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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民眾參與紀錄 

一、 苗栗縣水環境計畫願景與生態保育課題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 日期：107 年 2 月 27 日 

(二) 時間：下午 2 點 

(三) 地點：逢甲大學中科校區 A207 會議室  

(四) 主辦單位: 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         主持人:許盈松 主任 

(五) 綜合討論 

1. 特生中心 林育秀 研究員 

(1) 西湖溪重要濕地應考量納入計畫中，將其與步道串聯較符合整

體環境營造的理念。 

(2) 對於大安濕地公園處理農業廢水的功能存疑，農業、養殖、畜

牧等農業廢水是否能有單一的入口處理? 

(3) 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資料於林務局網站有更新的資料，請同

步更新。 

(4) 因國道是封閉道路架設防護網的效果較好，但 140 線道即使架

設防護網，野生動物仍可能於前後方進入道路，因此架設防護

網並不是適當的做法，如何避免路殺及補償措施可再做詳細的

討論。 

(5) 說明石虎路殺點位及現況，以貓羅溪為例子作為參考。 

(6) 若想以大安濕地公園作為亮點，應考量將 140 線道的整體環境

改善納入計畫。 

2. 張義敏 顧問 

務必將生態檢核機制納入計畫中以降低對生態的衝擊，除了防

護網以外是否能結合營造石虎的通道或躲避處等工程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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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苗栗縣政府水利處 楊明鐃 處長 

(1) 西湖溪國家級濕地位於西湖溪出海口，與計畫案範圍無重疊，

此計畫案利用舊有橋墩建設自行車道與舊有自行車道串接，無

其他過多新作設施以確保自然生態的維持。 

(2) 卓蘭鎮公所大安濕地屬水利用地，但計畫中部分設施不符合水

利用地的規定，已要求刪除且建議減少計畫的量體，除外，建

議更改濕地公園入口的位置，並在生態池西邊營造石虎友善通

過的通道。 

4.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美汀 理事長 

(1) 根據資料顯示 140 縣道旁的大安溪河床是石虎的重要通道甚至

棲地，故特別在意這塊濕地的重要性。目前就各水環境改善計

畫案來看都是著重於人的環境改善而非生態環境，希望未來可

以將生態環境改善的比例提高以利於永續發展。 

(2) 建議大安濕地公園計畫能以人與自然生態環境區隔的方式著手，

已開發的範圍繼續加以建設作為人的活動範圍，未開發的自然

生態環境繼續保留給野生動物。 

(3) 140 縣道砂石車及砂石場的問題及車速過快的問題是否能得到

解決，應以計畫範圍周邊的問題改善著手，才能確保後續濕地

公園的妥善管理。 

5. 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 張育誠 組長 

執行的方式及階段性資料若能充分提供，學會的立場上以專家

學者的意見支持好的做法，只要資訊釋出夠充足在學會所知的範圍

內也很樂意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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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苗栗縣政府水利科 吳秉錡 科長 

已請逢甲團隊協助做工程的生命週期檢核，也要求各提案單位

重新檢視及調整計畫內容，以降低自然生態的衝擊。 

7. 卓蘭鎮 詹坤金 鎮長 

起初因濕地缺乏管理才將其納入計畫中進行改善，透過計畫淨

化水質、土地管理及有利地方發展，在得知此範圍與石虎相關後，

會將各專家的意見納入考量進行工程的調整。希望邀請專家及各相

關團體共同進行現勘，進而提出明確作法以減少對石虎的傷害。 

8. 水利署 陳育成 副工程司 

(1) 針對水環境案已要求苗栗縣自我檢視生態的衝擊並給予因應措

施，也有規定必須落實相關的生態檢核機制。 

(2) 針對石虎保育議題應妥善加強工程設施，著重在對環境友善及

減少生態破壞，必要時也會提供協助生態檢核。 

9. 第二河川局 張婉真 

建議卓蘭鎮公所與專家近一步討論如何調整工程內容以降低

對石虎的傷害。 

10.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 自然生態保育科 張葦 科長 

已著手石虎保育自治條例的制定以保護石虎。認為此案石虎議

題的產生是因為無公開資料公布石虎的重要棲息地，以致計畫初期

提案時無詳細資料可參考。 

11.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祺忠 

(1) 多方管道進行有效溝通以達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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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望提供範圍圖層以進行套圖，才能了解明確的位置進而提供

建議，若有圖層被公開的疑慮雙方可事先協議保密。 

(3) 應在計畫前期就將多方相關團體加入討論，避免事後的議題產

生。 

(六) 會議結論 

為了避免因資訊取得的內容不相同而造成誤會，應該加入不同聲音

及立場共同進行討論以達到平衡，共同集思廣益如何讓石虎議題化危機

為轉機，並以維持苗栗特色同時能夠做出亮點為目標，透過各位一同努

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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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苗栗縣大安溪生態景觀公園亮點計畫(第二次)地方說明會(主辦單位：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本計畫於 107 年 5 月 29 日參與「苗栗縣卓蘭鎮大安濕地公園亮點計

畫(第二次)地方說明會」，當日有各相關單位參加會議，為避免因資訊取

得的內容不相同而造成誤會，因此召開本次會議為確認計畫設計修正後，

參與單位皆同意修正後之工程設計，會議情況如照片所示。 

  

