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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洄瀾灣流水環境改善計畫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

案」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審查會意見回覆-110/05/11 
單位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鄧委員明星 

1、 本計畫書有關南濱公園的名稱定

義是否配合縣府定調改名的「太平

洋公園」，對本計畫涉及南濱公園

部份，統一改為「太平洋公園」。

2、 P-56 頁「計畫經費」(二)分項案件

經費，有關「打造南濱公園隔離水

道新風貌計畫」，110 年度經費分

攤，地方分擔 65,000 千元，應屬

誤植，宜予修正。 

3、 本計畫「洄瀾灣流水環境改善計

畫」已有基本設計及各項工程預算

編列，宜將相關規劃基本圖及工程

概算納入本提案整體計畫工作計

畫書內。 

4、 營運管理計畫宜以縣府現階段對

太平洋公園、吉安溪、美崙溪等維

護管理作為及經費編列等，作為未

來營運管理計畫基調之敘述。 

5、 太平洋公園入口廣場分布 9 個植

栽槽，應考量此設計手法，將限縮

該廣場之使用功能。 

1、以修正南濱公園為南濱太平洋公園

 

 

 

2、謝謝提醒，已修正。 

 

 

 

 

3.已將重點之基本設計圖說及工程概

算書放至附錄六。 

 

 

 

4.已補充相關說明於營運管理計畫。 

 

 

 

5.將於後續細部設計修正調整 

劉委員泉源 

1、 隔離水道的名稱，是否於後面以括

弧加註(分洪道或分流水道)以利

上級審查人員了解。 

2、 P6 倒數第 12 行「河口經常淤塞」

並非事實，由於離岸潛堤的施放，

淤砂易在潛堤後方兩側，除非有大

颱風猛浪侵襲，一年難得有一次淤

塞的現象，而且吉安溪出水口水流

平日宣洩順暢，並非河口經常淤

塞，因此 12 行建議改為：「河口於

颱風來襲時，易受猛浪直接沖擊而

淤塞」，除由縣府即時僱用機械予

以清淤外，能否與…(接原來文

字)，建請參考。 

3、 P9 第十行吉安溪流經慶豐、宜昌、

勝安村，建議增加太昌、永安村(位

於左岸 )，另第十五行「左旁」建

議改為「左側」或「左岸」。 

4、 P10：1989 年下方寫「日治時期」

有誤，請修正為「民國時期」。 

1、已加註為南濱隔離(分洪)水道 

 

 

2、已補充說明於文中。 

 

 

 

 

 

 

 

 

 

 

3.已補充文字並修正於原文中 

 

 

 

4.已修正圖說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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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14：大太魯閣鳥瞰圖資料相當珍

貴，但白色內框的字看不清楚，建

議放大為 A4 橫式，讓白色框內的

字可以看清楚。 

6、 P24 圖 2-2-4 有許多適合台灣狐蝠

取食食物與分布狀況，各類植物字

跡太小看不清楚，建議放大為 A4

橫式，讓樹名可以清晰判讀。 

7、 P25 圖 2-2-5 及圖 2-2-6 圖名標示

錯誤請修正，另圖 2-2-8 圖名寫一

半請補正。 

8、 P27 第 4 行「自然度相較高」是否

有漏字，請查明。 

9、 P36 第八行：「運用土堤」，建議改

為「運用臨時性擋水矮土堤(高度

約 0.6~0.8 公尺)」，並建議將臨時

土堤斷面納入計畫書內，以減少審

查單位及人員疑慮。另 110 年 4 月

21 日在地諮詢小組及相關單位實

地會勘時，九局謝局長曾提到「曲

線斜堰」之觀念，並對土堤之長度

及平日引水入分洪道之寬度有所

建議，請受託機關就臨時土堤之平

面圖及縱、橫剖面圖加以修正後附

於工作計畫書內。個人認為應該引

吉安溪現況水量約 1/2~1/3 即足

維持隔離水道的水質即溶氧量足

夠即可。最主要不要讓聯合排水之

水量流入隔離水道即可，建議參

考。 

10、 P56 最後經費表中地方負擔只有

78 萬元有誤，應為 780 萬元，請

查明更正。 

11、 P57計畫可行性方面：報告中分四

項加以說明，每項只用 1~2 行的

文字加以說明敘述略嫌簡單，建

議依 P55 分計畫一、二、三再配

合四項分項加以說明，尤其是「工

程可行性」及「環境影響可行性」

請再加強敘述，讓審查人員認為

本計畫有很高的可行性。 

12、 P58 營運管理計畫內容只有 4 點

略嫌簡單，不像一個相當完整而

且可行性相當高的管理計畫，宜

5.該圖為文獻資料，解析度不足，故已

盡可能調整期解析度並放大，以利閱

讀。 

 

