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栗縣政府辦理『全國水環境-新埔國小暨拱天宮後方水環

境改善計畫』 

基本設計暨細部設計審查會議 

 

壹、時間：109年 6 月 16（星期二）下午 3 時整 

貳、地點：本府第一辦公大樓 A302會議室 

參、主持人：黃副處長文璋                 主辦：邱得維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及內容修正情形 修正頁碼 

蔡委員 義發 

1. 請補充說明本案當初水利署核定時

有否附帶建議事項？是否納入考

量？ 

本案建議結合新埔國小推動

海洋教育，營造融合在地文

化、宗教、歷史及地景等特色

之水環境改善建設，相關設 

施應朝近自然化工法設計，並

減少水泥用量。感謝指教，依

照辦理修正，減少水泥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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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涉及既有設施整修改善，請查

明既有設施損壞原因(屬疏於維護

或材質部分?)，本案改善內容務必

考量勿重蹈覆轍為宜。尤其海邊鹽

害務必考量。 

感謝指教，既有設施以木作材

料為主，本案改善主要以

210kgf/cm混凝土(二型)及

花崗石材為主，可避免海邊鹽

害，並維持其永久性。 

 

3. 有關生態檢核部分： 

(1)請查明本案提報階段生態檢核  

工程生命週期(規劃設計-施工)及

維管階段建議事項，尤其針對迴

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作為應予

納入。 

感謝指教，予以納入預算及各

計畫中。 

 



(2)本案細規劃設計階段，有關生態

檢核做為是否納入設計圖說應說明

外，並請相對應編列工程項目及預

算俾利要求承商據以施作。 

(3)承上意見，應併納入施工計畫及

監造計畫俾利執行。 

4. 本案建議將地方說明會(二次)民眾

意見彙整納入設計圖說之參採情形

列表說明。 

感謝指教，有彙整納入設計圖

說。 

 

5. 簡報稱本案有與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正施工中介面問題請考量。 

感謝指教，已詳細溝通及考量

避開施工中介面之問題。 

 

6. 拱天宮香客大樓後方之水質改善礫

間氧化部分，建請注意完成後之功

效及維護管理問題，並說明是否有

規劃報告？ 

感謝指教，將與拱天宮協商日

後支維護管理問題，將由拱天

宮及縣府共同維護。 

 

7. 壓花地坪施作如何避免完成不久後

之凹凸不平(即基層務必夯實)請考

量。 

感謝指教，本案壓花地坪設置

於既有堤頂上。 

07 

8. 本案完成後之維護管理(包含協調

地方社團認養等)請說明。 

感謝指教，礫間淨化設施將與

拱天宮一併協助維護管理，然

新埔國小後方將協調由苗栗

縣政府及新埔國小一同維護

管理。 

 

9. 本案未來是否朝何申設環境教育場

域，請考量。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  

張委員 明雄 

1. 建議重新審視既有設施的可用性與

改變的必要性，如重新改善應考量

「水環境改善計畫」的「串聯水陸環

境」、「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目標，

減少硬體設施營造，增加自然與生

物需求。 

感謝指教，依照「水環境改善

計畫」重新考量設計。 

 

2. 座椅是否有必要性，應重新考量需

求與數量，且材質應重新選擇。 

感謝指教，減少數量並重新調

整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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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波塊的目的設置原因應說明，建

議考量生態護岸的設計，營造生物

的活動空間。 

感謝指教，刪除消波塊，考量

生態護岸的設計，營造生物的

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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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礫間處理應有明確之條件、效益、

維護等說明並思考綠化可能性。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修正及綠

化。 

03 

5. 整體內容未見任何改善原有不利於

生物分布與活動的計畫，建議重新

思考。 

感謝指教，依照「水環境改善

計畫」重新考量設計。 

 

劉委員 柏宏 

1. 本計畫依提案計畫之方向及當初委

員的意見，得知應以汙水處理最為

優先。然檢視目前預算編列，鋪面

費用高達 469萬，欄杆也進 295萬，

合計此兩項工程即佔 764 萬，加消

波塊 100萬接近總工程費 62.5%。而

礫間工程之汙水處理亮僅為 139

萬。整個設計之目標與堤案背道而

馳的原因為何?提案階段計畫汙水

處理 250CMD(250M3)請問目前處理

量為多少?且礫間工程設計方法有

誤。 

感謝指教，依照「水環境改善

計畫」重新考量設計。 

 

2. 設計階段應有作為應改進來回應生

態檢核之設計內容為何?公民參與

的內容為何?資料均無，應補充。 

感謝指教，依照「水環境改善

計畫」重新考量設計。 

 

3. 32 座設計在堤上之 180*45*40 的花

崗石座椅，沒有靠背提供長輩使

用，花崗石來源是否為大陸，大陸

花崗石近期不出貨，如何應變? 

