣紅色並排；繁殖季時，

具追星。雌魚除尾部具黑色帶外，全身為淺

黃褐色；繁殖季時，具細長的產卵管。 

 

學名 Anodonta woodiana 

常見俗名 田蚌 

形態特徵 圓蚌殼寬約 10~20 公分。殼上有細的同心圓

生長紋。殼呈卵圓形到長卵型，殼頂偏前位

且後端突出，形成一明顯稜角。殼光滑且薄，

幼體殼表呈淺綠，成體為深綠色或黑色。殼

內面有珍珠光澤，且殼齒不明顯。 

資料來源：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http://taibif.tw/zh) 

 

http://tiasd.tfri.gov.tw/renew/
http://tiasd.tfri.gov.tw/renew/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http://taibif.tw/zh
http://taibif.tw/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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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1 月 16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 月 17 日 

紀錄人員 徐綱(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研究員) 勘查地點 工程現地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劉政儒 桃園市水務局/幫工程司 現場勘查 

徐綱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研究員 現場勘查 

楊智超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研究員 現場勘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徐綱/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劉政儒/桃園市水務局 

1.「減輕」施工過程避免將河道行水區兩側

濱溪植被與河中島灘地之植生移除，以保留

野生水鳥棲地。 

2.「補償」兩岸高灘地如需栽植景觀喬木，

可考慮以原生樹種為主。 

1.未來施工階段將告知工程單位生態敏感區

進行迴避，保留濱溪植被與河中島灘地之植

生，減少生態環境衝擊。 

2.將選擇適地適宜之台灣原生種喬木，並優先

種遮陽並豐富棲地多樣性。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

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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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 月 17 日 

評析報告

是否完成

下列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

■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

問公司/工程部

專員 

徐綱 工程生態評析 碩士 4年 
生態工程、環

境影響評估 

觀察家生態顧

問公司/水域部

專員 

楊智超 水域生態分析 碩士 2年 水域生態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參照「桃園市老街溪及南崁溪溪流生態環境調查成果圖鑑」，老街溪魚類調查共發
現魚類 6 目 12 科 26 種，其中記錄到的臺灣鬚鱲(Candidia barbata)、台灣石𩼧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明潭吻鰕虎(Rhinogobius candidianus)、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Hemiculter leucisculus)、鯉(Cyprinus carpio)、高體鰟鮍
(Rhodeus ocellatus ocellatus)、台灣石鮒(Tanakia himantegus)、泥鰍(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屬於台灣原生物種，也有外來種雜交吳郭魚(Oreochromis sp.)、食蚊

魚(Gambusia affinis)、鯽(Carassius auratus)、翼甲鯰屬(Pterygoplichthys sp.)、線鱧
(Channa striata)，洄游魚類鯔(Mugil cephalus)、大鱗龜鮻(Chelon macrolepis)；底棲生
物調查共發現 2 門 3目 7 科 10 種，其中記錄到擬多齒米蝦屬於台灣地區特有物種，

也有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及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等洄游性蝦類，與俗稱毛蟹的日本絨螯蟹(Eriochier japonica)，螺貝類的部分記錄到
原生種台灣椎實螺(Radix swinhoei)、圓口扁蜷(Gyraulus spirillus)、石田螺(Sinotaia 
quadrata)、川蜷(Semisulcospira libertina)、瘤蜷(Tarebia granifera)及外來種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水生昆蟲調查共發現 6 目 9 科的水生昆蟲，其中以搖蚊數
量最多，蜻蜓科與水黽科的數量亦不少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水流型態主要為岸邊緩流及深潭，水量充沛，水色呈深綠色，河道兩側具草生坡地，
河中央具大面積河中島灘地，並長有茂盛高草。目視有多數鷺科水鳥棲息於河中島
高草間。 

4.棲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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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中度敏感區: 

過去或目前受到部分擾動、但仍具有生態價值的棲地，建議工程進行迴避或縮小干

擾。 

低度敏感區: 

人為干擾程度大的環境，建議施工擾動限制於此區域。 

人工建物: 

已受人為變更的地區。 

若工程是種樹或草地等，擾動後會變成人為區域，大多會變成低度敏感，若是建築

人工建物，通常會變成灰色，屬於人為建物，高度干擾區域。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1. 「減輕」施工過程避免將河道行水區兩側濱溪植被與河中島灘地之植生移除，以

保留野生水鳥棲地。 

2. 「補償」兩岸高灘地如需栽植景觀喬木，可考慮以原生樹種為主。 
3. 橋底下通道需填出陸地施做步道，會干擾溪流生態及水鳥棲地；但可以討論設計
方式。施做步道於橋下通過就必須設置路燈，因為臨水很近，會影響溪流中鳥類、

昆蟲等生理時鐘。「減輕」初步建議實施定時關燈裝置，例如晚上 12 點熄燈，也
可減少電費成本，並注意燈光照射位置與角度，僅照射於步道或自行車道。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此區關注物種為親水鳥類。 

濱溪帶與河中高草地需保留。 
保留兩側濱溪植被與河中島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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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徐綱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02 月 22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2 月 26 日 

紀錄人員 王玠文 勘查地點 工程預定地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邱盛彥 桃園水務局/幫工程司 工程區域現場勘查 

王玠文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水域

部專員 
工程區域現場勘查 

鄭暐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工程

部專員 
工程區域現場勘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王玠文/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邱盛彥/桃園市水務局 

1.「減輕」盡可能縮小工程範圍。 本案後續設計規畫及施工時，將採納相關意

見，盡可能縮小工程範圍。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

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

建計畫(第一標)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2 月 26 日 

評析報告是

否完成下列

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

域圖、■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

問公司/工程

部專員 

鄭暐 工程生態評析 碩士 5年 
生態工程、環境影響

評估 

觀察家生態顧

問公司/水域

部專員 

王玠文 水域生態分析 碩士 3年 水域生態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此工程區域為市區，周遭皆為人工建物，龍潭區的敏感生物經過訪談得知稀有蜻蜓：
隱紋絲蟌、三角蜻蜓、賽琳蜻蜓、漆黑蜻蜓、圓痣春蜓。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區域為人為干擾環境，主要工程內容為汙水處裡管線及汙水處理廠，無明顯生
態議題。 

4.棲地影像紀錄： 

2019/02/22 壓力管線終點 

2019/02/22 揚水站預定位置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工程段為市中心，且沿著馬路架設管線，無敏感區域。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1.「減輕」盡可能縮小工程範圍。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無。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王玠文     

 



 
 
 
 
 
 
 
 
 
 
 
 
 
 

(二)、工作說明會 

  





 

      桃桃園園市市政政府府水水務務局局會會議議記記錄錄  

一、 會議案由：「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在地諮詢會議 

二、 會議時間：107年 8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15時 00分 

三、 會議地點：洽溪社區活動中心(桃園市中壢區民權路四段 546號) 

四、 主持人：陳科長文龍                            紀錄:劉政儒 

五、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六、 會議記錄：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說明 備註 

洽溪里里長 

1. 老街溪這段左側是老街溪是洽溪里，右側是橫

峰里；我們去台北看河川景觀，都要有水，老街

溪是個水量差異很大的河川，老街溪平時都沒

水，一堆石頭，但暴雨來時又水很大，把河都淹

滿了，但生態景觀要好，就要有水，我們很多人

都建議要設截水壩，讓它常有水，要有長遠的考

量。 

1.老街溪是個較陡的河川，不像

韓國清溪川一樣可做那種設

計，我們河面寬約 100M，且有

沖刷的問題，在經費上及效益

上是不太適合的，所以我們是

採日本潭瀨的方式重建物理

的自然水域環境，對洪氾及生

態皆有助益。 

2.水質污染部份，市府已在進

行，還是以治本方式來做，平

鎮那個是本局「老街溪平鎮鐵

騎歷史走讀計畫」，陸續都有

不同計畫在執行。在青埔灘地

設礫間，我們也有考量過，但

目前腹地之處理水量有限，故

考慮永久性及效益，本案沒有

要做礫間。 

 

2.老街溪是個中度污染的河川，要能親水，現在市

府有規劃污水處理廠，但短期又不可能讓它乾

淨，很多人反應要設截水壩。讓它把污水截起來

另外弄乾淨，再引乾淨水來河川。像韓國有很多

河是這樣，像平鎮邊就有設濾水設施，這個顧問

公司可以好好考量一下。 

 

3.設自行車道及河川景觀，都是換湯不換藥。 

本計畫是為了後續串連中壢至

青埔的河岸景觀而考量，會再配

合當地需求 

 

老街溪水環境巡守隊游先生 

老街溪的草都越來越長，河川都是草，感覺不大

好，下去清，可又沒水石頭很滑不好清，請把河川

草清掉，讓我們看得到河川。 

市府皆有環境維護廠商在除

草，會再請廠商加強巡查。  
 



 

橫峰里里民小姐 

1.針對公 4公園，上次環保局就有人在那兒被球打

到，已經有造成周邊或使用公園的人的危險，現

在規劃把公 4變成練球場，會不會更造成人的受

傷，誰要負責?而且一堆人來，路邊又都放紅線，

來的人車要停那? 

針對公園的部份是本府工務局

所轄管，不在本案規劃範圍，只

是初步構想提出討論，可再商

議。 

 

2.我是住大園那邊的，這個計畫沒有到大園，希望

市府建設能往下游考慮。這樣里民會覺得里長偏

心，市長也偏心。 

市府規劃將逐步依經費及人口

需求來做，後續亦會將大園段列

入考慮。 

 

橫峰里里長 

1.希望河岸步道不要太窄要夠寬，要有自行車及人

行的分隔，以避免危險。 
未來規劃上，會列入設計要求。  

2.景觀台可以多設，讓人可以休憩、賞景，現在規

劃的涼亭很漂亮。 
未來規劃上，會列入設計要求。  

至善路里民小姐 

1.河岸自行車道要有照明，像晚上河堤有很多人去

玩，但好暗有危險，建議要加照明。 
會列入設計要求。  

   

 

圖 1、聽取在地居民意見 



 

 

圖 2、目前初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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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龍潭區非都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地方說明會 

二、 會議時間：107年 12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三、 會議地點：黃唐里活動中心(桃園市龍潭區武中路 10號) 

四、 主持人：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科長 王瀚逸             記錄： 邱盛彥 

五、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計畫內容簡報-系統簡介及說明：(略)詳如簡報。 

八、 與會民眾意見及說明： 

(一) 請問主管線位置大約在哪裡。 

本局回覆：目前規劃於中正路與中豐路交叉口處設置 1 座揚水站，順中 

正路埋設主幹管約 4 公里長。 

 

(二) 計畫中提到的用戶接管 500 戶是哪 500 戶?光是黃唐里就超過 500 戶，

超過 500 戶的部分該如何處理，選擇對象為何。 

 本局回覆：500 戶會依據石門水資源回收中心餘裕量及住戶密集程度在  

    石門水資源回收中心的安全處理能量內辦理 500 戶接管，後

     續逐步擴大規模辦理用戶接管。 

 

(三) 用戶接管是自費或公費？ 

本局回覆：依據經驗，用戶接管每戶接管工程費約 9 萬元，但由於中央

   及地方為提升污水下水道普及率、改善地方居民生活品質，

   皆大力推廣下水道建設及用戶接管，目前由中央編列 88%用

   戶接管量之工程費、地方自籌 12%用戶接管量之工程費，另

   外也需請民眾配合進行排水調查、提供施工空間等，共同建

   設污水系統。 

 

(四) 黃唐里有活動中心附近的人口密集區以及人口較稀疏的地區是否都會

接管? 



