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相關會議之專家學者建議及綜合結論回應辦理情形表
(縣市政府填報)
河
川
局

縣市 核定
別 批次

(河川局填報)

會議名稱
(包含評核各階段審
查、工作坊、評分與複
評及考核小組等會議)
108 年 3 月 11 日「全國水
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提報
作業南區工作坊上午場（高
雄市、台東縣）

落實辦理情形

專家學者建議及綜合結論

(請說明相關意見回應及納入核定計畫內修正情形)

1.水環境的環境改造與營造計畫中，對人口較集中部落附近水環境的改

河川局
審認結果

1.已納入委員建議事項，於後續執行時納入設計、工程及維管事項之原則。 1、請持續辦理。

造，對生活污水擬採用生態濕地污水處理系統處理，理念很好，但要注
意，生態濕地淨化污染物的速度很慢，必須做好進流水的污水量、水質
調查，作為設計濕地的依據，此外濕地完工後的操作維護很重要，若沒
有常維護，濕地很容易雜草叢生，滋長蚊蟲。

2.臺東最大亮點為優美之自然環境特色，多項提案屬貫穿城鎮排水 2.已將建議事項補充納入各計畫書之四、提報案件內容（一）（二）。
區域，惟跨經自然環境之海岸河段者，仍應以維持自然景觀及生態

八
河
局

台
東
縣

第
三
批

功能位最優先考量，必要進行護岸營造，亦請考量水生及陸域動物
對環境的需求，不同習性生物其各期生活史與活動繁殖所環境條件
有所不同，相關施作應以最小干擾、維持生物原有棲避空間為基本
原則。
3.漁港區有些規劃案有設置遊艇碼頭，應考量未來對油汙或其他衝擊影

3.已將建議事項補充納入各計畫書之四、提報案件內容（一）
（二）
，並於

響之避免措施。

後續配合水環境改善計畫之設計、工程與後續維護管理之環境最低衝擊、

2、確認已辦理。

3、確認已辦理。

生態檢核管控事項。
4.臺東縣生態環境大多保持完整，規劃上考量未來亮點之呈現，建議考

4.已納入委員建議事項於各計畫書之四、提報案件內容（一）
（二）
。本次

量自身資源規劃屬於自我特色部分，尤其是生態復育及親水環境部分，

提報內容均以基於生態之避免、保護、維護與促進其發展等為宗旨。

4、確認已辦理。

可多加著墨。

5、確認已辦理。

5. 生態環境較敏感之地區冝加強地方說明會，並在規劃設計階段之議題

5.已納入委員建議事項於各計畫書之四、提報案件內容（一）
（二）
，於委

探討宜納入討論，以提出因應措施，並於未來施作階段避免開發或造成

託設計階段期間，納入公民參與、與地方組織溝通，在地方發展最適化，

衝擊影響。

兼顧環境保育與地方觀光之方案。

6.建議縣府針對城鎮之心計畫階段，因避免經費排擠，以及跨單位計畫

6.已納入補充說明，詳各計畫書之四、提報案件內容（四）與核定計畫關

整合，進行水環境改善計畫的聚焦提出。

連性、延續性。

7. 據前述，目前提出的大武漁港環境營造工程整體計畫補強了南迴驛建

7.已納入補充說明，詳各計畫書之四、提報案件內容（一）整體計畫概述。 7、確認已辦理。

6、確認已辦理。

設計畫有哪些。
8.金樽漁港轉型為遊艇中樞基地，請與當地漁民或漁會溝通，於汛期之

8 已於日前充分與漁會、漁民溝通，並樂見其成，於後續會持續討論協商最 8、請持續辦理。

使用問題。

佳可實施之細節方案。

9.臺東金樽漁港未有相關當地漁民或漁會代表參與相關說明會或公聽

9.已辦理完成相關說明會、公聽會，詳計畫書附錄三。

會，建議予以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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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確認已辦理。

(縣市政府填報)
河
川
局

縣市 核定
別 批次

(河川局填報)

會議名稱
(包含評核各階段審
查、工作坊、評分與複
評及考核小組等會議)
108 年 3 月 27 日「全國水
環境改善計畫 (第三批次)
臺東縣政府水環境改善計
畫審查及評分」會議

落實辦理情形

專家學者建議及綜合結論

(請說明相關意見回應及納入核定計畫內修正情形)

․金樽漁港案

․金樽漁港案

1.請確定各分項工程及對應補助機關。

1.已依意見修改調整補助機關。

2.惟有關漁港範圍內之相關設施，非屬觀光局之補助範疇。

2.已依意見修改調整補助機關。

3.因本局並非游艇港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故有關游艇港如有施作之必

3.游艇港部分已於計畫書中移除。

要，請改列其他主管機關。

.