感謝指教，經詢問各石材廠商

台灣仍有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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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波塊的型式非常特殊，鋼模製作

細節不足?一次灌漿後拆模嗎?鋼模

費用編列是否足夠? 

感謝指教，調整為拋石護岸及

步道階梯施作。 

09 



5. 仿木欄杆設計之造型，下半部均無

透視感，有違反觀景作用。所繪生

物圖案造型之表達意義為何? 

感謝指教，調整仿木欄杆之造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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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風車設施也僅有造型之用，無功能

效益，徒增維管困擾，建議取消。 

感謝指教，已取消施作。  

7. 原提案中尚有既有喬木灌木修剪在

目前預算書也不編了，更遑論原編

之汙水處理工程有表面綠化代之友

善環境做為也不見了，整體設計在

落實水環境核心目標，型塑城鄉新

風貌、建構具「文化、綠意、美質」，

水岸環境落實以生態為本的親水環

境，效益極低。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礫間上方

綠化鋪設植草磚，並於新埔國

小後方做喬木灌木修剪。 

03 

8. 建議應朝向減少應鋪面增加且正確

設計礫間工程規模以符現況水質改

善需求。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減量。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 本次會議所邀請委員均為「全國水

環境改善計畫」之複評小組成員及

專家學者，希望縣府能參照委員寶

貴意見調整相關內容，俾利本案順

利進行。 

感謝指教，參照委員寶貴意見

調整相關內容。 

 

2. 依據第四批次複評意見：「本案建議

結合新埔國小推動海洋教育，營造

融合在地人文、宗教、歷史及地景

等特色之水環境改善建設，相關設

施應朝近自然工法設計，並見少水

泥用量。」，請縣府參照上述意見調

整相關內容。 

感謝指教，考量自然工法並減

少水泥用量，調整為拋石護岸

及步道階梯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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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

業注意事項」，請縣府確實落實辦理

生態檢核、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等

事項，並需提出供委員審視。 

感謝指教，確實落實辦理生態

檢核、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等

事項。 

 

4. 礫間處理之污染源為何？除油污外

能否淨化其他污染項目？其效果為

何，請進一步評估？且截留之油污

將如何處理？請說明。 

感謝指教，進一步評估並修正。 13~17 

5. 承上，礫間處理系統仍需後續維

護，縣府能否負擔，或有其他單位

配合，請評估說明。 

感謝指教，礫間淨化設施縣府

將與拱天宮一併協助維護管

理。 

 

6. 本案設計許多欄杆、座椅等設施，

過去皆因年久失修而損壞，如設置

後縣府的維管作為為何？能否負擔

相關維護費用？ 

感謝指教，目前採用混凝土製

之永久設施，大大降低維管之

負擔。 

08、10 

7. 新設拋石階梯似與堤外既有消波塊

重疊，施工上如何處理？ 

感謝指教，將部分消波塊降低

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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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承上，圖面稱拋石，實際拋石量少，

完成面均為新制混凝土塊，且圖面

未標示拋石厚度。 

感謝指教，依照調整大量減少

混凝土用量，並增加拋石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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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堤頂新設壓花地坪，建議於兩側設

計小基礎，壓花較好施作。 

感謝指教，堤頂 2側 50cm未鋪

並組立模板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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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輔導顧問團 

1. 參酌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辦理

之「108年度苗栗縣白沙屯海堤維護

管理工程」，其施作範圍為拱天宮至

石蓮園段，故本案著重於石蓮園至

秋茂園段，二案規劃內容應串聯，

以維持整體之美觀，如堤頂鋪面以

已破壞之部分優先處理。 

感謝指教，依照「水環境改善

計畫」重新考量設計。 

 