 

本局回覆：由於本計畫為前瞻計畫之特別預算，故須受到中央政府針對

   設計成果及效益之嚴格審核，未來將會以大型社區、人口密

   集區域優先接管，其餘區域將會於後續標案逐步爭取前瞻特

   別預算或市府自籌辦理用戶接管。 

 

(五) 黃唐里最大的污染源是上游社區住宅及醫院區域，是否有優先這些區域

優先接管? 

本局回覆：公共污水下水道主要目的為服務社區用戶，收納生活污水至    

          水資源回收中心進行處理；工廠或醫院等單位屬於事業廢水，   

   會設置污水處理設備，由環保局督導管理，並未在本次計畫

   納管範圍。 

 

(六) 某些住戶的生活污水都排到後巷的水溝，是否可直接從排水溝將污水接

走? 

本局回覆：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水處理原理是依靠微生物分解生活污水中

   的有機物，若大量雨水進入污水系統，將會降低污水有機物

   濃度，進而降低微生物分解效率；另外因雨水排水溝之洪峰

   量體極大，若大量雨水進入水資源回收中心則會有超越安全

   處理量的風險，因此需請民眾配合現場施作人員進行雨污分

   流作業。 

九、 主席結論： 

(一) 感謝龍潭區公所、里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桃園分會及觀

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撥冗前來且支持本計畫推動，有關各位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將會列入會議記錄，作為後續規劃設計之重要參考。 

(二) 本案將續依簡報說明內容辦理後續設計，請各位民眾支持本案污水下水

道建設，以改善環境衛生，提升生活品質，讓桃園市成為具有乾淨美麗

河川水域環境及健康優質生活之現代化城市。 

十、 臨時動議：無 

十一、 散會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 









 













現場照片: 

 

 

 



 
 
 
 
 
 
 
 
 
 
 
 
 
 

(三)、桃園市政府「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現勘紀錄 

  

















 
 
 
 
 
 
 
 
 
 
 
 
 
 

(四)、「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評核)會議紀錄 

  





















 
 
 
 
 
 
 
 
 
 
 
 
 
 

(五)、「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會議及現勘意見回覆表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會議及現勘 

意見回覆表 

吳委員瑞賢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大漢溪改善計畫宜就環境條

件，考量停車需求、廁所、相關

清洗用水、直飲站等一併納入設

計條件，並考量當地強風之條

件。相關水質淨化設施確有必

要，計畫中對維護管理計畫宜說

明。 

1.本案已規劃於景觀土丘及中央

景觀水道交界位置設置具停車

場、廁所等必要服務設施，另於

園區設有 3處停車場，提供約 370

停車格，供未來民眾停放車輛。 

2.為發揮當地強風之環境條件，

強化區域空間發展特色，並延續

市府政策規劃，本案於景觀土丘

頂設置追風草坪，平日供民眾進

行放風箏、賞景等休閒活動，同

時持續做為桃園國際風箏節舉辦

空間。 

3.中央景觀水道內之水主要來源

為中庄調整池放流水、十三張圳

排放水及埔頂污水處理廠(預定)

排放水等 3 類，目前水質尚可，

但為提升水體品質，提供民眾更

優質的遊憩環境，將於配合季節

花海區配置，於水岸邊種植濕地

植物，以自然方式達到水質淨化

功能，並兼顧景觀視覺美感。 

4.已依委員意見說明後續維護管

理工作項目、執行內容及預估管

理經費等。 



 

2.大漢溪之案件符合環境條件，

並宜就當地風大環境列入設計考

量。 

為發揮當地強風之環境條件，強

化區域空間發展特色，並延續市

府政策規劃，本案於景觀土丘頂

設置追風草坪，平日供民眾進行

放風箏、賞景等休閒活動，同時

持續做為桃園國際風箏節舉辦空

間。 

3.「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

畫」似乎缺乏系統整體考量，宜

檢討在本地區下游地區納入污水

處理系統，以處理 3475CMD 的

污水量，而非跨河域將污水輸送

至較高之位於水源水質水量保護

區之石門污水處理廠，其 4 公里

壓力管線之施工將穿越高速公

路，工程較為擾民。污水之處理

應不分都市計畫區內外，而以系

統整合之方向進行。且石門污水

廠未來因地區之發展，是否仍不

易達到發展人口量? 

感謝委員意見，龍潭都市計畫區

外地區因位於中壢系統之最上

游，接管時程屬較後期，目前龍

潭地區河川水質居中度污染之情

形。生活污水如可納入石門水資

中心，不僅可妥善利用石門水資

中心餘裕量，並可於短期內改善

龍潭地區水質污染情形，達到雙

贏之效。如未來石門地區有特殊

開發計畫，致餘裕量減少時，污

水可依分流井在不分流下，全數

污水流至下游中壢水資源回收中

心處理。 

4.「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

畫」擬將 3475 CMD 以壓力管線

揚水進入石門污水之主幹道，此

案將水質水源水量保育區外之污

水跨河域輸送至區內之污水處理

廠處理，其合理性宜在計畫中說

明。原石門廠估算 110 年人口

17000 人，處理量 1040 CMD 之

檢討與減少處理量之工程措施之

替代方案及本案另覓下游之處理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原石門廠設

計處理量議題已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內政部營建署召開之「石門

修正實施計畫審查會議」中討論

說明，另針對污水納入石門水資

中心說明如下： 

1. 龍潭都市計畫區外地區因位

於中壢系統之最上游，接管時程

屬較後期，目前河川水質居中度

污染之情形。生活污水如可納入



 

設施之可能性宜說明。 石門水資中心，不僅可妥善利用

石門水資中心餘裕量，並可改善

龍潭地區水質污染情形，達到雙

贏之效。 

2. 龍潭都市計畫區外地區生活

污水納入石門水資中心係利用該

餘裕量處理，故對環境之影響在

原評估範圍內，應無不恰當之情

形。 

5.南崁溪為建置雨污水廠，將有

效提升水環境。 

謝謝委員肯定。 

6.富林溪之污水截流並以現地礫

間處理，宜檢討其急迫性及效

益，並就建立傳統處理廠為替代

方案之檢討。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計畫執行期

間將針對其效益加強敘述。以目

前來看，改善河段之下游橋點為

大觀橋，其屬於嚴重污染，故確

有其整治之必要。此截流河段沿

線污水性質多屬民生污水，故建

議使用經費較低之現地處理工法

即可，對於工程建置及後續操作

維護較為經濟。 

7.本市各區之接管比例宜整理以

彰顯執行成效。 

感謝委員意見，本市污水下水道

各系統接管比率如附件所示，12

處污水系統涵蓋都市計畫區人口

達 96%。 

8.水環境計畫規劃宜就水文條

件，尤其長流水量及高低落差宜

列入條件因素中。 

 

 

遵照辦理，後續計畫執行將納入

流量及必要之水理計算納到規劃

設計成果內。 

張委員德鑫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協奏計

畫」之構想很好，但成效尚待評

估其必要性，須加強此部分之陳

述。 

左岸完工後可吸引大溪中正公園

既有旅遊人次，預估每月將達五

萬旅遊人次，右岸則可延續新北

三鶯地區遊憩人數預估可達三萬

人，總計有 8 萬的人潮。現況從

鳶山堰至武嶺橋缺乏跨越大漢溪

之人行、自行車動線，完工後將

可讓兩岸休憩景點及遊憩人口相

互串連通行。 

2.「埔頂排水水質淨化」可改善

鳶山堰上游河川之水質且效益較

大。 

感謝委員肯定。 

3.青埔水都計畫臨近都會區，可

串連老街溪上下游之自行車道其

經費 8500 萬元。 

依老街溪環境改善計畫，將青埔

水都計畫與老街溪其他已完成之

自行車綠網做銜接，以符合整體

規劃之目的。 

4.龍潭污水下水道之規劃其目的

為滿足石門汚水處理場之設計容

量，其為抽取較下游之生活污水

至石門污水廠，應補充為何不納

排都市計畫區或員樹林計畫區之

生活污水? 

原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之都市計

畫部分已另案納入中壢（BOT）

系統，另員樹林計畫區已規劃納

入埔頂（BOT）系統。 

5.既有都市計畫區因無土地納入

航空城污水下水道，因應都市化

開發程度其航空城污水處理廠應

分期開發。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配合區段

徵收期程預計分期規劃如下：污

1 污水廠分為 3 期建設、污 2 污

水廠分為 2 期建設，請詳南崁溪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分項案件規

劃構想圖所示。 

6.「桃園區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 遵照辦理，下埔仔溪上游段現有



 

綠廊環境改善計畫」在污水接管

後及雨水下水道未排放入此雨排

水路，故應另求替代水源，如桃

園大圳多餘之灌溉水量。 

桃園大圳灌溉水路放流口，可納

入作為補充替代水源，或引入附

近之雨水下水道水源補充水量。

詳現況環境概述 P8-9。 

7.目前僅編規劃費 550 萬，其預

計處理量 2000 CMD，佔富林溪

河川長流量之比例甚小，是否可

將中度污染提升至輕度污染仍須

仔細評估。 

感謝委員指導。 

1. 本次計畫申請可先行施作小

規模，未來視調查用地面積及經

費再予以擴建增加處理容量。 

2. 水質改善目標可將目標河段

下游之大觀橋由嚴重污染改善為

中度污染。 

8.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中應

埔充說明下游是否有水資源利用

情形以強化計畫之效益性，另場

址有淹水情形其工程上是否因淹

水而降低成效。 

 

1. 黃墘溪下游水資源利用情

形，將補充說明於整體報告書中。 

2. 場址有淹水情形為民眾反應

槌球場積水非場址週邊淹水，為

原有排水系統阻塞。後續於水質

淨化設施完工後，將土地整平，

並修復其排水系統。 

廖委員瑞堂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應充分

利用當地風場資源與能源。 

為發揮當地強風之環境條件，強

化區域空間發展特色，並延續市

府政策規劃，本案於景觀土丘頂

設置追風草坪，平日供民眾進行

放風箏、賞景等休閒活動，同時

持續做為桃園國際風箏節舉辦空

間。 

2.「大漢溪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

協奏計畫」擬興建人行道及自行

目前已完成地質鑽探調查成果報

告，橋樑結構系統預計採長跨徑



 

