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基隆市第五批次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審查及評分會議

提案說明
2021/06/24

1



簡報大綱

一. 第二批及三批已核定計畫辦理情形

二. 第五批提案說明

1.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
(環保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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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報告)

2. 西定河水環境改善工程(環保局報
告)

3. 長潭漁港及望海巷漁港優化工程
(產發處報告)

三. 5月12日共學營委員意見回覆



第二批及三批已核定計畫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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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次

旭川河水質改善現地處理工程

田寮河水質改善現地處理及水
環境營造工程西定河水環境營造(規劃設計案)

基隆港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河 港 水質改善與環境景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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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坑
車站

旭川河水質改善現地處理工程

南榮河水質提升現地處理及沿
岸水環境營造工程

旭川河沉砂池二期水環境營造工程

田寮河二期(旺牛橋上游)水環
境營造 (規劃設計案)



序
號 工程名稱 批次 核定經費

(仟元)
執行狀況

1
田寮河水質改善現地處理及
水環境營造工程

二 100,000
工程執行中
預定110年5月25日完
工

2
旭川河水質改善現地處理工
程

二 88,890
工程執行中
預定110年5月30日完
工

3
旭川河沉砂池二期水環境營

二 50,000
工程執行中
預定110年9月6日完工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3
造工程

二 50,000 預定110年9月6日完工

4
南榮河水質提升現地處理及
沿岸水環境營造工程

二 152,819
工程執行中
預定111年4月24日完
工

5
西定河水環境營造(規劃設
計案)

三 20,000
進行細部設計階段
預計5月底完成

6
田寮河二期(旺牛橋上游)水
環境營造 (規劃設計案)

三 6,000
進行細部設計階段
預計6月底完成



第五批提案說明

第一案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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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



基 隆 港

虎仔山
基隆地標

曾子寮山

二沙灣砲台

建構水岸都市的開放空間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

開放空間

步行系統

觀光資源節點

廟口夜市

三坑車站
許梓桑古厝
司令官邸舊址

中正公園

遊廓舊址

田寮河

南榮河

旭川河

西定河 田寮河水岸環境改善

南榮河水岸環境改善

旭川河水岸環境改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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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佑
科技大學

遊客服務中
心 活動中心

成功國中

田徑場

市立醫院
體育館

中興國小

東信國小東光國小

希望之丘

4

基地位置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田寮河水岸環境改善

 地下礫間處理設
施工程施作中

 預計110年5月25
日完工

 田寮河二期(旺
牛橋上游)水環
境營造 (細設階

1

2

3

4

藝文載體 (本案)

城市多功能廣場 (本案)

台肥都市設計變更計畫

希望之丘環山步道

金交椅山環山步道

長命山環山步道

東信宿舍群改善計畫

月眉河人本綠園道

東明路人行系統

5

6

7

8

9

基隆女中

體育館

月眉國小

12

3

5

6

7

8

9 9

文創核心

休閒核心

8

境營造 (細設階
段)，已完成景
觀規劃設計(第
三批次核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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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次補助工程案
現地處理設施與截流目前施工中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田寮河水岸環境改善

現地處理設施
• 現地處理設施: 4,000CMD 礫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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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後，田寮河工程範圍兩側雖多為人為擾動區域，部分區域為人為建物及草地，
然河道兩側皆以栽植大量之行道樹，且兩岸沿線行道樹林木已成良好景觀，亦可供
民眾遊憩使用，故其應列為本案陸域植物保全對象

生態關注區域及保全對象田寮河檢核調查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生態檢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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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的尺度, 建構彈性與多元使用的水岸活動空間, 型塑東區核心
水岸、地景、市集、集會、活動、廣場、綠化………

櫸
樹牆面爬藤綠化

田寮河

城市廣場 機房(水淨場上方空間)
進排風

櫸
樹

城市廣場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田寮河水岸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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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牆面爬藤綠化

機房排風口

城市廣場 城市廣場 櫸

樹

旺牛

橋

城市廣場配置圖
城市廣場立面圖

加油站

11



以城市的尺度, 建構彈性與多元
使用的水岸活動空間, 型塑東區
核心 水岸、地景、市集、集會、活動、
廣場、綠化………

城市廣場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田寮河水岸環境改善

機 房

12

水淨場位置

機 房

排 風
東明路

廣場

城市廣場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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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與經費
截流與現地處理設施施工中,
景觀細部設計已完成