河川局
審認結果

1.確認已修正。
2.確認已修正。
3.確認已修正。

․大武漁港案
1.請確定各分項工程及對應補助機關。
2.惟有關漁港範圍內之相關設施，非屬觀光局之補助範疇。

․大武漁港案

3.景觀空橋應說明其施作之必要性及於水環境之關聯性。

1. 已依意見修改調整補助機關。

1.確認已修正。

4.客庄路生活街道系統工程，應較偏重於市區街道改善，建議改爭取營

2. 遵照辦理。

建署城鎮之心計畫爭取經費。

3.景觀廊道陸橋實屬必要，長期以來台九線隔閡聚落生活與漁港關係，影

2. 敬悉。
3. 確認已修正。

․綜合

響地方經濟發展。連結目的是讓生活延續至水岸、地方產業與漁港活動，

1.台東縣所提水環境第三批次第一優先金樽漁港案，計畫推動漁港設施

以及未來休憩旅遊觀光經濟擴延到大武聚落地區消費；同時，串連至金龍

改善、國際衝浪休閒運動區及遊艇碼頭，在配合陸連島地景，發展固符

湖一帶之整體網絡系統。

合縣長執政理念；目前計畫部分正委託三井集團進行細部規劃，且無用

4.遵照辦理。

地問題，原則同意提列，惟請注意人潮引入及遊艇進駐策略，生態部分

․綜合

建立陸蟹廊道佈設問題。

1.已納入委員意見，補充於生態檢核表-工程計畫提報核定階段-生育保育

2.第三優先大武漁港案位於黑潮湧升流場域，近海漁獲豐富，可做海洋

對策(盡量不要破壞原始防風林，保留陸蟹生活空間。)及四、提報案件內

生態教育利用，擬將以地方鄉鎮漁港，發展成提供地方生活機能特色基

容(1.濱海植栽景觀改善工程(濱海防風樹種)2.濱海保育防風林 3.計畫範

地，因所需經費高達 1.094 億元，與計畫原則營造海岸風貌適宜性？尊

圍區建立陸蟹廊道。)

4. 敬悉。
1.確認已辦理。

2.確認已辦理。

重漁政單位意見處理。
3.大武漁港堤防宜改善為陸丹寄居蟹、陸蟹，可通過的「非垂直壁」 ； 2.已納入委員意見，因配合南迴地方創生整體行動，包含南迴驛城鎮之心計
植栽部分請未來送中央部會時，表列清單。

畫、公路及鐵路改善升級、漁港翻轉等計畫，本計畫為其重要行動之一，實

4.金樽漁港的南防浪突堤建議取消，先做水工模型試驗，外側防波堤改

屬需要這筆經費的挹注，補充於四、提報案件內容。

3.確認已辦理。

善工程建議取消回復自然海岸。
․金樽漁港：

3.已納入委員意見，補充於四、提報案件內容。

1.南防浪突堤增建屬新建設施本署不予補助，且尚未進行相關水工模型
試驗，建議再考量本工項是否施作。

4.確認已辦理。
4.已納入委員意見，補充修正於四、提報案件內容。

2.遊艇基地設施興建屬新建設施，本署不予補助。
․金樽漁港：
1.已依意見修改調整補助機關。
2.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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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認已辦理。
2.敬悉。

(縣市政府填報)
河
川
局

縣市 核定
別 批次

(河川局填報)

會議名稱
(包含評核各階段審
查、工作坊、評分與複
評及考核小組等會議)

落實辦理情形

專家學者建議及綜合結論

(請說明相關意見回應及納入核定計畫內修正情形)