車吊橋，宜進行地質調查，並慎

選橋樑型式。 

吊橋系統之雙塔懸吊式懸索橋規

劃，兩岸橋墩(塔)之規劃位置將

避免落於主河槽行水區域範圍，

以免影響河川通水機能。 

3.「桃園區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

綠廊環境改善計畫」目前河床深

度甚深達 4 m 以上，鄰房亦甚

近，有變成親水設施疑慮。 

敬悉，經前期規劃盤點本河段周

圍土地權屬，配合後續親水環境

規劃，目前提出可由既有道路進

出河道之規劃方案，請詳提案分

項案件規劃構想 P30-31。 

4.建議先行規劃，以長期整體的

視野看水環境問題。 

感謝委員指導，本府針對各提案

水系均有整體性長期堆動計畫，

概述如下: 

1.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往北至新北三鶯地

區，往南至大溪中正公園，串

連大漢溪左右岸觀光景點，並

搭配當地強風特性規劃桃園

國際風箏節，營造優質親水遊

憩環境。 

2.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透過河岸景觀及建置

休憩路廊，打造老街溪河廊成

為青埔另一處休憩區(公園綠

地)，成為青埔新市鎮之特色

地點。另評估石門污水廠鄰近

都市區人口發展及接管情

形，規劃利用污水量餘裕空間

辦理龍潭地區污水下水道系

統。 

3.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府刻正辦理灌溉排水渠

道、雨水下水道、淹水調查、

污水接管評估作業，詳見整體

環境概述 p8-9。 

4.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先行規劃現地水質淨

化設施，進行水質污染整治應

急處理，未來尚有堤岸景觀美

化之規劃。 

5.每個個案宜精不宜廣。 謝謝委員指導，遵循指導委員思

維，各提案計畫焦點如后。 

1.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三項分案圍繞中庄調

整池進行水環境改善，透過

營造大嵙崁親水園區並串連

大漢溪上下游景點，形成大

漢溪親水遊憩廊道。 

2.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青埔水都計畫是依前期老街

溪環境改善計畫欠缺乏部

份，希望整合老街溪整體，

並與以自行車道銜接以利整

體規劃。 

3.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

境透過民眾參與強化認同

感，傳承人文歷史及塑造都

市水圳，營造優質水岸環

境，拉近民眾與河廊之關係。 

4.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 



 

本計畫僅規劃以現地處理方

式處理水質問題，未來尚有

堤岸景觀美化之規劃。 

6.水安全優於水質，水質優於水

環境，故在水質尚未改善前不宜

先做水環境改善。 

謝謝委員指導，茲說明各提案水

系水質改善具體作為如下: 

1.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目前大漢溪已完成「鳶山堰

大漢溪上游左岸桃園縣非都

市計畫區水質淨化及截流工

程設計計畫」一案、另有「桃

園市大溪區月眉里污水下水

道系統新建計畫」、「桃園巿

大漢溪員樹林排水水質淨化

工程(二期)細部規劃設計計

畫」兩案進行中，未來可有

效確保鳶山堰水質安全。 

2.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老街溪該流域已有四方林排

水水質淨化、龍潭大池水質

改善及水體環境營造計畫，

將持續建置污水下水道系統

改善水質。 

3.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南崁溪流域水汴頭水質淨化

現地處理改善水質，本府刻

正辦理污水接管工程，預計

109 年度完成下埔仔溪上游

之污水接管，屆時可大幅改

善水質狀況。 

4.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案現階段無公共污水下水

道建設規劃，於公共污水下

水道建設完成前預計透過應

急處理技術，降低河川污染

量以落實環境保育目的。 

7.宜有健全的石門污水廠營運計

畫。 

感謝委員意見，相關營運計畫請

參閱桃園市石門污水下水道系統

第三期實施計畫第五章相關說

明，資料詳如附件 1。 

陳委員尊賢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同意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內含三項子工程計畫。 

感謝委員的指教 

2.「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

畫」確實可解決多處生活污水處

理及工業區廢污水處理能量問

題，但施工維護費勢必偏高，建

議協調工業區廢水營運多餘(賺)

經費補貼龍潭生活污水下水道之

將來施工與營運成本。同意此案。 

謝謝委員支持並提醒，公共污水

下水道主要目的為收納生活污水

至水資源回收中心進行處理；工

廠等單位屬於事業廢水會設置污

水處理設備，由環保局督導管

理，並未在本次計畫納管範圍。 

3.「桃園區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

綠廊環境改善計畫」建議調整上

游乾淨水增加下埔仔溪及菜堂排

水溝足夠水量，以配合綠廊環境

改善，最終目標能達成上下游河

道的串接，讓居民步行其中。另

建議把握果菜市場的小污水處理

廠之施工期程，期程與工程能配

合完工期程。同意此案。 

遵照辦理，目前本府刻正辦理污

水納管工程，預計 109 年完成本

區接管工作，針對果菜市場下游

水路將配置簡易水質處理設施重

點淨化水質；配合上游既有桃園

大圳灌溉水路或雨水下水道水流

作為補充替代水源，本段將可期

望營造永續優質都會親水風貌。

詳現況環境概述 P8-9。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4.應加強後續營運管理計畫說

明。 

遵照辦理。已在整體計畫工程計

畫書加強說明各計畫之營運管理

計畫。 

5.宜加強說明現在提報案件與既

有案件串聯而產生之效益，增加

計畫整體性。  

感謝委員指導。 

1.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該案完成後將結合前期山豬

湖生態園區、悠活騎樂休閒

園區等計畫，以完整悠活騎

樂路徑系統，有效串聯大漢

溪沿線遊憩觀光景點，營造

整體親水環境園區、提供居

民舒適休憩空間。 

2.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與前期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

走讀計畫營造老街溪水環境

亮點，提供具有親水遊憩、

環境教育之優質水岸環境。 

3.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透過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

理改善水質以及經國二號橋

上游至大檜橋下游護岸整建

暨水域營造，引入低衝擊開

發策略改善下埔仔溪及菜堂

排水綠廊環境。 

4.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河段尚有堤岸整治及綠美

化之規劃，未來將予以結合



 

以提升景觀遊憩及生態效

益。 

6.「大漢溪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

協奏計畫」重點在於興建自行車

道，是否與水環境有直接關係宜

補充說明。 

大漢溪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協奏

計畫以優化水岸環境為目標，藉

由水陸環境優化及改善跨河通

路，以串聯大漢溪周邊文化景

點，活化水岸空間利用。 

主要以下列三項目標優化整體河

濱水域環境： 

1.改善親河門徑: 

完善河濱自行車道動線串連，營

造河濱水岸悠活騎樂路徑。 

2.營造河濱園區: 

營造特色親水空間，提升整體休

閒遊憩吸引力。 

3.增設跨河路廊:  

打造跨河休憩路廊，串連加乘兩

岸的河濱水域園區整體觀光效

益。 

7.「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

畫」目前利用石門污水廠餘裕進

行接管，但桃園都市人口快速發

展，未來是否還有餘裕空間有待

考慮。 

感謝委員意見，如未來石門地區

有特殊開發計畫，致餘裕量減少

時，污水可依分流井在不分流

下，全數污水流至下游中壢水資

源回收中心處理。 

8.南崁溪宜優先考量水質改善再

進行水環境改善，建議將水質納

入設計規劃。 

敬悉，目前本府刻正辦理污水納

管工程，預計 109 年完成本區接

管工作，以及針對果菜市場下游

水路將配置簡易水質處理設施重

點淨化水質。詳現況環境概述

P8-9。 



 

9.規劃案中「桃園區下埔仔溪及

菜堂排水綠廊環境改善工程」

1000 萬設計規劃費與「老街溪青

埔水都計畫」核定 280 萬設計規

劃費，是否為區域範圍落差太大

造成?請就經費差異部份請再進

行評估。 

敬悉，本計畫全長共 1,670m，河

道平均寬度約 5 公尺，包含植生

坡岸工程、景觀及節點工程、生

態棲地營造工程，以初估工程預

算推算規劃費用為 1000 萬，請詳

P32。 

10.「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建議

將附近引導設施加入設計考量。 

青埔水都計畫已於設計在各節點

皆有考量銜接與引導解說設施。 

11.維管部份是否有引入市府認

養機制，與相關單位合作認養? 

本局污水下水道系統維護管理單

位為水務局污水設施科。另將評

估區公所、水務局、工務局、交

通局、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

之認養可行性。 

經濟部水利署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大漢溪環境改善計畫建議以工

程減量，並維持自然環境為原則 

本案佔地寬闊，故依規劃構想，

預計導入設施將集中佈設於景觀

土丘及中央景觀水道旁腹地，以

利民眾使用，其餘空間則以植栽

綠化及最低限度之服務設施為

主，將可有效維持整體空間自然

風貌，避免過度人工化之疑慮。 

2.自行車道非本署補助項目，且

橋樑新建經費高達 1.5 億元是否

必須?橋樑地質、河床沖蝕基礎穩

定性、風力及地震等因素及使用

行為及負載需求等，請再檢討考

量。 

左岸完工後可吸引大溪中正公園

既有旅遊人次，預估每月將達五

萬旅遊人次，右岸則可延續新北

三鶯地區遊憩人數預估可達三萬

人，總計有 8 萬的人潮。現況從

鳶山堰至武嶺橋缺乏跨越大漢溪



 

之人行、自行車動線，完工後將

可讓兩岸休憩景點及遊憩人口相

互串連通行。橋樑地質、河床沖

蝕基礎穩定性、風力及地震等因

素及使用行為及負載需求等，待

進入設計階段一併納入考量。 

3.NGO團體提出大漢溪廢棄物等

議題，請說明及考量。 

中庄調整池遭埋廢棄物，北區水

資源局民國 95 年就請檢調單位

偵辦此事，也分兩階段在民國

101、104 年將所有廢棄物清理完

畢。為確保大漢溪飲用水安全，

環保局 99 年起委託合格環境檢

測公司，到掩埋廢棄物附近區

域，設置 15 口地下水監測水井，

並進行大漢溪環境監測工作，迄

今水質都符合標準。倘若工程執

行中，發現未清除乾淨之有害事

業廢棄物，將續依環保法規另案

辦理清理，優先清理有害事業廢

棄物；而需要較長時間且急迫性

較低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清理工

作，將其納入後續清理計畫辦理。 

4.大漢溪環境改善計畫植栽及樹

種之擇定建議以原生種為原則，

並以維持當地生態環境為主要考

量。 

 

遵照辦理，整體植栽計畫將參考

在地植生物種，以原生種樹種為

主進行配置及規劃。 

5.大漢溪環境改善計畫效益及是

否結合前期計畫部份，請補充。 

已依委員意見補充，本案完成後

將結合前期山豬湖生態園區、悠

活騎樂休閒園區等計畫，以完整



 

