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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說明及修正辦理情形

1、
保全樹木(2株，樟樹(1K+095)及苦楝(1K+122))應

於平面設計圖中標示，橫斷面圖亦標示其位置。

遵照辦理,已補充保全樹木2株樟樹及

1株苦楝,共3株樹木,以現地移植方

式,詳圖B3及A2及A3

2、

新設緩坡(1)0K+220之緩坡設置位置接近馬路(光華

一街)，逃生後兩棲爬蟲類有被路殺的可能，建議

像東設置(偏移至下游段處)(2)生物緩坡可接受以

1:2設置(坡度約26度)，建議能縮小工程量體。

遵照辦理,經由以前施作經驗得到反

饋以1:2緩坡過於陡坡故修正1:4緩

坡,詳圖C5

3、
圖A2，0K+258該處現況有自來水及灌排管線，已廢

除管線為自來水管，請標示說明。
遵照辦理,已加以標示說明,詳圖A2

4、 本案生態槽數量及大小可否增加設置。
遵照辦理,生態槽尺寸不變,數量為8

座追加至11座

5、
圖B5B4，0K+100新設緩坡圖，高度請切齊至地面高

度。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圖B5

6、
B型水溝設置位置現場橫跨排水設施，是否為農田

灌排需求，如一般排水請直接排入大排內。

B型水溝設置位置,為農田灌排需求,

故不排入大排內

7、 圖號A3住家板橋改成箱涵是否有需求。
為配合本工程整體性,排水溝斷面為

懸臂板斷面,故改成箱涵供住家出入

8、 鋼軌樁設計設鋼板。
遵照辦理,本工程設置鋼軌樁及鋼板

作為擋土設施

9、
詳細借目表P.2,P.3，雜項工程費請再檢視是否核

實足以實成工項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詳細明細表

10、
資源統計表單位"式"工程用量應為"1"請再檢視"

式""單價"複價應請統一。

資源統計表此分析是PCCES系統單價

分析內的資源總計表總合的分析數

量,並非是獨立單分的分析數量

11、 A4縱斷面圖一請補個橋名位置。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圖A4

12、
請補繪標準剖面圖應標示計畫案頂高，地面高，既

有溝底高，河道中心高，計畫基礎高等位置。
遵照辦理,已加以標示,詳圖C1~C4

13、
圖號C1，A型排水溝詳圖一，詳圖二，均請依A4縱

斷面圖之樁號。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圖C1

14、 圖號C3箱涵C4護岸C5緩坡均請補註樁號。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圖C3~C5

15、 圖號C8仿木欄杆請補標各尺寸(與溝牆之連接處)。 遵照辦理,已標示,詳圖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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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圖號D1臨時導排水設施之經費與安全設施是否有編

列在預算中。

本案圖號D1臨時導排水設施之安全設

施經費,已編列在預算中

17、 圖號D2瀝青混凝土鋪設是否考量5-->8CM。
考量工程經費,且本工區位於非主要

幹道,故採用鋪設5cm瀝青混凝土

18、
單價分析表P12，一(一)20.瀝青透層，機油及燃料

單位為"式"數量用10.0，請加以說明。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單價分析表

19、

單價分析表P2，CLSM強度為20~90kgf/cm2，現場土

石拌合基，單價為1100元/m3，其使用之水泥量有

多少?設計強度由20~90kgf/cm2，誤差達45倍，現

場如何配合做圓柱體試驗?

遵照辦理,已修正,並新增1組圓柱體

試驗

20、

設計圖中有生態槽，主要作用是什麼，約30m一處

是否太遠?是否能調整15~20m一處更能發揮生態功

能?另外生態槽底部仍有10公分厚之掃底混凝土，

無法與原地盤相接觸，建議如不影響結構安全，是

否可以將生態槽下方之混凝土不予施作讓水溝之水

可任由生態槽直接入滲至地下？

生態槽作用保留原生態之功能,生態

槽調整成20m一處,底部10公分厚掃底

混凝土移除不封底,故讓水溝之水任

由生態槽植入滲至地下,詳圖C6

21、
圖號B1，既有斜坡處打「處」，是否應改為打

「除」以免誤解?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圖B1

22、

新設A型排水溝旁原土分層回填壓實，要分幾層?每

層厚度多少?請加以說明，且其寬度僅約1.2m如何

加以確實壓實，並防日後路面沉陷。

遵照辦理,已修正,採用每層厚度為

30cm,分層10層,以夯實機壓實,防止

日後路面沉陷,已詳圖C1

23、

圖號B10 A型排水溝0K+220~0K+249右側(北側)原有

住戶排水溝，開挖後是否再復原尤其0K+220(後)斷

面開挖線就在圍牆旁，雖有鋼軌樁，可能仍會造成

圍牆受損壞龜裂是否另有其他方式可補救?