2. 階梯修繕部分，建議可採用較天然

之材質，如石板。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  

3. 因本案處理設施空間與可處理之汙

水量有限，故汙水處理標的應明

確，是否包含鄰近住戶，建議與圖

示匡列。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  

4. 通海步道之美觀性建議再考量，並

減少工程量體，未來施工時應避免

破壞海岸環境。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減少量體。 09 

5. 留意感潮問題進而影響礫間氧化設

施，要有起閉機制。 

感謝指教，二河局於前方有設

置水門。 

 

6. 生態調查與生態檢核資料，輔導顧

問團將提供。 

感謝指教。  

7. 輔導顧問團之前提供之植栽，建議

擇址空間規劃(如礫間處理設施上

方) 

感謝指教，礫間上方鋪設植草

磚，另新埔國小後方喬木灌木

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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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補充民眾參與辦理與處理情形。 感謝指教，依照補充。  

陸、結論： 

請顧問公司(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將本次審查意見納入辦理細

部設計修正。 

壓花混凝土鋪面及仿木欄杆應與二河局已發包之工程案相符合，

避免同一區域兩種以上形式。 

 

 

 

 

 

 



苗栗縣政府召開『新埔國小暨拱天宮後方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二次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5 月 27（星期三）早上 10 時整 

貳、地點：苗栗縣白沙屯拱天宮餐廳三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何科長 明龍                   主辦：邱得維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地方代表表示意見： 

 

地方代表-表示意見 意見回覆及內容修正情形 修正頁碼 

陳立委超明 邱執行長 俐俐 

10. 務必先行施作秋茂園至新埔國小及

新埔國小至新埔活動中心之堤頂壓

花地坪，以維地方需求及營造整體

性。 

感謝指教，因經費考量並考量

全國水環境提案精神，本案僅

鋪設新埔國小至秋茂園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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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案請將破損之堤後磁磚坡面拆除

乾淨，後續美化部分將與其他相關

單位爭取經費施作。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堤後磁磚

拆除。 

04 

12. 水防道路 AC積水及破損嚴重部分，

是否請公所先行鋪設此區段(如秋

茂園後門之停車空間) ，以維本案

之整體性。 

感謝指教，將持續與公所密切

聯繫改善。 

 

新埔國小王校長 慶華 

6. 請考量串聯堤頂鋪面。(秋茂園至新

埔國小、新埔國小至新埔活動中心) 

感謝指教，因經費考量並考量

全國水環境提案精神，本案僅

鋪設新埔國小至秋茂園段。 

02 

7. 考量全國水環境計畫精神，通海步

道仍需施作，施作量體請顧問公司

依照經費做考量及評估。 

感謝指教，為維護海堤安全及

考量生態環境，將施作拋石護

岸。 

09 



徐議員 永煌 

9. 因經費有限，建議先行施作里民需

求高之工程。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先行施作。  

10. 涼亭修繕部分，希望縣府做好日後

委管工作。 

感謝指教，將持續做好委管工

作。 

 

11. 考量水防道路之完整性，請將路面

阻礙物清除乾淨。(如上堤階梯前之

混凝土塊石) 

感謝指教，將全段清查並依照

辦理清除乾淨。 

 

新埔里黃里長 春財 

10. 務必先行施作秋茂園至新埔國小及

新埔國小至新埔活動中心之堤頂壓

花地坪。 

感謝指教，，因經費考量並考

量全國水環境提案精神，本案

僅鋪設新埔國小至秋茂園段。 

02 

11. 涼亭民眾使用量大，建議進行修

繕，請勿拆除。 

感謝指教，無立即危險之涼亭

將進行修繕，。 

04~06 

苗栗縣政府水利處城鄉發展科何科長 明龍 

9. 請通霄鎮公所先行評估新埔國小以

南約 200 公尺之水防道路及停車空

間 AC路面改善，並請第二河川局協

助改善。 

感謝指教，將持續與公所密切

聯繫改善，並請第二河川局協

助。 

 

10. 請顧問公司將細部設計圖說供新埔

國小等相關單位參閱。 

感謝指教，於 109年 6月 12日

提供細部設計圖供相關單位參

閱。 

 



苗栗縣水環境輔導顧問團 

1. 除景觀提升外，相關硬體設施是否

可種植樹木，增加遮陰處、增加使

用率。 

感謝指教，本案設施施作於既

有堤頂上，考量海堤之安全性

暫無法種植樹木。 

 