悠活騎樂路徑系統，有效串聯大

漢溪沿線遊憩觀光景點，營造整

體親水環境園區、提供居民舒適

休憩空間。 

6.請補充老街溪環境改善計畫前

期計畫與本次提案之整合性。 

青埔水都計畫是依前期老街溪環

境改善計畫欠缺之部分，希望整

合老街溪整體，並與以自行車道

銜接以利整體規劃。 

7.老街溪環境改善計畫計畫效益

及生態檢核等意見宜量化與補

充。 

青埔水都計畫已說明工程完成後

之計畫效益，並已完成調查設計

階段之生態檢核自評表。 

8.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境

改善計畫請優先執行水質改善工

作項目，再進行水岸環境設施營

造。 

敬悉，目前本府刻正辦理污水納

管工程，預計 109 年完成本區接

管工作，以及針對果菜市場下游

水路將配置簡易水質處理設施重

點淨化水質。詳現況環境概述

P8-9。 

9.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境

改善計畫是否完成排水治理，符

合以規劃完成、無用地問題、防

洪安全無虞，若否請提報水與安

全辦理。 

敬悉，經過前期水理調查及周邊

環境先期規劃，本區域排水皆為

公有土地並防洪安全無虞。詳現

況環境概述 P8-9。且污水接管工

程將於 109 年完成，配合既有大

圳放流口已可提供良好親水環境

條件，故本案仍爭取水與環境之

規劃設計計畫。詳附錄(六)水理

調查報告。 

 

10.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

境改善計畫。 

遵照辦理，目前提出初步規劃方

案，請詳提案分項案件規劃構想

P30-31。 



 

11.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

境改善計畫橋樑或瓶頸段水文、

水理是否符合防洪安全，請考量。 

敬悉，經過前期水理調查及周邊

環境先期規劃，本區域排水皆為

公有土地並防洪安全無虞。詳現

況環境概述 P8-9 及附錄(六)水理

調查報告。 

12.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

境改善計畫持續之生態基流量可

否維持，果菜市場污水處理、接

管、污水截流及導入乾淨水源…

等可行性請考量。 

敬悉，目前刻正辦理污水納管工

程，預計 109 年完成本區接管工

作；屆時配合雨水下水道及上游

既有桃園大圳灌溉水路作為補充

替代水源，本段將可期望營造永

續優質都會親水風貌。詳現況環

境概述 P8-9。 

13.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

境改善計畫經費合理性再檢討。 

敬悉，本計畫全長共 1,670m，河

道平均寬度約 5 公尺，包含植生

坡岸工程、景觀及節點工程、生

態棲地營造工程，以初估工程預

算推算規劃費用為 1000 萬，請詳

P32。 

14.各計畫是否符合提案三條

件，請於計畫書中說明。另現場

提供計畫書資料請依經濟部

107.12.5 規定格式及內容辦理。 

遵照辦理。已於整體計畫工程計

畫書內說明是否符合提案三條

件，並按規定格式及內容辦理。 

15.為避免計畫執行過程，對生態

環 境 產 生 衝 擊 ， 請 依 本 署

107.12.27 日 淡 水 河 字 第

10716172480 號函辦理。 

敬悉，各計畫區域已優先進行水

質改善工作。後續執行工作項目

將隨時檢討，依檢討結果，辦理

調整工項。 

 

16.公民參與辦理情形，請提供

107 年 7 月以後之相關成果，並

附佐證資料，與民眾及團體溝

遵照辦理，已於整體計畫工程計

畫書內提供 107 年 7 月以後之公

民參與辦理情形，並附佐證資料。 



 

通，如未獲多數同意前，應再繼

續溝通至有共識，避免徒具形式

性的會議。 

17.無生態檢核提報階段資料，除

邀請生態領域專家學者外，建議

亦邀請在地民眾與保育團體協

助，強化民眾參與。 
 

感謝委員意見，生態檢核作業刻

正辦理中。各計畫地方說明會皆

邀集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

民間團體辦理，蒐集、整合並溝

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

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

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18 資訊公開辦理情形為何?相關

地方說明會、工作坊等會議除發

文外應於官網公開，以利民眾獲

得相關資訊，另工程執行資料亦

請以一併網路公開。 
 

敬悉，將建置「桃園市前瞻計畫-

水環境建設資訊展示平台」，其內

容包含前瞻計畫之水環境建設相

關文件及最新進度，未來亦可依

實際需求進行擴充。 

19.經費合理性及預期效益應以

量化呈現，請一併考量。 
 

遵照辦理，已於整體計畫書針對

經費及預期效益加強補充說明。 

20.營運管理計畫應詳述未來是

否可持續維管，單位為何?每年維

管經費為何等，並考量企業、民

間團體認養或環境教育之可行

性。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整體計畫工

程計畫書說明各計畫之營運管理

計畫。 

21.第三批次提案案件，應與前期

亮點結合呈現，避免亮點分散，

可結合內政部城鎮之心、農委會

國土綠網…等擴大執行成效。 

感謝委員意見，大漢溪、老街溪

及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皆延續

前期核定計畫，結合地方特色並

持續改善周邊地景環境。 

內政部營建署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系統」 

用地情形及集污區須將加強說

明，以滿足中央補助條件。 

謝謝委員建議，已於補充航空城

污水下水道系統用地情形及集污

區說明，詳南崁溪整體計畫工作

計畫書。 

2.「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系統」

評估污水下水道拉管線至大園污

水廠之可行性。 

謝謝委員建議，經評估本案航空

城污二集污區地勢較桃園航空貨

運園區低、需跨越 3 個水系、距

離過遠、維護費用增加及污水下

水道系統建設成本及施工難易度

等因素考量，將不考量將本計畫

之生活污水納入桃園航空貨運園

區暨客運園區污水廠。 

本案重力管管渠之配置，應考慮

地形、地質、道路寬度及地下埋

設物等，由資料收集說明如下： 

一、航空城污二集污區之地勢較

桃園航空貨運園區暨客運園區

低。 

二、以污二污水廠用地為基準至

前述園區污水廠之距離約為 5 公

里，距離過遠。 

三、自航空城污二污水廠至桃園

航空貨運園區暨客運園區需經過

3 個水系(老街溪、田心子溪及雙

溪口溪)。 

 

 

3.「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

畫」可行性評估原則審查通過，

桃園市石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三

期實施計畫已於 108 年 1 月 10



 

但尚未收到最後版本，實施計畫

尚未通過，請盡速補件。 

日提送至內政部營建署審查確

認。 

4.「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

畫」請評估用戶接管之影響及效

益。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

畫」效益說明如下： 

1. 整體計畫效益-可輸送之污

水量為 3,823CMD，削減 BOD 與

SS 濃度污染量計 660kg/day。 

2. 本計畫效益-可輸送之污水

量為 316CMD，削減 BOD 與 SS

濃度污染量計約 45.8kg/day，改

善市區環境衛生」、「提升都市地

位及形象」、「改善化糞池及污水

排放的污染問題。 

行政院環保署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埔頂排水水質淨化」本案細

部細計預計申請 750 萬，惟工程

經費未概估，無法得知其編列合

理性，建議送水利署審核時補充

說明。 

依原計畫 P15 內容，工程經費預

估約 133,530,305 元，依建造百分

比法計算設計費約 5,662,862

元，加上背景調查費用 ( 約

1,356,000 元)及施工階段文宣、

解說牌素材製備及其他相關會議

(約 201,307 元)及間接費用(含職

安衛、保險、利雜費、營業稅等)，

合計委辦費約 7,316,250 元；另加

計機關人事費、業務費、差旅費，

合計共 7,500,000 元。 

 

2.「埔頂排水水質淨化」本案預

計使用場址範圍及日後土地使用

未來將於規劃設計階段，由技術

服務廠商盤點可行用地時辦理。 



 

許可宜於送水利署時補充說明。 

3.「埔頂排水水質淨化」本案扣

除預計處理埔頂排水約一萬噸污

水，本次報告未說明現況埔頂排

水之水質水量，尤其經大嵙崁溪

濕地截流部份水量處理後對埔頂

排水流水量影響應先進行初步調

查。 

依原計畫 P.5 內容，107 年實測埔

頂排水平日水量約 24,19~28,512 

CMD，假日水量約 11,232~17,280 

CMD，本案截流 10,000 CMD 應

不致影響原大嵙崁溪濕地處理水

量，另有關該濕地之操作維護權

管單位為桃園市環保局，未來於

規劃設計階段，將洽詢環保局取

得實際操作資料，以茲評估。 

4.「埔頂排水水質淨化」本案建

議再和環保局協調瞭解目前大嵙

崁濕地操作現況，在未來處理用

地受限時，可有部份生活污排水

可進入大嵙崁濕地擴大處理量，

若有需要相關功能提昇，一併納

入申請紀實考量。 

濕地之操作維護權管單位為桃園

市環保局，未來於規劃設計階

段，將洽詢環保局取得實際操作

資料，以茲評估。 

5.「埔頂排水水質淨化」本案應

強化當地原住民溝通事宜。 

規劃於基設、細設階段各辦理 1

場民眾說明會，會中將邀請鄰近

里長、里民及當地原住民與會。 

6.「富林溪礫間淨化」本案預計

採用礫間淨化設施，惟本案偏富

林溪中下游，地處較為偏緩，未

來操作維護時須考量污泥去除處

理問題。 

遵照辦理。 

本計畫內容已有污泥後續處理之

評估工作，並估算其成本效益。 

7.「富林溪礫間淨化」本案依據

水質調查結果，污染較嚴重河段

為大觀橋以上，但本案欲處理之

目標區域(大觀橋至榮工橋)卻在

大觀橋以下河段，故未來本案欲

遵照辦理。 

截流目標支流多位於大觀橋之

上，故大觀橋仍有改善效益。 



 

截流之生活污排水河段及支流排

水水質水量應予確認，以利估算

水質改善效益。 

8.「富林溪礫間淨化」3000 人社

區支污水量約 450CMD，富林溪

水質以 SS 及 NH3-N 為主，COD

並不高，未來是否一定要採行現

地水質生態淨化工程，建議再予

考量。 

遵照辦理。 

淨化工法將考量其選用之彈性，

故將不限定使用礫間淨化工程。 

9.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請盡速

完成一期工程發包及二期細部細

設計畫發包執行，以利爭取第三

批工程補助。 

感謝委員意見，黃墘溪水質改善

計畫第一期已於 108 年 1 月 11

日決標。目前第二期規劃設計案

已獲核定，後續儘速完成發包作

業。 

10.建議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考量一期工程若已發包施工，

一、二期場址在同一區域，建議

縮短二期細設期程，以縮短一、

二期施工界面及間隔時間、圍

籬、施工動線等整合問題。 

感謝委員意見，委員意見將於第

二期規劃細設案整合相關施工界

面。 

11.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若一

期順利發包施工，至 108 年底應

接近收尾階段，建議二期工程在

108 年 7 月前就可以招標，以利

銜接一、二期施工界面。 

感謝委員意見，委員意見將於第

二期規劃細設案整合相關施工界

面，並儘可能依建議時間進行上

網公告。 

12.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一期

設計時本署曾建議放流點問題，

請環保局二期時再考量，以提升

河川水質改善之效益。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取水及放流

口採兩期共用設施作為設計，故

已考量其相關位置。 

 