3.本(108)年度縣府漁業科有進行金樽漁港港區範圍修訂，建議可提供給 3.依審核意見提供給相關部會參考。
相關部會參考。
․大武漁港：

․大武漁港：

1.請確認本計畫漁業署補助項目為何。

1.已依意見修改調整相木內容。

2.本署於 105 年已補助並施作大武漁港疏浚景觀橋工程，請確認與本案

2.景觀廊道空橋工程，對南迴地區發展、大武漁港及地方生活發展實屬重

景觀空橋工程有無性質相近。

要，工程及功能並無重複。

108 年 5 月 29 日「全國水 一、金樽漁港環境營造計畫：
環境改善計畫」第七次複評 1. 金樽漁港-舞浪遊憩區建置計畫
及考核小組作業會議

河川局
審認結果
3.確認已辦理。

1.確認已辦理。
2.已確認無重複。

一、金樽漁港環境營造計畫：
1.本府配合辦理，已依意見修改案名、計畫內容。相關溝通成果於 108 年 6 1.確認已辦理。

(1)本案原則同意核列補助 7,560 千元。

月 14 日(臺東縣政府-府建水字第 1080125458 號函)檢送。

(2)請縣府於核定前補提送相關溝通成果。
(3)本案件名稱修正為「金樽漁港-舞浪遊憩區建置計畫」。
2. 金樽漁港-自然生態保育計畫
(1)原則同意核列。
(2)請縣府於核定前補提送相關溝通成果。
(3)本案件名稱修正為「金樽漁港-自然生態保育計畫」。
二、大武漁港環境營造計畫：

二、大武漁港環境營造計畫：

1. 大武漁港-南迴驛周邊景觀改善計畫

1.已依意見修改案名、計畫內容，並刪除景觀空橋工項。相關溝通成果於

(1)本案原則同意核列補助經費 34,209 千元。

108 年 6 月 14 日(臺東縣政府-府建水字第 1080125458 號函)檢送。

1.確認已辦理。

(2)另原提報內容之景觀空橋請於修正工作計畫書時刪除。
(3)請縣府於核定前補提送相關溝通成果。
(4)本案件名稱修正為「大武漁港-南迴驛周邊景觀改善計畫」。
2. 大武漁港景觀改善計畫
(1)請詳列工項及細項經費；本署原則同意補助設計規劃費補助經費
2,300 千元。
(2) 108 年底前完成規劃設計，109 年底底前完工，再核列工程補助經費。
(3)請縣府於核定前補提送相關溝通成果。
(4)本案件名稱修正為「大武漁港景觀改善計畫」

整體計畫意見:

整體計畫意見:

一、金樽漁港環境營造計畫：

一、金樽漁港環境營造計畫：

1.已另外召開與衝浪客討論會議，補充於計畫書中。

1.本案設計過程可洽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及沖浪客共同討論，並
將意見評估考量納入細部設計。
2.本案請加強民眾參與等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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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認已辦理。

(縣市政府填報)
河
川
局

縣市 核定
別 批次

(河川局填報)

會議名稱
(包含評核各階段審
查、工作坊、評分與複
評及考核小組等會議)

落實辦理情形

專家學者建議及綜合結論

(請說明相關意見回應及納入核定計畫內修正情形)

二、大武漁港環境營造計畫：

二、大武漁港環境營造計畫：

1.本計畫景觀植栽應注意選用耐鹽之植栽，停車場部分則應納入無障礙

1.已依意見補充至計畫書中四、提報案件內容(二)之各分項案件內容(1)

車位。

河川局
審認結果

1.確認已辦理。

南迴驛周邊景觀改善計畫：1.廣場鋪面及綠化工程 2.停車場工程(增設
無障礙車位)3.排水工程 4.鑿井及澆灌系統設備工程 5.停車場指標工
程；(2)

大武漁港景觀改善計畫 1.濱海景觀工程(選用耐鹽植栽)2.

保護區植栽整治工程 3.既有魚貨及資材建築立面美化

第 17 次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在地諮詢小組會議紀錄及
108.8.6 溝通平台會議紀
錄

1、前瞻通過案件，在設計階段要做公民參與。
2、太平溪貫穿台東市區，宜往綠色廊道、生態廊道，串聯太平洋
及中央山派的生物路廊。
3、 執行單位在辦理各項計畫時，請於計畫各個階段(包括提案階
段、核定階段，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及維護階段)，能與在地
居民、生態關心團體及 NGO 團體作充分溝通及意見交流，以落實公
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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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府遵照委員意見辦理。目前已訂於 108/11/6 辦理金樽漁港環境營造計 1.確認已辦理。
畫設計階段之公民參與會議。
2. 本府第三批次核定案件尚未有與太平溪相關之提案。於第四批次提案

2.請持續辦理。

時，參照委員意見妥適辦理規劃及提案。
3、本府辦理第三批次提案計畫時，皆有辦理公民參與會議，且目前針對所
核定案件，也已訂於 108/11/6 辦理金樽漁港環境營造計畫設計階段之公
民參與會議。

3.確認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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