原0K+780~0K+809(0K+220~0K+249)右

側(北側)設有緩坡,本次修正緩坡東

移 至

0K+630~0K+643.4(0K+070~0K+083.4)

及

0K+670~0K+683.4(0K+110~0K+123.4)

, 故 0K+780~0K+809(0K+220~0K+249)

圍牆離鋼軌樁有1.3m,故此圍牆位置

24、

設計圖中，各溝段縱坡坡度有所變化，其流速如何

加以計算出來，並將流速控制在安全流速範圍，以

免造成表面沖刷。

詳水理計算表,流速控制,V≦6.1m/s

內,以最臨界斷面去做為檢驗標準

25、
請於設計圖之首頁或適當位置增加圖例，以便與設

計圖對照。
遵照辦理,已補充,詳圖A2~A3

26、
交通安全維持計畫之各項設施，是否放入設計圖

內?
遵照辦理,已放入,詳圖T2

27、
施工期只有4個月，一定會碰到防汛季節，有無設

計相關防護措施加以配合?

施工期間由4個月提升至5個月工期,

遇到防汛期,本案有編列其防汛相關

措施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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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有無作本工程對當地環境友善措施之考量?

考量對當地友善措施,本工程有提供

緩坡設計及生態槽及環境綠化等設

施,達成環境友善之考量

29、 施工進度表如何計算，請補充之工期計算表。

依施工要徑排程,並以各工程金額作

為分配權重,進度計算,以施工數量所

產生之金額與工程契約金額之比例,

公式如下,工程進度(%)=施作數量金

額/工程契約金額

30、
總表第1頁，工程監造費(1000萬元以上)3.9%*95%

，1000萬元以下工程監造費為92%，請再確認。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總表

31、
詳細價目表第3頁勞工安全衛生告示牌請修正為職

業安全衛生告示牌並補充單價分析。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單價分析表

32、

光華排水在前年度應急工程已完成OK+000~0K+560

本年度的應急工程里程樁號建議接續編號，並依目

前辦理治理規劃報告及現場水理條件佈設合宜結構

物。

遵照辦理,已修正,改為0K+560為起

點,詳圖A3

33、
工區測量成果建議與目前規劃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

圍線作套繪。
遵照辦理,已套繪,詳圖A3

34、 圖說請補繪施作工程位置圖。 遵照辦理,已補充,詳圖00

35、 圖號00工程起訖點建議標示里程樁號及座標。 遵照辦理,已補充,詳圖00

36、
圖說施工說明部分，建議補充本工程剩餘處石方

(廢土)處理原則。

遵照辦理,已標示,本案引用花蓮縣營

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請

承攬廠商提送剩餘土石方計畫,內容

包含路線及合法土資場,詳圖00施工

位置及圖目錄-施工說明

37、 圖號A2施工前整備圖建議補充圖例說明。 遵照辦理,已補充,詳圖A2

38、
圖號A3，平面配置圖建議增加測量座標控制點BM等

引測資料。
遵照辦理,已補充,詳圖A3

39、 圖號B2，橫斷面建議標示道路洩水坡度及方向。 遵照辦理,已補充,詳圖B1~B14

40、
圖號C8，仿木欄杆例面圖，在標示直徑尺寸不夠清

楚。
遵照辦理,已補充,詳圖C8

41、
圖號S2請補充劃設道路標線，採用抗滑係數標準為

何?

遵照辦理,已補充,抗滑係數≧50BPN,

詳圖S2

花蓮縣政府

111年度吉安鄉光華排水應急工程

111/03/31細部設計審查會議紀錄意見回覆表



第4頁共4頁

42、 建議補充標示「施工便道」，「安全防護」範圍。 遵照辦理,已補充,詳圖D2

43、
請補充箱涵結構計算書，臨時開挖擋土結構計算

書。

遵照辦理補充,詳箱涵結構計算書,臨

時開挖擋土結構計算書,詳臨時開挖

擋土結構計算書,依造營造安全衛生

設施標準第五章及相關規定,並於開

挖施工前由承商提供

44、

保全樹木(樟樹(0K+95)及苦楝 (0K+122)) 應於平面設

計圖中標示，橫斷面圖亦標示其位置，並在圖說中

列出樹木防護措施進行迴避。此二株樹木皆為胸徑

大於50以上之孤立大橋木，經長時間成長於此，樹

型優美。團隊於現勘時得知居民也希望能對其進行

現地保留。

遵照辦理,已補充保全樹木2株樟樹及

1株苦楝,共3株樹木,以現地移植方

式,詳圖B3及A2及A3

45、
生態團隊肯定設計單位之生態槽設計，也建議在考

量結構安全情形下增加設置數量。

遵照辦理,生態槽尺寸不變,數量為8

座追加至11座

46、

生物通行緩坡：

A. 0K+220之緩坡設置位置接近馬路(光華一街)，

逃生後兩棲爬蟲類有被路殺的機率較高，建議向東

側設置 (偏移至下游段處)