 
 
 
 
 
 
 
 
 
 
 
 
 
 

(六)、「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北二區工作坊委員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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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坊委員意見-意見回覆表 

大漢溪水環境 
林文欽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大嵙崁親水園區可增加滯洪設施，

吸納因暴雨產生的逕流。 
謝謝委員指導。本案工區主要包含景

觀土丘及中庄調整池溢洪水道兩側邊

坡；景觀土丘凸出於地表，溢洪水道

邊坡位於行水區，初步檢討皆無適合

設置滯洪設施之地點；後續設計工作

階段若基地周邊如有合適用地，將賡

續依委員意見檢討增設滯洪設施。 

呂學修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大漢溪打造悠活騎樂計畫其涉河川

管理單位，故不論河川可能許可、

規劃設計、施工，其整體計劃都要

第十河川局之參與。 

遵照辦理，將於後續相關規劃設計、施

工階段邀請第十河川局參與。 

2.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協奏計畫與大

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應合併為一

計畫，並應結合北區水資源與金質

獎工程-中庄調整池做整體性的規

劃，更能吸引人潮之流動。 

遵照辦理，已將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協

奏計畫併入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計畫，

並將結合中庄調整池做整體性的規劃。 

李賢義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P.47 表格 1 分項案件明細表中，請

補充預期效益。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明細表中補充說

明預期效益。 

2. P.50 請將各分項案件辦理情形及預

期效益以表格方式呈現。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分項案件中補充

說明預期效益並以表格呈現。 

3. P.52 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與後面規劃構想無法串連，請再確
謝謝委員意見。已確認報告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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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4. P.55 規劃設置地景遊戲場，請將各

項設施之安全性納入考量。 
遵照辦理。將於後續規劃設計階段考

量各遊憩設施之安全性。 

楊嘉棟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P.19 鴛鴦湖及東亞里三稜部分似為

誤植，請在確認。 
謝謝委員指導。經確認為誤植，已修正。 

2.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的生態檢

核自評表中，關注物種列有許多蜻

蜓，請問對應的保育策略為何？生

態保育對策應具體說明。 

謝謝委員指導。針對此工程區域，應於

施工時維持溪水清澈，並保留高孔隙的

底棲環境，讓蜻蜓幼生有地方躲藏，並

保留溪流周圍之喬木，落葉也為水昆的

食物來源之一。 

3.大漢溪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協奏計

畫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的內容與

埔頂排水水質淨化的表格內容一模

一樣，請在確認並修正。 

謝謝委員指導。經確認為誤植，已修

正。 

4.大漢溪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協奏計

畫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

分析中所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

對策與計畫內涵有所衝突，請在檢

討並完整論述。 

謝謝委員指導。「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

協奏計畫」現況從鳶山堰至武嶺橋缺乏

跨越大漢溪之人行、自行車動線；本案

完成後將結合前期山豬湖生態園區、悠

活騎樂休閒園區等計畫，以完整悠活騎

樂路徑系統，有效串聯大漢溪沿線遊憩

觀光景點，營造整體親水環境園區、提

供居民舒適休憩空間。未來將規劃定時

關燈避免光害干擾。 

5.各子計畫中人工設施請盡量減量，

並考慮未來的利用率及經營管理。 
遵照辦理，已調整刪減計畫中人工設

施，並設計融合週邊自然環境之遊憩

設施以提高未來的利用率，且後續將

由機關編列人力經費進行維管。 

黃于玻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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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計畫預計建置一座橋於大漢溪

上，僅行人與單車能通行，又限制

同時在橋上只有 150 人，後續每年

需耗費 200-300 萬進行維管，建議

考量此工程必要性，或應提出相關

的經營管理計畫。 

於地方說明會上中新里及月眉里里長

皆支持跨溪人行自行車道，且該橋建

立後可藉由自行車道有效串聯大漢溪

沿線遊憩觀光景點，同時舒緩大溪老

街交通壅塞問題。後續設置長期安全

監測系統以達成預警處理、維護跨河

休憩路廊正常功能運作及保障用路人

使用安全，詳細營運管理計畫請詳見

第九章。 
 

老街溪水環境 

李賢義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P.17 表 7 老街溪近期前瞻計畫總投

入經費中，請補充辦理情形及預期效

益。 

遵照辦理，已列入改善計畫四、分項

案件概要及八、預期成果及效益說

明。 

2. P.28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請確認此

段污水下水道系統完成後是否可發

揮其效用。 

感謝委員意見，龍潭都市計畫區外地

區因位於中壢系統之最上游，生活污

水如可納入石門水資中心，不僅可妥

善利用石門水資中心餘裕量，並可改

善龍潭地區水質污染情形，達到雙贏

之效。本計畫效益-可輸送之污水量為

316CMD，削減 BOD 與 SS 濃度污染

量計約 208kg/day，總氮削減

35kg/day，總磷削減 4kg/day。 

3. P.39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每年維護

管理費用約 1 億 3,000 萬元，請問市

府是否有經費可編列?財主單位是否

同意?請再確認。 

感謝委員意見，本市每年污水下水道

系統維護管理費用 1 億 3,000 萬元，

為桃園市全市污之總維護管理費用，

已由本局編列預算。 

楊嘉棟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景觀綠化植栽的選用應以原生種為 遵照辦理。計畫景觀綠化植栽的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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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並應考量當地潛在植被工程施作

中應配合移除外來入侵種。 
用原生種為主，且儘量不擾動現況喬

灌木來配置設施，僅因吊橋設置需移

除部份外來種(陰香)但需經植物--公園

管理單位同意。 

2.在青埔水都計畫中，沿岸植被及河中

島植被，以及鷺科鳥類應為東區關注

之物種，應在生態檢核表中呈現，並

提出具體生態保育對策。 

謝謝委員指導。本案建設均已迴避河

域鷺科物種之棲地，植栽亦以不擾動

為主，本案均不移植擾動現況喬灌及

水域植栽。已於生態檢核表 D-03 中補

充說明生態保育對策。 

黃于玻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計畫書 p.2 的工程位置圖，與簡報上

的工程位置圖有差異，請予以說明。 
謝謝委員意見。已確認工程位置並修

正。 

 

南崁溪水環境 

林文欽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污水廠排放應考量回收再利用，避免

未來缺水問題。 
感謝委員意見，航空城計畫區內再生

水部分，爭取到經費後將會採納此意

見。 

李賢義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P.23 整體計畫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請補充完工期程。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完工期程。 

2. P.25 提及預計設置 2 座污水處理廠，

請問是否有預先評估目前及未來可

收納污水量體? 

感謝委員意見，航空城計畫於 115 年計

畫人口 10 萬人，130 年計畫人口 18 萬

人，另鄰近周邊接入區域人口共 23 萬

人口，故污水處理廠分期建設規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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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污水廠分為 3 期建設、污 2 污水廠分

為 2 期，規劃如下表所示： 
污水廠 污 1 污 2 
規劃期

數 
3 期建

設 
2 期建

設 
第 1 期

規劃 
20,000 
CMD 

15,000 
CMD 

第 2 期

規劃 
20,000 
CMD 

11,000 
CMD 

第 3 期

規劃 
8,000 
CMD - 

 

3. P.37 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計畫每

年維護管理費用約 1 億 3,000 萬元，

為何和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維護管

理費用相同?另請問市府是否有經費

可編列?財主單位是否同意?請再確

認。 

感謝委員意見，本市每年污水下水道系

統維護管理費用 1 億 3,000 萬元，為桃

園市全市污之總維護管理費用，已由本

局編列預算。 

楊嘉棟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水質改善為第一要務，其他景觀設施

請再斟酌。 
謝謝委員指導。南崁溪流域已有水汴頭

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和南崁溪上游水質

改善計畫，本府刻正辦理污水接管工

程，預計 109 年度完成下埔仔溪上游之

污水接管，屆時可大幅改善水質狀況。 

2. 工程範圍內原有植被應盡量保存。 謝謝委員指導。將儘量不擾動工程範圍

內原有植被。 

3. 下埔仔及菜堂排水附表 D-03 生態評

估分析中提到的斑腿蛙，請確認是否

為外來入侵種斑腿樹蛙，若為外來入

侵種，建議市府可與社區民眾合作，

共同防除此一嚴重影響生態的入侵

蛙類。 

謝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所調查班腿樹蛙

確認為外來入侵種，再者斑腿樹蛙與原

生種白頷樹蛙非常類似，建議由專業的

生態人員進行移除，比較不容物誤殺原

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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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學修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南崁溪經國二號橋到大檜溪上游自

行車步道，懸吊在高空更加維護管理

的困難度，且容易影響下面繁忙的交

通系統，故市府在維護管理上應特別

用心。 

遵照辦理。 

2. 桃園航空城污水處理廠建議增設污

水處理後之回收再利用的功能。 
感謝委員意見，航空城計畫區內再生水

部分，爭取到經費後將會採納此意見。 

 
 

富林溪水環境 

李賢義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P.15 用地部分取得有無問題，請補

充。 
感謝委員指導。預定場址已設定選用

公有地，並進一步探詢管理機關意願，

用地取得應無虞。 

2. P.20 預期成果及效益，請再以量化方

式呈現。 
感謝委員指導。已補充本計畫推動後

預期可營造親水環境至少 0.8 公頃。 

楊嘉棟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P.4 提及水質改善後對藻礁有幫助，

此論述請在生態檢核表中重要棲地

保存對象中反映，並對生態貢獻度加

以論述，強化此計畫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 

遵照辦理。未來計畫展開後之生態檢

核表，將增加水質改善後對於藻礁有

所助益之相關論述。 

行政院環保署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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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經費對應部會列內政部環保署?
請直接確認補助經費為 2 個部會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餘案件請一併檢

視修正。 

遵照辦理。本案經費主要申請單位為

行政院環保署，筆誤部分已全部修正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 本案原則僅先同意補助規劃設計費

用，並應於規劃設計階段確認生態檢

核，已對生態友善之工法設計為優

先，並確認用地取得及水質改善效益

評估。 

遵照辦理。後續本計畫將於規劃設計

階段進行生態檢核作業，並優先採用

建議生態友善工法，用地之取得亦將

優先選用水質改善效益明顯之最佳用

地。 

 

埔心溪水環境 

李賢義委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P.8 分案明細表，請補充預期效益

及預定完工期程。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預期效益及預定

完工期程，詳見 P.8 分案明細表。 

2. P.9 提及第一期設計處理水量

3,000CMD，第二期設計處理水量

6,000CMD，請補充第二期尚未完

成前的因應方案。 

感謝委員意見，黃墘溪上游主要污染源

為生活污水，依據中壢污水 BOT 計畫污

水下水道工程的規劃，需於 125 年第四

期完工運作後始能進行內壢地區污水收

集並改善黃墘溪河段水質，為改善此期

間河段水質無法有效降低污染，於污水

下水道建置完成前，設置階段性水質改

善工程以降低河段污染。本案第一期及

第二期處理單元為單獨設置，所以於第

二期完工前，第一期仍可正常運作。 

3. P.15 表 5 操作維護費用估算結果

中，其每年維護管理費用僅 274 萬

元左右，是否偏低，請再檢視。 

感謝委員意見，P.15 之操作維護費用原

以半年估算，現已修改為一年。 

楊嘉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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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大樹的保留很好，應在生態檢核表