現地處理設施上方景觀工程
工項分別為假設工程､土木工程､
鋪面工程､植栽工程､照明工程､排
水工程､機電工程與景觀設施等。

工程項目

工程名稱 田寮河水岸改善計畫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金額(元) 備註

壹 直接工程費

壹、1 假設工程 750,000 

壹、2 景觀土木工程 130,700 

壹、3 景觀鋪面工程 3,825,000 

壹、4 景觀植生工程 500,020 

壹、5 景觀照明工程 13,000 

壹、6 景觀排水工程 500,000 

壹、7 景觀儀電工程 300,000 

壹、8 景觀設施工程 2,211,000 

小計 8,229,720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田寮河水岸環境改善

水工程､機電工程與景觀設施等。

工程經費
總工程經費約為1,016萬元
包含直接工程費用、間接工程費用及
其他相關費用，其中發包費用約新台
幣9,40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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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間接工程費

貳、1 環保清潔費 82,297 壹.合計約1%

貳、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 49,378 壹.合計約0.6%

貳、3 工程品質管理費(含材料試驗費) 65,838 壹.合計約0.8%

貳、4 廠商利潤及管理費 505,634 壹.+~貳(三)合計約6%

貳、5 營造綜合保險費 25,282 壹.+~貳(三)合計約0.3%

貳、6 營業稅 447,907 壹.合計+貳.一~五之5%

小計 1,176,336 
壹與貳的小計 9,406,056 

參 自辦工程費

參、1 監造費 544,000 

參、2 工程管理費 209,943 
小計 753,943 
總價(總計) 10,160,000 



基地位置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旭川河水岸環境改善

• 加蓋大樓、崁仔頂漁市及
周圍市場及廟口商圈生活
市場廢污水排入

• 上游南榮與西定河來水不
佳，影響水質

• 沉砂池座落市區，與市區
景觀強烈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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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地處理設施與截流目前施
工中

• 第二批次提案核定，景觀已
完成細設規劃

現地處理設施

現地處理設施
現地處理設施: 5,000CMD礫間處理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旭川河水岸環境改善

+3.70
+4.00

+2.50+1.90

+2.00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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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處理設施

+4.00

15



• 陸域生態：夜鷺、黃頭鷺、小白鷺、赤腹松鼠、大卷尾、白頭翁、紅嘴黑鵯等。
• 水域生態：無
• 樹木：榕樹六棵。
• 保全對象：此區域原六棵大榕樹之樹冠層中有為數眾多之鷺科鳥類群聚、築巢，且有育幼、繁殖等
行為，故後續需以生態補償方式 減輕開發行為對本區陸域生態之影響

生態關注區域及保全對象

陸域生態

赤腹
松鼠 夜鷺

紅嘴
黑鵯

白頭
翁

旭川河生態檢核調查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生態檢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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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卷
尾

無疣
蝎虎

松鼠

小白
鷺

榕樹

48 16



順應水淨場頂版高程變化及高速公路引道,
依水淨場結構體形狀線性逐層配置不同質
感鋪面, 保留最大可綠化空間
芒草叢、楓香列、紫薇林外, 垂直綠化的引
道立面, 營造整體綠意圍塑之生態環境、棲
地與市民水岸休憩場域

景觀設計 城口綠洲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旭川河水岸環境改善

17

綠籬

觀景平台 休憩廣場

高架橋

+4.10+3.80
+2.80

+2.30

+3.30

城口綠洲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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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與經費

現地處理設施上方景觀工程
工項分別為假設工程､土木工程､
鋪面工程､植栽工程､照明工程､排
水工程､機電工程等。

工程項目

截流與現地處理設施施工中,
景觀細部設計已完成

工程名稱 旭川河水案環境改善計畫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金額(元) 備註

壹 直接工程費

壹、1 假設工程 58,603 

壹、2 景觀土木工程 140,400 

壹、3 景觀鋪面工程 1,480,750 

壹、4 景觀植生工程 1,127,200 

壹、5 景觀照明工程 484,000 

壹、6 景觀排水工程 300,000 

壹、7 景觀儀電工程 400,000 

壹、8 景觀設施工程 2,680,000 

小計 6,670,953 
貳 間接工程費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旭川河水岸環境改善

水工程､機電工程等。

工程經費
總工程經費約為825萬元
包含直接工程費用、間接工程費用
及其他相關費用，其中發包費用約
新台幣7,6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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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間接工程費