6.已放大為 A4 圖幅 

 

 

 

7.已補充修正相關說明 

 

 

8.已修正說明 

 

9.已補充相關文字及圖面於原文中。 

 

 

 

 

 

 

 

 

 

 

 

 

 

 

 

 

10.已修正數字 

 

 

11.已補充說明 

 

 

 

 

 

 

 

12.已補充相關論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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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針對這三項計畫日後如何營

運管理才能達到預期效益加以描

述。 

13、 預期成果及效益請增加簡報中

P28 之效益分析表之數字。 

 

 

 

13.已補充效益分析表 

徐委員誌國 

1、 P1 九局在地諮詢小組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需改善內容部分應增加1

欄位說明報告修正頁碼之相對應

位置.建議移至附錄。 

2、 P7-8 圖 1-1-1~圖 1-1-4 建議改為

A3圖幅正攝影像圖呈現.較清楚明

確提案之三大計畫範圍相關位置。

3、 P12 表 2-1-2 資料來源為 2013 年

似嫌過舊.建議在檢視有無最新資

料並於更新。 

4、 P20-21基他環境說明底圖不清楚.

建議以 A3 圖幅正攝影像圖取代。

5、 本計畫如何整合既有[美崙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配合河口段左岸台灣

狐蝠棲地保育;強化河口生態環

境.是本計畫重要方向;另外吉安

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下游段河口生

態及洄游生物.因海漂沙淤塞對隔

離水道及抽水站洩排是否影響迴

游生物.均為縣府生態環境改善重

點.請加強在報告內詳細說明.如

P22(二)生態環境現況.除述說調

查資源外.在每一小節(如狐蝠.水

域生態.蟹類....)後.建議增加如

何因應做法及建議事項.較為具體

完整。 

6、 P26 表 2-2-1 及 p31 表 2-2-2 指標

物種分布及棲息地點.請配合增加

平面圖標示各樣點位置(表內樣點

ABCDI) 。 

7、 P34 水質環境現況.查多次審查或

諮詢會議及工作坊水質問題均為

關注重點.也是本計畫應優先改善

項目之一.爰依據對於歷年調查監

測數值.提案計畫要如何改善水質

問題.本節應加強說明處理措施。

8、 P35 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應依括

弧內各項內容順序說明並檢附佐

證資料.如說明府內審查會議建議

1.已將其移至附錄三 

 

 

 

2.已調整圖說並以 A3 圖幅呈現 

 

 

3.已更正為 2019 年資料 

 

 

4.已調整圖說內容並以 A3 圖幅呈現 

 

5.已補充相關論述說明於構想中。 

 

 

 

 

 

 

 

 

 

 

 

 

 

6.已補充調查樣站平面圖說明 

 

 

 

7.已補充說明水質改善對策於整體構

想說明中。 

 

 

 

 

8.有關生態檢核後之環境友善對策，本

計畫採納其建議，應用於後續規劃

設計構想說明中，並摘錄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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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及用地取的情形.2 項目均無

具體說明.請補充;另建議在每一

小項後增加建議事項.如(一)生態

檢核提案階段..除研擬對策外:應

檢視工程內容是否可行或有替代

做法均建議補充說明?而規劃設計

階段也辦理生態檢核計畫也提出

相對應之環境友善對策.2 階段應

互相檢視其差異並一一說明原因

或列表差異說明及改善對策;對生

態檢核才有實質效益;例如提案階

段提出水質問題(濁度問題).但規

畫設計階段並未詳細說明(p37 b.

南濱隔離水道)如何處理? 

9、 p35(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1.提

案階段.2.規劃設計階段二階段.