中呈現，並提出保育策略。 
遵照辦理。生態檢核表中關注區域圖有

標出大樹位置，保育對策為保留大樹，施

工前須與設計、施工單位討論施工便道

及土石土方暫置區，盡量利用草地的區

域。 

2. 建議在工程合約中明訂大樹保護

條款，避免大樹受到損傷。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大樹位置主要靠近

河岸邊，將予以保留，施工便道及土石土

方暫置區將納入規劃設計計畫，進行規

劃並納入規範。 

行政院環保署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第三批次申請補助辦理第二期計

畫，擴大原計畫水質改善效益，本

署原則同意補助第二期計畫施作

經費，惟應注意本計畫與第一期計

畫執行介面之劃分，本計畫規劃設

計建議儘早完成辦理，並以第二期

計畫工程於本 108年 9月底前上網

公告為目標。 

感謝委員意見，委員意見將於第二期規

劃細設案整合相關施工界面，並儘可能

依建議時間進行上網公告。 

 



 
 
 
 
 
 
 
 
 
 
 
 
 
 

(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提報第三批次案件審

查及評分作業委員意見回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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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提報第三批次案件審查

及評分作業委員意見回覆表 

林委員鎮洋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屬源頭管制

(source control)應予鼓勵，建議效

仿「山豬湖生態園區」以工程減量為

原則，達到生態保育目標，預估 3.5

億合理性應補充說明。 

1.本案針對此工程區域，應於施工時維

持溪水清澈，並保留高孔隙的底棲環

境、溪流周圍之喬木，且跨河廊道以不

落墩方式避免河川底棲環境擾動。 

2.本案工程經費 3.5 億包含 2 億景觀工

程及 1.5 億跨河休憩廊道: 

(1)大嵙崁親水園區面積約 40 公頃，工

程費約 2 億元，平均工程造價約 500

元；比對二重疏洪道大台北都會公園景

觀改善工程面積約 29 公頃，工程費約

1.6 億元，平均造價約 550 元。 

(2)跨河休憩路廊長度約 438 公尺，寬度

為 2.5 公尺，工程費約 1.5 億元，每平

方公尺造價約 13.7 萬元；比對內政部營

建署山月吊橋工程長度約 212 公尺，寬

度為 2.5 公尺，工程費約 1.31 億元，每

平方公尺造價約 24.7 萬元。故本案之工

程造價應為合理。 

2.簡報 P.15、P.32、P47 均揭露整體計

畫區位及目標，值得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3.富林溪水質淨化只爭取規劃設計費，

為何自評分數極低?(承受水體影響藻

礁) 

本案無第一、二批次核定計畫以致計畫

延續性不足，故較其他提案計畫分數較

低。 

4.水質改善效益宜藉助水質模式全盤掌

控。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與本府環保局評

估相關計畫之可行性。 

5.請說明第一、二批次執行率。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整體計畫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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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內說明第一、二批次各工程執行情

況。 

林委員連山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大漢溪水環境計畫辦理之自行車道宜

避開廊帶植生。 

遵照辦理。 

2.大漢溪水環境計畫區域內蝴蝶生態宜

有迴避、縮小等具體措施，並編列相

關經費及要求施工廠商配合。 

蝴蝶生態與植物息息相關，將以「補償」

的方式，種植在地原生種之植物，營造

蝴蝶蜜源植栽及棲地環境，於規劃設計

時要求避免種植僅提供景觀視覺植

栽，亦不適合於當地氣候環境之植物。 

（月橘、大葉楠、賊仔樹、黃荊、月桃、

忍冬） 

3.青埔水都計畫經費高達 9 千萬，且辦

理自行車道及燈光裝設等，是否符合

水環境改善計畫之目標。 

本案經生態調查顯示該河段目前有多

數鷺科水鳥棲息於河中島高草間，為避

免擾動河堤內生態，將工區集中於堤

上，同時串聯老街溪上游自行車，故於

堤上興建自行車道。此外，照明系統採

低照度、夜間關燈系統，避免夜間光害。 

4.請說明黃墘溪第一期 3000CMD 礫間

淨化的辦理及水質改善情形。 

感謝委員意見，第一期工程目前施工

中，主要辦理水質淨化設施之取水、前

處 理 、 礫 間 接 觸 曝 氣 氧 化 槽

(3000CMD)、礫石投放、曝氣單元、放

流單元、機房．水質，待設施完成設置

後每天削減生化需氧量 59 公斤、懸浮

固體 30 公斤及氨氮 23 公斤，改善黃墘

溪上游水質。 

5. 請說明黃墘溪二期用地問題。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已於 107 年 7 月 4

日取得管理單位中壢區公所同意使用

公文。 

 



3 
 

翁委員義聰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生態檢核時發現大樹、老樹的保全不

是圈選一顆最大的，例如簡報 p.82。 

感謝委員意見，依照護樹團體標準需保

留 50 樹齡以上之大樹；依據樹種判斷，

保留生長較慢之原生種樹木 (像是朴

樹)，及約 20 齡以上之樹木皆建議保

留，外來種之大樹則不會刻意保留。 

2.大嵙崁親水季節花海缺乏種植規劃植

栽種類，應詳加表列，避免引入大多

外來種，許多老樹、大樹應紀錄並加

以保留，圖編號 43-51 及 53。 

遵照辦理。大嵙崁景觀園區季節花海將

種植原生種，工區鄰近之中庄一期植栽

之樹種將進行編號並保留。本案工區為

中庄調整池填土區，該區並無老樹。 

3.跨河橋梁支橋墩鑽孔不夠，夜間照明

要設定開始結束時段。 

謝謝委員指導。本案跨河橋梁支橋墩鑽

孔數已滿足規範，夜間照明以定時器設

定關燈時間，並規劃低矮光照減輕光

害。 

4.青埔水都計畫規劃太多木造平台，未

來養護費用會增加很多。 

謝謝委員指導。 

5.老街溪水環境計畫 p30，表 1-2 有整

地清除與掘除工程，請補充老樹的保

全名錄，需於施工前完成。 

謝謝委員意見。本案將清點工區內大樹

位置與數量並建立名冊，且於施工契約

訂定大樹保全罰則。 

6.南崁溪水環境計畫 P.26-29 的樹木應

具體表列本地種名單，細設時應排除

外來種。 

遵照辦理。未來計畫展開後，將具體表

列本地種名單。 

7. 建議富林溪水質淨化不要使用保安林

用地。 

遵照辦理。未來規劃現地設施避免使用

保安林。 

8. 富林溪主流與農田水利會灌排之原有

施工法應予以保留，不要改變為水泥。 

謝謝委員指導。未來規劃興建現地水質

淨化設施於樹林橋右岸公有地，以不擾

動河道為原則進行施工，保持河道原

貌。 

9.富林溪水質淨化於適當地點應種植本

地樹種朴樹等。 

謝謝委員指導。將原生種朴樹納入種植

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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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富林溪水環境計畫書中草漯沙丘為

全台唯一的沙丘自然地景，請確認。 

謝謝委員指導。已於報告書中修正。 

11.黃墘溪計畫曝氧化槽，礫石投放等與

現地礫石如何區分。 

礫間槽體所用之礫石規格其短向尺寸

應不小於 10cm，長向尺寸應不大於

25cm，長向與短向尺寸之平均值應介於

10cm 至 20cm 之間，且石材表面不應附

著雜物、土壤等。現地之礫石大小不

一，數量不確定，且需經過篩選及大量

清水清洗，目前無規劃使用現地礫石投

放。 

12.埔心溪生態現況環境無魚蝦，但又是

附近農田之灌溉來源相矛盾。建議環

保局會同農業局進行重金屬檢測。 

1.感謝委員意見，本案施工位置為埔心

溪支流黃墘溪之上游段，其主要污染來

源為內壢地區生活污水，設置礫間淨化

設施改善黃墘溪水質。 

2.農田水利會灌溉用水不足，不足部份

長期以來皆引灌河水補足，針對事業排

放管制，本府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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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劃設總量管

制區，將埔心溪上游支流黃墘溪集污區

劃定為第一級總量管制區，另外，新街

溪及埔心溪流域其他範圍為第二級總

量管制區。 

何委員世勝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有關生態檢核一節： 

(1) 除確實於工程各生命週期執行生

態檢核表外，另應提出工程施做

對環境的影響及相關因應的對

策。 

(2) 避免生態雷區，工程施做應迴避

感謝委員意見，本府生態檢核團隊已視

各計畫工作項目性質，辦理提報階段之

生態檢核工作，蒐集計畫施作區域生態

及相關議題資料，研擬相關生態環境保

育對策，並依工程生命週期執行生態檢

核工作。後續亦將增加本府同仁參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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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性物種。 

(3) 除辦理生態調查外，亦應做生態

資料的蒐集，以玆完備。 

(4) 建議機關同仁參與並學習相關生

態作業，提升機關同仁跨域能力。 

態作業機會及相關教育訓練。 

2. 加強公開資訊及民眾參與，建議成立

專屬互動式網站，將水環境計畫資訊

確實公開，提供民眾表達意見機會。 

感謝委員意見，已建置「桃園市前瞻計

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展示平台」，其內容

包含前瞻計畫之水環境建設相關文件

及最新進度，將採納委員意見，後續加

入可讓民眾表達意見之功能，未來亦可

依實際需求進行擴充。 

3. 桃園市政府所提各項計畫，無法全數

納入本批次水環境計畫中，如富林溪

水環境改善計畫，對於出海口或藻礁

生態環境具提升價值，仍請該府持續

執行，或請提報下一批次計畫中。 

遵照辦理。後續於規劃設計階段水質改

善效益將納入出海口及藻礁生態環境。 

4. 各計畫後續維護管理營運不易，請桃

園市政府編列預算確實執行，包含前

兩批次已完工部分。 

遵照辦理。 

 

5. 有關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計畫

人行景觀跨橋必要性，請再考量。 

武嶺橋車流量大、車速快，對於人行、

自行車將會造成安全疑慮，跨河休憩路

廊將提供人行及自行車民眾舒適且安

全的通行空間。本案完成後將結合前期

山豬湖生態園區、悠活騎樂休閒園區等

計畫，有效串聯大漢溪沿線遊憩觀光景

點，提供居民舒適休憩空間。未來跨河

休憩路廊完工後預期每月觀光人數可

望達到 36,000 人數。 

6. 鄰近中庄調整池相關施做，請再與水

利署北水局討論。 

遵照辦理。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已與

北區水資源局先行綠美化代管 MOU，

如獲經費補助，北水局將支持本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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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7. 有關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其中既有

