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複評及考核小組 

訪查暨現勘意見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訪查日期：108年 8月 27日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汪靜明委員 

1.苗栗縣整體水環境計畫前瞻願

景為何?又如何回應到全國前瞻水

環境建設目標，請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 108年 8月 30日補充水環境計畫前瞻願景及

建設目標。 

2.現階段報告著眼於核批 6大工

程說明報告，簡報呈現精美，易

於閱讀，值得肯定，惟缺少有關

生態保育議題之爭點及棲地生態

保育說明，應補充。 

感謝委員意見，輔導顧問團於 108年皆於各案施工階段輔導廠商落

實生態保育對策，且於 107年 12月石虎議題引發時亦協助擬定新

聞稿及緊急召開督導會議。 

3.經本次簡報、現勘等訪查後澄

清有關外界關注大安溪生態景觀

公園亮點計畫之諸多質疑。首先

工程計畫名稱不宜，而其實係處

理 921大地震後河岸堆積放置棄

土等，透過本次改善計畫提供民

眾可親之水岸，若考量石虎今後

可能移動或棲息之生態環境，在

此公園及附近淺山、農地之生態

友善與保育措施則應融入在此水

環境計畫，請補正，並對外溝通

澄清。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已於計畫粉絲專頁澄清，後續將審慎擬定計畫

名稱。 

公園之鋪面為不透水，遮蔭度

差，均應改善。 

感謝委員意見，「中港溪東興堤岸河廊營造計畫」本案原工區即為

不透水鋪面，故不改變原設計；另「大安溪生態景觀公園」案因後

續維護管理考量，故採用不透水鋪面。 

基於生態檢核在規劃設計中未落

實，導致石虎公園未符生態，應

改善。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於 106年 2月 6日函文詢問林務局工區內是否

涵蓋自然生態敏感區域，林務局於 106年 2月 10日回文表示本基

地非屬於環境敏感區域，未來將確實將確實加強各工程生態檢核作

業。 

姚嘉耀領隊代 

1. 簡報內容大致符合簡報大

綱，惟對設計考量未詳實說

明。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將加強設計考量說明。 



2. 民眾參與機制未在規劃設計

階段即導入，建議改進。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第二批次「後龍溪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已於

規劃設計階段辦理多場次地方說明會，積極與地方及生態達成共

識。後續第三批次委設發包後亦將加強辦理民眾參與，目前已成立

本計畫粉絲專業及網站，利用社群媒體加強民眾參與機制。 

3. 各批次工程計畫掌控良好，

尚符實需。 

感謝委員肯定。 

4. 各工程興建緣由及計畫效益

是否與全國水環境計畫目標

吻合，建議再加以研擬說明 

苗栗縣水環境改善計畫願景主要為「營造親水漫城」為主，故積極

提報改善親水環境周邊營造計畫。 

5. 苗栗縣大安溪生態景觀改善

工程已完工，惟在設計上仍

有改善空間，建議爾後在生

態檢核、民眾參與、資訊公

開上能再精進。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各批次加強各階段生態檢核作業進行；民眾參

與部分，第四批次提報階段已積極召開地方說明會，邀請相關生態

團體提供意見；資訊公開方面，目前已成立本計畫粉絲專頁，利用

社群媒體雙向溝通，積極與地方民眾達成共識。 

環保署 

1. 苗栗縣政府辦理各項前瞻計

畫工程，均有其周邊景點及

環境改善設施，除可賦予景

觀亮點及故事化串聯外，建

議於官網公開計畫執行成

效，也可多加利用社群媒體

或其他電子媒體廣為宣導及

行銷。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盡速成立新版計畫網站，與中央既存所資料

整合，並善用粉絲專頁，積極達成共識。 

2. 苗栗縣政府就各項工程需有

妥善維護生態保育、水質改

善及景觀設施功能外，建議

就豐富生態及人文與自然特

色進行整合，可於後續工程

完成後，參考環保署公告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

請作業指引」申請認證作

業，促進民眾瞭解政府施政

績效外，並可培養環境公民

與環境學習社群或志工團

體，以達到環境永續發展。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細部設計將規劃辦理「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申請作業指引」認證作業，以達到環境永續發展。 

 

內政部營建署 



1. 營建署補助苗栗縣政府辦理

之苗栗地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效能提升案部分，仍請縣府

依預定內容更新，持續趕

辦。 

感謝委員意見，將確實追蹤辦理情形，俾利後續施工作業。 

經濟部水利署(工務組 林志鴻科長) 