B. 建議能縮小工程量體。生物緩坡坡度可接受以

1:2 (高:底) 設置 (坡度約26度)，改善原有設計

(坡度1:10) 可大幅減少工程量體。

C. 建議增加設置緩坡數量。

遵照辦理,經由以前施作經驗得到反

饋以1:2緩坡過於陡坡故修正1:4緩

坡,詳圖C5

47、

建議在腹地足夠區域(排水溝與地界線間有1.2米以

上之空間) 補植原生物種灌木，增加生物棲息空

間。。

遵照辦理,本工程有提供緩坡設計及

生態槽及環境綠化等設施,種植月橘

48、

經費編列方面，目前只有樹木移除經費，應增加編

列：

A. 對保全樹木相關措施經費。

B. 補植樹木經費。

C. 依工程會規定，廠商須編列教育訓練經費，聘

請生態人員授課，並現場確認友善措施與保全對象

如何執行相關作業。

遵照辦理,已編列,詳詳細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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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吉安鄉光華排水應急工程」 
預算書圖審查會議會議紀錄 

伍、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1年3月31日（星期四）下午2時 

陸、 開會地點：本府建設處水利科會議室 

柒、 主持人：張科長世佳 

捌、 主持人致詞：（略） 

玖、 審查意見： 

一、 顏委員顏光： 

(一) 詳細借目表 P.2,P.3，雜項工程費請再檢視是否核實足以實成

工項。 

(二) 資源統計表單位"式"工程用量應為"1"請再檢視"式""單價"複價

應請統一。 

(三) A4縱斷面圖一請補個橋名位置。 

(四) 請補繪標準剖面圖應標示計畫案頂高，地面高，既有溝底高，

河道中心高，計畫基礎高等位置。 

(五) 圖號 C1，A型排水溝詳圖一，詳圖二，均請依 A4縱斷面圖之

樁號。 

(六) 圖號 C3箱涵 C4護岸 C5緩坡均請補註樁號。 

(七) 圖號 C8仿木欄杆請補標各尺寸(與溝牆之連接處)。 

(八) 圖號 D1臨時導排水設施之經費與安全設施是否有編列在預算

中。 

(九) 圖號 D2瀝青混凝土鋪設是否考量5-->8CM。 

三、 劉委員泉源： 



(一) 單價分析表 P12，一(一)20.瀝青透層，機油及燃料單位為"式"

數量用10.0，請加以說明。 

(二) 單價分析表 P2，CLSM 強度為20~90kgf/cm2，現場土石拌合

基，單價為1100元/m3，其使用之水泥量有多少?設計強度由

20~90kgf/cm2，誤差達45倍，現場如何配合做圓柱體試驗? 

(三) 設計圖中有生態槽，主要作用是什麼，約30m 一處是否太遠?

是否能調整15~20m 一處更能發揮生態功能?另外生態槽底部

仍有10公分厚之掃底混凝土，無法與原地盤相接觸，建議如

不影響結構安全，是否可以將生態槽下方之混凝土不予施作讓

水溝之水可任由生態槽直接入滲至地下？ 

(四) 圖號 B1，既有斜坡處打「處」，是否應改為打「除」以免誤解? 

(五) 新設 A 型排水溝旁原土分層回填壓實，要分幾層?每層厚度多

少?請加以說明，且其寬度僅約1.2m 如何加以確實壓實，並防

日後路面沉陷。 

(六) 圖號 B10 A 型排水溝0K+220~0K+249右側(北側)原有住戶排

水溝，開挖後是否再復原尤其0K+220(後)斷面開挖線就在圍

牆旁，雖有鋼軌樁，可能仍會造成圍牆受損壞龜裂是否另有其

他方式可補救? 

(七) 設計圖中，各溝段縱坡坡度有所變化，其流速如何加以計算出

來，並將流速控制在安全流速範圍，以免造成表面沖刷。 

(八) 請於設計圖之首頁或適當位置增加圖例，以便與設計圖對照 

(九) 交通安全維持計畫之各項設施，是否放入設計圖內? 