人行道拓寬至 3.5 米，施做自行車道

並採人車分離方式，請注意安全問題

（寬度是否足夠）。 

遵照辦理。 

8. 有關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污水處

理廠及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置，相關污

水處理量請確實估算。 

本計畫包含航空城計畫區、大園(菓林)

計畫區、大園計畫區、大古山休閒農業

園區及機捷 A10 站周邊區域範圍，預計

接管戶數為 5.3 萬戶，屆時將有

77,550CMD 生活污水(未含事業廢水)，

於本次提案規劃報告中，將對污水處理

量進一步進行估算。 

經濟部水利署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建議邀請長期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

團體，召開工作坊等形式會議，溝通

及整合意見，並將會議舉辦訊息、會

議紀錄等相關資訊加入市府資訊公開

網站。 

遵照辦理，各計畫地方說明會皆邀集在

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

理，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

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後續將依工程階段，適時召開說明會，

加強與民眾之溝通，並將會議舉辦訊

息、會議紀錄等相關資訊加入市府資訊

公開網站。 

2.各水環境計畫應依工程生命週期各階

段落實辦理生態檢核。 

遵照辦理。 

 

3.建議大漢溪水環境計畫以工程減量為

原則，請市府考量跨河休憩路廊必要

性。 

大漢溪右岸大溪中正公園既有旅遊人

次，預估每月將達五萬旅遊人次，左岸

則可延續新北三鶯地區遊憩人數預估

可達三萬人，總計有 8 萬的人潮。完工

後將可讓兩岸休憩景點及遊憩人口相

互串連通行。 

4.生態檢核結果應回饋於實施內容，確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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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改正，並建立相關審核機制，納入

追蹤確認。 

5.大嵙崁景觀計畫經費高達 3.6 億、青

埔水都計畫經費高達九千萬、下埔仔

及菜堂排水規畫設計費高達一千萬，
請市府重新檢視經費之合理性。 

謝謝委員指導。青埔水都計畫經費考量

減量設計，經重新檢討後減少工程經費

至 8500 萬元。下埔仔及菜堂排水規劃

全長共 1,670m，河道平均寬度約 5 公

尺，包含植生坡岸工程、景觀及節點工

程、生態棲地營造及簡易水質處理設施

工程，以初估工程預算推算規劃費用為

1000 萬，尚屬合理。 

內政部營建署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請市府嚴格監控石門水資源回收中

心餘裕量，提早因應石門水資源回收

中心餘裕量減少的情況發生。 

感謝營建署意見，龍潭都市計畫區外地

區因位於中壢系統之最上游，接管時程

屬較後期，目前龍潭地區河川水質居中

度污染之情形。生活污水如可納入石門

水資中心，不僅可妥善利用石門水資中

心餘裕量，並可於短期內改善龍潭地區

水質污染情形，達到雙贏之效。如未來

石門地區有特殊開發計畫，致餘裕量減

少時，污水可依分流井在不分流下，全

數污水流至下游中壢水資源回收中心

處理。 

2. 龍潭污水下水道新建計畫(第一標)

僅計畫揚水站和壓力管埋設，並無包

含用戶接管，立即效益較低，是否納

入處理，請市府研議。 

經檢討，用戶接管的部分無法配合前瞻

第三批期程，在後續標案續辦用戶接管

工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有水質改善效益本署優先補助，相關

規劃設計作業仍需配合前瞻預算期程

盡早完成，以完成設置水質改善設施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後續依委員意見積

極辦理，如期完成各項階段之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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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標，工程的部分核定後亦請如期

如質執行。 

2.為求設施之永續，後續操作維護營運

管理計畫應完善，包含執行單位及預

算均應妥為規劃及編列。 

遵照辦理。 

3.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埔頂排水）

及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本署原則

同意補助規劃細設，但針對用地取得

之可行性請優先考量與辦理。 

謝謝委員指導。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埔頂排水）及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計畫範圍皆為公有地，無用地取得之問

題。 

4.黃墘溪二期計畫應確認水體近況，精

準設計設施進出流水質水量，避免過

度，讓經費作最佳運用。另一、二期

工程期程銜接與工程界面銜接整合應

明確規劃與落實。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已於細部設計計畫

規劃進行水體近況之檢測，後續將依實

測結果進行檢討及整合規劃。 

5.黃墘溪二期景觀規劃及設施與水環境

改善亮點營造無涉，請檢討。 

感謝委員意見，已進行檢討，本案主要

規劃為用地之復原。 

 



 

 

 
 
 
 
 
 
 
 
 
 
 
 
 
 

(八)、桃園市政府重大建設計畫選項列管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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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重大建設計畫選項列管作業要點 

104年 9月 22日府研管字第 1040248707號函訂定 

105年 2月 15日府研管字第 1050032204號函修正 

107年 7月 17日府研管字第 1070116774號函修正 

一、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列管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

年度重大建設計畫，以提升管理績效及施政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列管計畫：各機關施政計畫經核定由本府列管者。 

(二) 作業計畫：各機關為執行列管計畫而訂定之預定工作計畫，並作為計

畫執行、管制及評核之依據。 

(三) 主管機關：主管各項計畫推動或計畫預算之本府一級機關或區公所。 

(四) 執行機關：實際執行各項計畫之機關或區公所；本府所屬二級機關執

行之各項計畫，視為本府一級機關執行計畫。 

(五) 協辦機關：於列管計畫執行過程中，提供計畫執行必要協助之機關。 

(六) 洽辦機關：辦理列管計畫依政府採購法洽請其他機關代辦採購或施工

之機關。 

(七) 代辦機關：為洽辦機關代辦採購或施工之機關。 

三、 選項列管作業，係指將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納入本府列管或由各機關自行

列管進度之作業。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有具體執行期程，需全年度或相當

時間始能完成，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以列入本府列管為原則： 

(一) 工程類計畫總預算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二) 非工程類計畫預算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三) 上年度受列管之連續性計畫尚未結案。 

(四) 其他市長指示之重要施政事項或本府重要施政計畫經本府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選定列管。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計畫，如屬例行性、經常性之工作，經審核後，

得不納入本府列管。 

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未列為本府列管者，應由各機關自行指定專人列管進

度，並得參照本要點訂定各機關列管作業規定。 

四、 列管作業程序如下： 

(一) 各機關應於次年度預算核定後，依前點選項原則，提送次年度建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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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列管項目。 

(二) 各機關選項列管建議項目，經研考會審查後分列為本府列管項目及自

行列管項目，由研考會報奉市長核定後，函送各機關辦理。 

(三) 因追加預算、動支預備金或獲中央補助等，於年度中新增之施政計畫，

達前點第一項之列管標準者，各機關應於核定後十日內依本要點規定

補提相關資料，送研考會納入列管。 

(四) 填報作業計畫： 

1、 本府列管項目核定公布後，各機關研考單位應協助計畫主辦單位於次

年一月底前，至列管系統填報列管項目之作業計畫，作為計畫列管及

評核之依據。但因法定預算尚未審議通過、春節連續假期或其他特殊

因素影響，致作業計畫無法如期完成填報者，由研考會另定完成填報

日期。 

2、 本府列管計畫由二個以上機關共同執行者，由計畫主管機關主動協調

共同執行機關，確定權責分工，共同編擬作業計畫；如計畫主管機關

難以確定者，研考會得視業務性質指定之。 

3、 列管計畫洽請其他機關代辦者，以洽辦機關為計畫主管及執行機關，

統籌辦理作業計畫填報事宜，或協調代辦機關擔任執行機關協助填

報。 

4、 工程類列管計畫之規劃及執行，如涉及機關內部單位間之分工者，機

關應自行協調整合，妥適評估作業計畫之預定進度、經費、工作項目

及查核點等相關事項。 

五、 列管計畫追蹤管制作業如下： 

(一) 列管計畫執行機關應至列管系統填報案件基本資料及預定進度，由研

考會審查後進行管制，並由執行機關於每月五日前至列管系統填報執

行進度，填報內容應經機關一層長官核可。 

(二) 工程類計畫自工程標決標後，執行機關應於每月五日前至公共工程標

案管理系統填報工程進度。 

(三) 列管計畫未能依限執行完成，執行機關應按月於列管系統及公共工程

標案管理系統填報執行狀況及檢討情形，直至案件執行完成或解除列

管為止。 



3 

六、 列管計畫定期檢討作業如下： 

(一) 執行機關就列管計畫應訂定每月預定進度及具體工作項目，並指定專

人控管執行進度。 

(二) 執行機關應針對列管計畫實施情形，詳實查核並提出檢討改進作法，

對於實施績效及工程品質，應特別注意。 

(三) 列管計畫在執行中如遇重大困難，致進度落後，執行機關應設法解決，

並依合約規定追究設計、監造及施工廠商責任。 

(四) 執行機關針對列管計畫應定期召開檢討會議，並辦理自評、實地查證

及獎懲。 

(五) 研考會應定期統計列管計畫執行進度，凡列管計畫累計進度落後達百

分之十以上者，研考會得主動邀集各有關機關召開會議，協助解決困

難。 

(六) 為確實掌握列管計畫執行進度，研考會得辦理實地查證作業。 

(七) 執行機關為使工程類計畫提前完工，得依公共工程趕工實施要點規定，

發給施工廠商及監造廠商趕工費用。 

七、 列管計畫實地查證作業如下： 

(一) 列管計畫經研考會認為有必要者，得於計畫執行期間內進行實地查

證。 

(二) 查證事項如涉專門性問題，研考會得邀請上級機關、主管機關或學者

專家參與。查證人員對查證之資料，負有公務保密之責任。 

(三) 查證過程中，如發現實際情形與所報不符，應詳細查明原因，如屬重

大問題，需與有關機關協調或陳報上級核辦者，應即專案簽辦，及時

協調解決。 

(四) 查證人員於完成查證後，由研考會彙整查證報告，於必要時，得函送

執行機關及有關單位參處。 

(五) 受查證機關應就查證事項，備妥相關資料，充分配合。對查證人員查

詢或調閱有關文件資料，除有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外，不得藉故拒絕，

並應對疑問詳實答覆。 

(六) 經研考會查證填報不實者，除按次扣減該計畫年終考核分數外，並得

視情節輕重，依第十一點規定簽請給予相關人員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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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列管計畫管制規定如下： 

(一) 列管計畫之協辦機關應積極協助辦理，未積極協助辦理，致計畫進度

大幅落後者，得衡酌實際延誤程度，追究協辦機關人員責任。 

(二) 列管計畫協辦事項涉及中央機關、其他地方政府或事業單位之權管業

務者，應由計畫主管及執行機關會同協辦機關先行協調解決，協調無

效時，應提報本府重大建設檢討會議或相關專案會議，積極尋求解決。 

九、 執行機關應依列管之計畫確實執行。但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調整

計畫或撤銷列管： 

(一) 得申請調整計畫之情形如下： 

1、 政策或情勢變更，必須修正計畫。 

2、 機關或單位任務變更、編併或裁撤。 

3、 相關計畫已奉市長核定修正。 

4、 制度或法規變更。 

5、 年度計畫預算（資源）增減，必須修正計畫。 

6、 因受非本府所屬權責機關審查作業延誤。 

7、 遭遇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不可控制事由，影響計畫執行。 

(二) 得申請撤銷列管之情形如下： 

1、 機關或單位任務變更、編併或裁撤。 

2、 法規、政策或情勢變更，應停止辦理。 

3、 原奉核定之資源條件消失。 

4、 計畫經併案或分案管制。 

列管計畫因前項第一款因素致進度落後，執行機關應適時檢討，申請調整

計畫。最末次申請調整計畫，應於計畫結束三個月前提出申請。但執行期

間經府層級會議決議應辦理調整計畫者，應於會議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申請調整計畫案件，應填寫申請表（附件一），並敘明理由及檢具事證，送