1. 未呈現施工前、中、後辦理

生態檢核情形，另生態檢核

報告各項工程之內容不一致

或短缺，且照片無日期、無

說明等缺失。 

感謝委員意見，詳細辦理情形如附件。 

2. 生態資料蒐集未說明引用來

源，且部分無資料檢，建請

補充。 

感謝委員意見，將補充資料來源。 

3. 生態檢核成果(保育策略)未

回饋於規劃設計與施工，且

無輔導團與規劃設計單位與

施工單位就保育策略現勘紀

錄。 

感謝委員意見，大安溪案已與相關保育單位及施工單位召開多次諮

詢會議，後續將持續邀集保育單位及生態團體參加。 

4. 營運管理計畫，建議將各項

工程表格化呈現，包括維管

單位及維管經費。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再請各提報單位注意呈現。 

5. 民眾參與部分，參與廣度宜

加強，如邀請 NGO參加；

另民眾反映意見宜有回應及

處理情形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民眾參與皆參採 NGO意見，後續亦持續辦理追

蹤。 

6. 社會功能部分，建議有量化

數值，非僅敘述性文字，例

如工程完成後增加之親水面

積、綠化面積及帶動觀光效

益之估算值。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後續第四批次提報計畫中「預計效益及

成果」，已確實要求執行機關落實量化數據評估。 

經濟部水利署(河海組 陳育成)： 

1. 本案請依經濟部 108.06.14函

頒「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執行作業注意事項(修正規

定)相關規定辦理，其中第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23點規定如下： 

(1) 請縣府就整體計畫、

核定分項案件工作項

目、各標案執行情

形、評核程序各階段

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營運管理計畫、民眾

參與情形、生態檢核

情形、資訊公開等，

備妥資料向委員說

明，並將本次指定分

項案件，就其生態檢

核、公民參與、資訊

公開及營運管理等相

關工作，詳實說明執

行情形。 

(2) 請縣府將訪查意見改

善結果，依訪查紀錄

所訂期限內函復本部

並副知其他參與訪查

部會，各部會倘有意

見應於十五日內函知

本部，倘無意見由本

部備查。 

(3) 依規定實地訪查評等

成績若為乙等以下(八

十分以下)，應於複評

及考核小組會議提出

專案報告，並由複評

及考核小組研議是否

暫緩後續批次提案。 

(4) 生態檢核、公民參與

及資訊公開等作業內

容經各部會(含所屬機

關)相關控管、檢討會

議及查核、督導、訪

查等認定未完整，又

未於指定限期內完成



改善者，暫停其補

助，於提報複評及考

核小組同意並報請本

部核定及送本計畫推

動小組備查後，終止

或取消相關補助經

費。 

2. 依據上開注意事項規定，已

明訂生態檢核、公民參與及

資訊公開於提案階段、審查

核定階段、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及維護管理階段之

相關辦理事項，請說明相關

辦理情形及資訊公開內容是

否落實。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相關資料皆公開於中央既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107environment)。 

3. 請補充提案階段河川局初評

及複評審查意見辦理情形之

對照表。 

感謝委員意見，如附件。 

4. 請補充說明各案後續維護管

理預計投入資源情形，以明

確維護管理計畫或地方承諾

認養等內容，並請於各案完

工後據以落實辦理。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後續將持續加強每月顧問團督導會勘。 

5. 生態檢核之格式，並非每個

工程皆為水利工程，建議依

本署格式，再依個案及生物

特性訂定及調整各計畫之生

態檢核表，並落實執行辦

理。另檢核表勿請僅打勾，

應說明已邀集之專家或地方

團體參與協助檢核結果，且

將生態檢核成果落實執行於

個案工程之各工程生命週

期，並與公民參與結合。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生態檢核表全數更換為 108年 5月函頒版本。 

6. 請補充說明本計畫後續「生

態復育及監測計畫」及「大

安溪生態公園後續棲地補償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 



與環境改善」辦理情形說

明。 

7. 建議後續提案非以鄉鎮市公

所提案為主，應有苗栗縣水

環境改善計畫整體施政目標

願景，並整合各部會施政計

畫及周邊亮點，且與本計畫

個案計畫結合，以營造苗栗

整體水環境改善施政目標願

景及擴大計畫執行成效。另

建議大安溪案等已完成工

程，後續可考量朝結合環境

教育認證等面向著手，並融

合生態保育措施及環境保

護，以符合全國水環境改善

計畫目標。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 有關「建立品管系統，加強

檢核」項目中，輔導團每月

定期會勘中檢核，次數至少

三個月一次。請再進一步說

明其頻率界定。 

感謝委員意見，依契約規定每月顧問團皆須辦理一次會勘，相關會

勘記錄如附件。 

2. 查核督導辦理情形之列表，

請明確區分查核或督導為

宜。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製作簡報將更準確用詞。 

3. 大安溪生態景觀公園計畫因

涉及全國矚目石虎議題，有

關後續維護管理計畫更需生

態景觀、水利等專家學者共

同研擬，公私協力努力之下

期能有所翻轉。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於 108年 9月 24日辦理顧問團工作會勘「大

安溪生態景觀公園」督導維護管理階段後續作業情形， 

4. 龍鳳、外埔漁港假日人潮頗

多，完工後後續維護管理工

作更凸顯其重要性，建請加

強巡查以維護民眾安全。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本府顧問團排定每三個月一次維護管理階段督

導。 

5. 簡報 P80中提及「西湖溪整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體環境營造計畫」結合…與

水循環新產業等設施，對於

「水循環」之論述請進一步

說明，以明瞭其內容。 

6. 資訊公開的時間歷程皆有呈

現，值得肯定，惟資料仍請

持續上傳更新。 

感謝委員意見，計畫網站未來將一併整合更新，粉絲專頁活動訊息

亦同步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