(十) 施工期只有4個月，一定會碰到防汛季節，有無設計相關防護

措施加以配合? 

(十一) 有無作本工程對當地環境友善措施之考量? 



四、 盧委員孟嘉: 

(一) 施工進度表如何計算，請補充之工期計算表。 

(二) 總表第1頁，工程監造費(1000萬元以上)3.9%*95%，1000萬

元以下工程監造費為92%，請再確認。 

(三) 詳細價目表第3頁勞工安全衛生告示牌請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

告示牌並補充單價分析。 

(四) 光華排水在前年度應急工程已完成 OK+000~0K+560本年度的

應急工程里程樁號建議接續編號，並依目前辦理治理規劃報告

及現場水理條件佈設合宜結構物。總表第1頁，工程監造費

(1000萬元以上)3.9%*95%，1000萬元以下工程監造費為92%，

請再確認。 

(五) 工區測量成果建議與目前規劃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作套繪。 

(六) 圖說請補繪施作工程位置圖。 

(七) 圖號00工程起訖點建議標示里程樁號及座標。 

(八) 圖說施工說明部分，建議補充本工程剩餘處石方(廢土)處理原

則。 

(九) 圖號 A2施工前整備圖建議補充圖例說明。 

(十) 圖號 A3，平面配置圖建議增加測量座標控制點 BM 等引測資

料。 

(十一) 圖號 B2，橫斷面建議標示道路洩水坡度及方向。 

(十二) 圖號 C8，仿木欄杆例面圖，在標示直徑尺寸不夠清楚。 

(十三) 圖號 S2請補充劃設道路標線，採用防滑係數標準為何? 

(十四) 建議補充標示「施工便道」，「安全防護」範圍。 

(十五) 請補充箱涵結構計算書，臨時開挖擋土結構計算書。 



五、 本府建設處水利科： 

(一) 保全樹木(2株，樟樹(1K+095)及苦楝(1K+122))應於平面設計

圖中標示，橫斷面圖亦標示其位置。 

(二) 新設緩坡(1)0K+220之緩坡設置位置接近馬路(光華一街)，逃

生後兩棲爬蟲類有被路殺的可能，建議像東設置(偏移至下游

段處)(2)生物緩坡可接受以1:2設置(坡度約26度)，建議能縮小

工程量體。 

(三) 圖 A2，0K+258該處現況有自來水及灌排管線，已廢除管線為

自來水管，請標示說明。 

(四) 本案生態槽數量及大小可否增加設置。 

(五) 圖 B54，0K+100新設緩坡圖，高度請切齊至地面高度。 

(六) B 型水設置位置現場無橫跨排水設施，是否為農田灌排需求，

如一般排水請直接排入大排內。 

(七) 圖號 A3住家板橋改成箱涵是否有需求。 

(八) 鋼軌樁設計設鋼板。 

壹拾、 結論： 

請台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參酌各委員意見修正，並請於111年4月14日星

期四前提送本府。 

壹拾壹、 散會（中華民國111年3月31日下午16時00分） 

 

 

 



 



 

 

 



111 年度吉安鄉光華排水應急工程預算書圖審查會 

亞磊數研團隊生態議題意見 
1. 保全樹木(樟樹(0K+95)及苦楝 (0K+122)) 應於平面設計圖中標示，橫斷面圖亦標
示其位置，並在圖說中列出樹木防護措施進行迴避。此二株樹木皆為胸徑大於

50以上之孤立大橋木，經長時間成長於此，樹型優美。團隊於現勘時得知居民
也希望能對其進行現地保留。 

2. 生態團隊肯定設計單位之生態槽設計，也建議在考量結構安全情形下增加設置
數量。 

3. 生物通行緩坡： 
A. 0K+220之緩坡設置位置接近馬路(光華一街)，逃生後兩棲爬蟲類有被路殺的
機率較高，建議向東側設置 (偏移至下游段處) 

B. 建議能縮小工程量體。生物緩坡坡度可接受以 1:2 (高:底) 設置 (坡度約 26
度)，改善原有設計 (坡度 1:10) 可大幅減少工程量體。 

C. 建議增加設置緩坡數量。 
4. 建議在腹地足夠區域(排水溝與地界線間有 1.2米以上之空間) 補植原生物種灌
木，增加生物棲息空間。 

5. 經費編列方面，目前只有樹木移除經費，應增加編列： 
A. 對保全樹木相關措施經費。 
B. 補植樹木經費。 
C. 依工程會規定，廠商須編列教育訓練經費，聘請生態人員授課，並現場確認
友善措施與保全對象如何執行相關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