苗栗縣大安溪生態景觀公園亮點計畫(第二次)地方說明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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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苗栗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諮詢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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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諮詢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107年 9月 13日上午 9時 30分 

地點：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四樓水中心 

主持人：張坤源科長 

一、大安溪生態景觀改善工程 

1.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柏豪 理事 

A. 與縣道 140的交界設排水溝，深 85公分，寬 70公分，建議

改為砌石緩坡的生態草溝設計，若有安全疑慮用混凝土代替

也可以，另外建議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B. 石籠上方不需全面覆土，部分覆土即可並調整高差。 

C. 落雨松、輪傘莎草均為外來種，且較適用在都市景觀，苗栗

的生態環境也不適合存活。建議大安溪高灘地原有的甜耕子

草、芒草及蘆竹就是屬於原生及特有的生態特色，不須強加

其他不屬於當地特色的景觀物種。 

D. 後續維管工作石虎協會樂意與公所合作，可以協助監測調

查，例如一年一次的植栽調查，或是在動物通道及緩坡設計

協助架設相機監測是否有石虎或其他動物的活動蹤跡，若有

即可作為此案最好的亮點及宣傳，亦是找回河川生命力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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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明。 

2. 苗栗縣政府水利處水利科 張坤源 科長 

A. 苗栗觀光價值在於屬於苗栗特有及原生的地景特色，若在原

始的苗栗特色地景之下出現人造生態景觀的確稍顯突兀，建

議公所在容許範圍內減做及修改，工程單位在設計時可能都

會忽略這點，希望後續能以找回苗栗地景特色為考量進行設

計。 

3. 逢甲大學輔導顧問團 張集益 顧問 

A. 建議圖中可標示植栽的位置及數量，以黃連木取代落羽松也

可達到同樣的景觀效果，苗栗特色的水柳也是很好的選擇，

建議利用當地既有的原生植物特色才能有亮點。 

B. 造林計畫建議將所有樹種列出來，不建議種植單一物種，另

外灌木在森林底下後續維管會出現問題，不建議種植。 

C. 石籠覆土就會有植被植物自然生長，不須特別植栽，等到草

長出來就會有自然的景觀效果。 

 

二、苗栗龍鳳、外埔漁港排水及環境整體營造工程 

1.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柏豪 理事 

A. 此案套圖結果不在「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的石虎重要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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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內，所以不需關注在石虎的議題上。 

三、後龍溪後龍大橋上游周邊環境改善計畫 

1.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柏豪 理事 

A. 第一批計畫僅提供大安濕地公園亮點計畫的設計圖給台灣石

虎保育協會，請縣府亦提供西湖溪整體環境營造計畫的設計

圖，目前資料只有示意圖，無法確認對生態的具體影響。 

B. 第二批計畫僅有點位與工作計畫書，請後續提供初步設計與

細部設計資料。 

C. 請問第一批與第二批在工程計畫提報核定階段的生態背景團

隊為何?並請提供生態資料蒐集調查、生態保育對策的相關結

果。 

D. 文獻蒐集工作應再加強，林務局與屏科大等研究單位的生態

研究資料不見於各計畫規劃背景中，請生態背景團隊補充。 

E. 若無法先掌握河川生態特性，了解棲地特性與物種需求，如

何找回河川的生命力? 請規劃團隊應加強相關生態背景的論

述，並且調繪工程區域的棲地圖，針對水環境共域物種的，

據以提出符合前瞻水環境的規劃。 

F. 若要縫合藍綠帶，可改善堤岸與防汛道路，增加動物通道與

自然舖面，讓野生物能順利進到河川與高灘地的草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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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路死機率或阻隔。 

G. 河川高灘地為汛期洪氾區，因常受河水擾動，而保持草地環

境。若維持自然草地、灌叢疏林環境，可作為緩衝區與維持

地下水補助，降低極端氣候降雨造成的災損。亦有多種保育

類動物棲息於高灘地，包含石虎、鵟、食蟹獴、紅隼等，並

有多種稀有植物分布，如百金花(VU,易受害)、臺灣大戟(NT,

接近威脅)是位於濱溪草地。應保存目前低度開發，維持植被

類型的多樣性，以及地表的透水性。以上述原則，建議苗栗

縣政府水環境建設調整，如以下所列： 

a. 取消或縮減高灘地的硬體工程，避免後續長期維護管理的困

擾與支出，並將對野生物的影響降到最低。建議取消後龍溪

沿岸與周邊環境改善計畫的滑輪溜冰場、後龍溪後龍大橋上

游周邊環境改善計畫的壘球場，另高灘地的自行車道不需有

路網系統，只需一條連接即可休憩與兒童遊戲區。 

b. 除了大安濕地亮點計畫外，不建議於高灘地設置生態池，溪

流原本即有自淨與溼地特性，強加景觀生態池僅是讓景觀與

周邊地景產生突兀，並徒增後續維管的困擾，如後龍大橋上

游周邊環境改善計畫中的景觀生態池。 

c. 建議高灘地的草坪規劃應重新檢視河灘地的植群類型，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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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利用區、緩衝區與河川草地生態維持區，維持藍綠帶綜

橫向的的連結性，避免均質的短草地。 

四、田寮圳水質現地處理設施 

1.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柏豪 理事 

A. 如簡報內容所示此案不在石虎重要棲地內，故不需關注於

石虎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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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苗栗縣大安溪生態景觀改善工程」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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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資訊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