檢核資料項目均以是或否檢核?如

該項檢核是.並無後續說明或佐證

資料?如資訊公開項目..並無說明

於何處揭露 ?另現場勘查也無勘

查紀錄資料佐證...等等.因本案

為提案計畫.內容除依規定項目逐

一撰寫完整外.相關附佐證資料也

應彙整納入.送水利署審查時較易

核定。 

10、p37(2)美崙溪計畫復育;A本計畫區

分景觀遊憩區及生態保留區.生態

檢核計畫建議.本區以生態回復為

主軸.建議本計畫勿區分 2 區.景

觀遊憩區及生態保留區.如要區分

是否建議將景觀遊憩區改為生態

觀察區.如此整區可不受人為遊憩

干擾;因該區為弧蝠棲息環境.為

敏感區....應禁止人為干擾.也符

合生態檢核建議事項。 

11、 P39 微調現有植栽…,本計畫建議

進行局部疏伐.依據弧蝠食物為前

提.雌雄異株.保留多數雌株減少

雄株…;此做法有無徵詢植物.林

業等相關專家意見?也應補充說

明? 

12、P43(二)提案分項案件內容.下方圖

代表何意義?與內容如何連結?建

議刪除? 

於報告書中。本計畫所使用之土地

均為公有地，故用地取得無虞。 

 

 

 

 

 

 

 

 

 

 

 

 

9.已補充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表

補充說明，並補充相關現場勘查紀

錄、照片於附錄三。 

 

 

 

 

 

 

 

 

10.有關景觀遊憩區及生態保留區之名

詞為生態調查團隊於擬定有善保育

對策時使用，本節為原文摘要，故未

修改其用詞。 

 

 

 

 

 

 

11.有關狐蝠之食源植栽建議種類為本

案之生態調查團隊建議，另亦參考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之建議(詳附錄

八) 

 

 

12.該圖為本計畫與吉安溪、美崙溪生

態廊道與休閒遊憩系統串連之示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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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44.案件 1打造南濱公園隔離水道

新風貌.內容僅說明如何確保水道

水量並未說明水質如何改善?另外

也未說明相關環境生態友善之工

法及措施?建議依規定分執行內

容,願景目標,及相關環境生態友

善工法及措施.分段各小節分別說

明,尤應強調環境生態友善工法及

措施.以符合提案規定內容撰述。

14、P46整體計畫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建議將美崙溪及吉安溪水環境計

畫執行進度列表.含經費.完工前

後改善效益說明及與本計畫關聯

範圍如何連結...較易凸顯成效。

15、P50(四)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

性.(說明分項案件與已核定計畫

關聯性)建議應強調提案之[必要

性]及[發展性].倘如審查通過.核

定施作將可發揮整體計畫效益.如

生態景觀.水質改善.環境改善面

積.提升觀光旅遊人口....等.應

補強此量化內容及數據。 

16、P58 八.預期效果及效益.請依規定

增加改善前後量化數據.如改善面

積增減.旅遊人口增減數.改善後

增加多少綠地面積及鋪面改善後

保水面積增加多少?水質改善效果

如RPI指標可由B級提升為A級之

佐證數據等.在提案計畫內容均應

加強論述佐證。 

17、P58營運管理計畫內容不足.請依規

定項目內容補充具體可行內容及

執行計畫。 

18、P58 第七.八.九.均無相關佐證資

料? 

13.已補充說明相關構想文字。 

 

 

 

 

 

 

 

 

14.已補充說明已核定案件之內容及經

費，已及完工照片。 

 

 

 

15.有關計畫之量化效益另論述於第八

章預期成果及效益說明。本節之與

核定計畫之關聯性即說明與其他計

畫執行之延續性。 

 

 

 

 

16.已補充相關量化之效益數據 

 

 

 

 

 

 

 

17.已補充營運管理計畫之具體內容 

 

 

18.補充第九營運管理計畫之佐證資料

於附錄七 

經濟部水利署

第九河川局 

李正工程司恩

彤 

1、 建議水質改善優先考量較佳，(不

僅監測，應規劃改善對策)。 

2、 本案改善計畫，是否有評估生態基

流量? 