交研考會審核。如僅申請調整各分月進度，由研考會審核後，通知執行機

關據以修正。如涉調整計畫總期程，由研考會報請本府核定後，據以修正。 

申請撤銷列管案件，應敘明理由及檢具事證，會辦研考會後，專簽本府一

層核定，再送研考會撤銷列管。 

十、 列管計畫年終考核作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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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年度終了三個月內，由研考會就前年度辦結之列管計畫，辦理年終

考核。 

(二) 執行機關應依年終考核評分表（附件二）辦理初評後，提送研考會辦

理複評。 

(三) 研考會於完成複評報告，並簽奉市長核定後，函送各執行機關辦理獎

懲。 

(四) 各項列管計畫之年終考核項目、配分權重與評分標準，依年終考核自

評表考核指標計算，分數以整數表述，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計算。 

十一、 平時獎懲規定如下： 

(一) 執行列管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檢討主辦人員及業務主

管責任，列入相關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並作為年終考績評定之重

要參考。經檢討後仍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相關人員各記申誡一次： 

1、 未依規定詳實填報計畫基本資料、預定進度及分月執行進度，累計達

三次以上。 

2、 逾期未填報計畫執行進度，經催辦累計達二次以上。 

3、 計畫連續二個月進度落後百分之二十以上，且核有可歸責於執行機關

之事由。 

4、 遭遇執行障礙，未積極協調，亦未提報府層級會議協調解決，致執行

進度嚴重落後。 

5、 經查證故意填報不實，或未備妥查證通知所載應備資料。 

6、 查證報告所列缺失，逾期未改善。 

7、 依第九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七目之事由申請調整計畫，核有機關應負之

行政疏失。 

8、 未依限申請調整計畫，或申請撤銷列管，經催告限期辦理仍未依限提

出申請。 

(二) 工程類計畫執行機關得依工程獎金支給表規定，發給工程相關辦理人

員績效獎金。 

十二、 年終考核獎懲規定如下： 

(一) 每案獎懲額度如下： 

1、 特優：總成績分數達九十五分以上者，主辦人員記功二次，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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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辦人員記功一次。 

2、 優等：總成績分數達九十分以上未達九十五分者，主辦人員記功一次，

業務主管及協辦人員嘉獎二次。 

3、 甲等：總成績分數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主辦人員嘉獎二次，業

務主管及協辦人員嘉獎一次。 

4、 乙等：總成績分數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不予獎懲。 

5、 丙等：總成績分數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者，執行機關應列入主辦人

員及業務主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並作為年終考績評定之重要參考。 

6、 丁等：總成績分數未達六十分者，主辦人員及業務主管各記申誡一次。 

(二) 每案獎勵總額度，依第一款規定獎勵額度，主辦人員以一人計算，業

務主管及協辦人員合計以三人計算。執行機關辦理敘獎時，得在該案

總額度內，調整獎勵人數。 

(三) 計畫主辦人員、業務主管及協辦人員有多項計畫同時獎懲時，應分別

辦理，其年度內累計最高獎懲額度，以記功二次或記過一次為限。 

(四) 研考人員以執行機關內，評核結果最佳等次案件，比照協辦人員之額

度敘獎。 

(五) 各機關辦理工程人員陞任時，對於近五年辦理工程類計畫，經年終考

核曾列優等以上之主辦人員及業務主管，得於陞任評分時酌予加分。 

(六) 列管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獎勵： 

1、 延誤填報天數累積達十個日曆天以上。 

2、 因進度落後而辦理調整計畫進度。惟落後原因係因天然災害等不可抗

力因素或其他特殊事由者，不在此限。 

3、 應結案當月預算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七) 列管計畫執行期間，各計畫主辦人員及業務主管辦理時間未滿三個月

者，不予獎懲；三個月以上未滿七個月者，酌予辦理；七個月以上者，

應依本點規定辦理。 

(八) 研考會得於年終考核時，一併對於能針對列管計畫項目發掘實際問題，

提出具體改進意見之研考人員簽請獎勵。對於表現不良者，得簽請懲

處。 

十三、 列管計畫洽請他機關代辦者，獎懲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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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敘獎案部分，如為全程洽請代辦者，由代辦機關敘主辦人員及業務主

管之獎勵額度，洽辦機關敘協辦人員之獎勵額度；如為分階段洽請代

辦者（例如甲主管機關辦理設計，洽請乙機關代辦工程施工），依作業

計畫之檢核點項目分工比例，分攤核定額度。 

(二) 議處案部分，於釐清造成計畫落後之階段、機關及主要原因後，追究

相關人員責任。 

十四、 列管計畫免予懲處規定如下： 

(一) 非本府自辦之列管計畫進度落後，經計畫主管機關積極催辦，並提供

必要協助者，得免予懲處。 

(二) 執行機關因以下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難以歸責之事由，致計畫執行延

宕者，得免予懲處： 

1、 法規、政策或制度變更，致計畫執行進度延宕。 

2、 執行計畫之預算遭刪減或凍結，致進度落後、緩辦或停辦。 

3、 遭遇天然災害、民眾抗爭或其他重大事變影響，致進度落後或未能執

行。 

4、 先期規劃設計作業周詳，仍發生履約爭議，致執行進度延宕。 

5、 因市場價格波動、情勢變遷或其他難以預期因素影響，致招標未決。 

6、 因承包商財務危機或倒閉，致列管計畫執行進度落後。 

7、 執行機關已於合理時間提出申請，因相關權責機關未能如期核發核准

文件，致影響計畫執行進度。 

8、 因受管線單位或非本府所屬機關影響，致列管計畫執行進度落後。 

9、 其他不可歸責於執行機關或不可抗力之事由。 

十五、 工程類計畫執行進度超前獎勵規定如下： 

(一) 同時符合下列各目條件，執行機關得申請進度超前獎勵： 

1、 計畫期間未曾申請調整計畫、分案或併案列管者。但因不可歸責事由

申請者，不在此限。 

2、 計畫總金額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契約工期在二百日以上之列管

計畫。 

3、 較原預定時間提前完成工程標決標簽約，依計畫開始列管日計算，其

提前日數比率達百分之五以上者；或提前完工日在列管計畫完工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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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點之前，其提前日數比率達契約工期百分之五以上者。 

(二) 執行機關申請進度超前獎勵，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提送研考會，由研

考會每年辦理一次審核。 

(三) 獲獎勵案件名單經本府核定後公布，並於本府重要會議公開表揚，符

合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者，

得給予獎勵，其原則如下： 

1、 提前日數比率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每案頒發新臺幣五千元以下等值獎

品。 

2、 提前日數比率達百分之五以上未達百分之十者，每案頒發新臺幣三千

元以下等值獎品。 

3、 當年度獲進度超前獎勵案件比率前三名機關，且獎勵案件數在三案以

上者，每機關頒發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等值獎品。 

(四) 新增施政計畫未依第四點第三款規定，主動補提相關資料納入列管者，

不予獎勵。 

(五) 獎勵所需經費由本府循預算程序辦理，並視預算金額調整獎勵名額及

平均獎勵額度。 

十六、 研考會得提報出國計畫，辦理考察先進國家城市建設及工程技術，以精

進本市工程建設，提升工程人員能力。 

前項出國計畫經審議通過後，得簽報市長優先遴選本要點年終考核績優

之工程類計畫執行機關人員參與，所需經費由本府循預算程序辦理，並

視預算金額調整遴選名額及平均額度。 

 

  



 
 
 
 
 
 
 
 
 
 
 
 
 
 

(九)、桃園市石門污水廠第三期實施計畫(營運計畫) 

  



































 
 
 
 
 
 
 
 
 
 
 
 
 
 

(十)、計畫工作明細表 

  





 
 
 
 
 
 
 
 
 
 
 
 
 
 

(十一)、工程計畫評分表 

  



第1頁 (共2頁)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計畫評分表          ver.3 

整體計畫名稱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提報縣市 桃園市 

分項案件 
名稱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

計畫(第一標) 
經費(千元) 85,000 108,650 

所需經費 計畫總經費：193,650 千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補助：155,400 千元，地方政府
自籌分擔款：38,250千元) 

項
次 

評比 
項目 評比因子 佔

分 

整體計畫工
作計畫書索

引 

評分 
地
方
政
府
自
評 

河川局
評分會
議評分 

一 

計畫
內容
評分 
(77分) 

整
體
計
畫
相
關
性 

(一) 
計畫總體規
劃完善性 

(7 分)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現況環境概
述、前置作業辦理進度、分項案件、
計畫經費、計畫期程、可行性、預期
成果、維護管理計畫、及辦理計畫生
態檢核、公民參與、資訊公開情形及
相關檢附文件完整性等，佔分 7 分。 

7 詳整體計畫

書 
6  

(二) 
計畫延續性 

(8 分) 

提案分項案件與已核定整體計畫之
關聯性高者，評予 8 分，關聯性低者
自 3 分酌降。 

8 詳第四、 
(四)節 

7  

環
境
生
態
景
觀
關
聯
性 

(三) 
具生態復育
及生態棲地
營造功能性 

(8 分) 

(1) 整體計畫生態檢核工作完善者，
佔分 4 分。 

(2) 全部提案分項案件內容已融入生
態復育及棲地營造者，佔分 4 分。 

8 
詳第三、 
(一)節及

四、(二)節 
7  

(四) 
水質良好或
計畫改善部
分 (7 分) 

計畫區域屬水質良好(依環保署相關
評定標準認定)、或已納入計畫改善
者、或已具有相關水質改善設施者，
評予 7 分。其他狀況自 3 分酌降。 

7 
詳第二、(三)
節及第四、

(二)節 
7  

(五) 
採用對環境
友善之工法
或措施(8 分) 

包括低衝擊開發、生態工法、透水性
材質、減少人工舖面使用等對環境生
態友善工法或措施，佔分 8 分。 

8 詳第四、 
(二)節 

8  

(六) 
水環境改善
效益 

(8 分) 

具水質改善效益、漁業環境活化、休
閒遊憩空間營造、生態維護、環境教
育規劃、整體水環境改善效益顯著，
佔分 8 分。 

8 
詳第四、 
(二)節及第

八章 
7  





 
 
 
 
 
 
 
 
 
 
 
 
 
 

(十二)、自主查核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