2. 汙水處理應說明耐用年限及維管方

式。 

感謝指教，本案採永久構造物

做設計，未設置機電設備，採

自然工法，維護方式僅需定期

清理處理槽即可。 

13~17 

3. 經費需符合水環境的精神，應維持

海洋教育場所融入在地人文或編列

原生植物，以便當地民眾使用。 

感謝指教，依照水環境的精神

設計，設計圖內皆有納入。 

 

 

 

 

 

 

 

 

 

 

 

 

 

 



苗栗縣政府召開『新埔國小暨拱天宮後方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一次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4 月 28（星期二）早上 9 時 30分 

貳、地點：苗栗縣白沙屯拱天宮餐廳三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何科長 明龍                   主辦：邱得維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地方代表表示意見： 

 

地方代表-表示意見 意見回覆及內容修正情形 修正頁碼 

陳立委超明 邱執行長 俐俐 

1. 礫間處理設施請與二河局目前設計

部分做協調溝通，避免重複。 

感謝指教，經查並無重複項

目，並可與其設計完美結

合，以維整體性。 

 

2. 請拱天宮現場協助提供既有汙水排

放位置。 

感謝指教，將與供天宮密切

配合及施作。 

 

3. 請將鄰近住戶之汙水納入本設施一

併處理。 

感謝指教，將考量納入本設

施一併處理。 

 

4. 拱天宮至秋茂園堤頂步道為考量未

來美化及整體性，建議石蓮園至秋

茂園段堤頂與新埔國小鋪面統一鋪

設美化。 

感謝指教，因經費考量並考

量全國水環境提案精神，本

案僅鋪設新埔國小至秋茂園

段。 

02 



5. 請評估人行道移至水防道路，其既

有道路路況(拱天宮至秋茂園)，避

免影響自行車騎乘。 

感謝指教，經調查秋茂園後

方停車場至新埔國小後方段

及台鹽至石蓮園段，路面較

需先行修復，後續將與公所

及二河局溝通協助先行改

善。 

 

新埔國小王校長 慶華 

1. 請考量串聯堤頂鋪面。(新海樓至新

埔海堤、新埔國小至秋茂園) 

感謝指教，因經費考量並考量

全國水環境提案精神，本案僅

鋪設新埔國小至秋茂園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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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量上堤頂階梯形式及材質。 感謝指教，上堤階梯採用 RC

混凝土及表面斬石子造。 

08 

3. 希望在全區做整體美學考量。(如風

車造型、通海步道…等) 

感謝指教，日後他案將爭取設

置風車意象。 

 

新埔里社區發展協會黃理事長 文生 

1. 堤坡紅瓦破損嚴重，建議清除改抿

石子鋪面。 

感謝指教，本案先行拆除破損

之紅瓦，後續將做整體美化及

改善。 

04 

2. 堤頂之涼亭請保留，並編列經費做

修繕。 

感謝指教，無立即危險之涼亭

將進行修繕。 

04~06 

3. 木作階梯建議改用水泥或石板材

質。 

感謝指教，上堤階梯採用 RC

混凝土及表面斬石子造。 

08 

4. 堤頂鋪面希望做出整體性。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鋪設堤頂

壓花地坪。 

02 

5. 木座椅宜採用耐久材質。(如石椅或

RC造) 

感謝指教，本案採用花崗石座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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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議員 顧礫 

1. 自行車道建議改至水防道路，堤頂

讓地方民眾步行就好。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  



2. 既有涼亭未來將配合修繕。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  

通霄鎮公所 

1. 目前爭取水防道路將分段進行移交

維護管理中。 

感謝指教。  

苗栗縣政府水利處城鄉發展科何科長 明龍 

1. 請拱天宮提供土地使用同意書。 感謝指教，將與拱天宮取得土

地使用同意書。 

 

2. 請顧問公司清查拱天宮至秋茂園水

防道路現況。 

感謝指教，經調查秋茂園後方

停車場至新埔國小後方段及台

鹽至石蓮園段，路面較需先行

修復，後續將與公所及二河局

溝通協助先行改善。 

 

3. 秋茂園至新埔國小木作欄杆因老舊

損壞，將全數拆除，並於堤頂鄰水

防道路側施作單側仿木欄杆。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 04~06 

苗栗縣水環境輔導顧問團 

1. 目前計畫區多為人工構造物，施工

對計畫區影響不大，但未來施工仍

以原有道路或空地為主，減少因車

輛造成棲地破壞。 

感謝指教，依照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