3、 案件植栽建議評估與花蓮林管處

合作或諮詢，以利種植符合地域性

之植物。(或貴府農業處)。 

 

4、 是否有評估水環境改善的系統性

1.有關水質改善對策已補充說明於整

體構想。 

2.生態基流量之推估及對策已補充於

基本資料分析及構想中。 

3. 有關狐蝠之食源植栽建議種類為本

案之生態調查團隊建議，另亦參考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之建議(詳附錄

八) 

4. 隔離水道日治時期為自然溪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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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非僅點狀(某一段)的規劃設

計。 

 

 

 

 

5、 環境改善立意良好，建請考量： 

(1)、既有鋪面尚完善，是否有需要再重

作建請謹慎評估。 

 

 

 

 

(2)、南濱直立式護岸退縮，是否有進行

水理模擬?倘洪水會到達設施，是

否量以近自然工法改善?(不做全

斷面攔水設施)。 

 

 

 

 

 

 

 

(3)、步道、廊道…等材料建請考量就地

取材較生態的材質，如透水性、綠

化性、耐候性… 

6、 本計畫建議多邀請在地民眾、NGO

夥伴參與，結合後續營運。 

 

7、 P20、P1 圖表達應補充，例如(2)美

崙溪 A~D、E~E 不易了解表達意思。

計畫將既有水泥護岸局部拓寬、緩

坡化，營造自然曲線的水域空間，建

構雙生態廊道，避免吉安溪因長浪

沒口後而無迴流廊道，緩坡化後水

岸與公園的鏈結增加，優化公園整

體空間景觀及民眾近水空間。 

5. 

(1)本計畫全面檢視既有鋪面之現狀，

保留40%使用狀況良好部分，其餘則

局部配合水岸空間以及分區空間調

整規劃，並以減量增綠之手法，比原

空間增加約56%之綠地，並非完全硬

鋪面，亦為基地透水及保水之措施。

(2)隔離水道日治時期為自然溪流，本

計畫將既有水泥護岸局部拓寬、緩

坡化，營造自然曲線的水域空間，改

善之水岸以近自然工法營造多孔隙

生物棲息空間。本案針對隔離水道

有進行現況之水理計算，於 Q2 及

Q10均不會溢淹。本案之臨時性土堤

非為全斷面攔水設施，其為引流設

施，目的為不要讓聯合排水之汙水

流入隔離水道。 

 

(3)謝謝建議，將納入細部設計修正考

量。 

 

6.謝謝建議，將持續與在地民眾及相關

團體保持互動並盡力邀集其參與後

續維管。 

7.已補充對應之圖面說明。 

林務局花蓮區

林管處書面意

見 

1、 對於縣府(建設處)提報本計畫中，

有納入以在地生態調查為基礎資

料之作出對應規劃設計之建設計

畫，著實予以認同與鼓勵。 

2、 本計畫中有一定篇幅之生態調查

以保育類物種-台灣狐蝠以及陸蟹

群為主要論述對象，惟最終提出之

計畫 3「河口海岸生態棲地營造計

畫」(P. 53-54)中卻僅提及部分植

栽配合台灣狐蝠食性做調整，未見

針對陸蟹族群復育有何規劃。 

 

1.謝謝肯定 

 

 

 

2.有關陸蟹之復育規劃，本計畫擬於中

山橋下，運用邊坡移除後的喬木枝

幹採用不鏽鋼線綑綁於鼎塊，營造

陸蟹棲息空間。讓水生植物能有地

方附著，形成適當的微環境。有枯木

與落果以及土壤中的其他小動物做

為食物，提供了陸蟹的生活棲地。相

關說明請詳整體構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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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3、 棲地營造除具有專業性外,後續維

護管理乃是計畫是否成功之關鍵，

本計畫第九點營運管理計畫

(P.58)係針對設施部分提出清潔

維護工作，尚未論及棲地維護管理

之規劃。 

4、 本「河口海岸生態棲地營造計畫」

中雖建議『減少原棲地大型擾動亦

保有多層次植物相」之低度管理方

式(P.45)，來提供不同生物棲息環

境；惟此理念與在地居民是否有認

同差異(比如居民希望高度人工化

管理之公園)，建議後續要與居民

溝通，以達成生態保育與居民需求

間的雙贏。 

5、 本案為資本建設之計畫，但卻涉及

生物之棲地營造，此係為具有生態

專業之領域，在未來如何於計畫中

執行以達成「落實水環境生態指

標、創造河川水域多元價值」之目

標?建議縣府可多增加論述。 

3.已補充營運管理計畫資料。 

 

 

 

 

 

4.謝謝建議，本計畫現階段以補植食源

植物，且選擇為民眾較不易親近之

區域。 

 

 

 

 

 

 

5.本計畫之生物棲地營造策略乃經一

年之生態調查結果所擬定之階段性

復育對策，後續在施工說明書研擬

時將落實專業分工執行，並加強後

續之生態檢核及監測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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