貳、1 環保清潔費 66,710 壹.合計約1%

貳、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 40,026 壹.合計約0.6%

貳、3 工程品質管理費(含材料試驗費) 53,368 壹.合計約0.8%

貳、4 廠商利潤及管理費 409,863 壹.+~貳(三)合計約6%

貳、5 營造綜合保險費 20,493 
壹.+~貳(三)合計約
0.3%

貳、6 營業稅 363,071 
壹.合計+貳.一~五之
5%

小計 953,530 

壹與貳的小計 7,624,483 
參 自辦工程費

參、1 監造費 441,902 

參、2 工程管理費 183,615 

小計 625,517 

總價(總計) 8,250,000 



串連南榮社區水
綠空間
建構城市、鄰里
與自然的網絡

城區功能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南榮河水岸環境改善

鄰里樂活

郊野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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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地處理設施與截流目前施工
中，預定111年4月24日完工

• 第二批次核定，景觀已完成細
設規劃

2. 現地處理設施
• 水淨場(約2,700 CMD)
 MA1~MA19截流量約1,667CMD
 MA15河道取水量約1,033CMD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南榮河水岸環境改善

圖例

污水流向

污泥流向礫間接觸曝氣池

污泥貯池

揚水井

巴歇爾量水槽

進流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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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木：胸徑較大之榕樹、蓮霧、雀
榕及幹花榕等大樹。

• 陸域生態：珠頸斑鳩、斯文豪氏攀
蜥、黑冠麻鷺、赤腹松鼠等

• 水域生態：吳郭魚、豹紋翼甲鯰。
• 保全對象：陸域各類群，如鳥類、
小型哺乳類、爬蟲類、蝶類，可能
利用計畫範圍內之樹木作為繁殖或
覓食之場域，為維護本區域動物生

生態關注區域及保全對象

南榮河生態檢核調查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生態檢核報告

豹紋翼
甲鯰

黑冠
麻鷺

吳郭魚 攀蜥

珠頸
斑鳩

榕樹

陸域生態水域生態

覓食之場域，為維護本區域動物生
存空間及食物資源，

• 將大樹列為生態保全對象
南榮路58號停車場 龍門市場旁綠地

雀榕 榕樹 蓮霧 2121



南榮之廳
水岸景觀營造
近水步道、綠帶植被

現地處理設施地面景觀
停車空間

觀水步橋

觀水平台
籃球場

休憩草坡

兒童遊憩平台

親水階梯

親水階梯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南榮河水岸環境改善

龍門
里民活動中心

觀水平台
籃球場

0          6                                24m

N

入口廣場
濱水步道

社區活動
空間與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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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B

現地處理設施

A

兒童遊戲場 & 綠帶 南榮
河

草坡階梯 草丘綠帶 停車空間

現地處理設施地面景觀

原岸線

- 南榮之廳 水岸景觀營造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南榮河水岸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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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A

B

現地處理設施

兒童遊戲場 & 綠帶 南榮
河

草坡階梯 綠帶 停車空間活動廣場

原岸線
原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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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處理設施地面景觀 - 南榮之廳 水岸景觀營造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南榮河水岸環境改善

2424
水淨場上部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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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處理設施上方景觀工程，
工項分別為假設工程､鋪面工程､植
栽工程､照明工程與 噴灌工程等。

工程項目

截流與現地處理設施施工中,
景觀施工圖已完成

工程項目與經費 工程名稱 南榮河水岸環境改善工程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金額(元) 備註

壹 直接工程費

壹、1 假設工程 832,390 

壹、2 植栽工程 1,621,600 

壹、3 鋪面工程 1,240,150 

壹、4 照明工程 600,200 

壹、5 噴灌工程 700,000 

小計 4,994,340 
貳 間接工程費

貳、1 環保清潔費 49,943 壹.合計約1%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 29,966 . 0.6%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南榮河水岸環境改善

工程經費
總工程經費約為620萬元
包含直接工程費用、間接工程費用
及其他相關費用，其中發包費用約
新台幣5,70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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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 29,966 壹.合計約0.6%

貳、3 工程品質管理費(含材料試驗費) 39,955 壹.合計約0.8%

貳、4 廠商利潤及管理費 306,852 壹.+~貳(三)合計約6%

貳、5 營造綜合保險費 15,343 壹.+~貳(三)合計約0.3%

貳、6 營業稅 271,820 壹.合計+貳.一~五之5%

小計 713,879 

壹與貳的小計 5,708,219 
參 自辦工程費

參、1 監造費 335,465 

參、2 工程管理費 156,316 

小計 491,781 

總價(總計) 6,200,000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

項
次

分項案 對應 總工程經費 (單位：千元)

總額

件名稱 部會 110年度 111年度
工程費小計
(B)+(C)

總計

設計費(A) 工程費(B) 工程費(C) (A)+(B)+(C)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2,461萬元 (中央補助款：2,018萬千元、地方分擔款：443萬千元)

城市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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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寮河水岸環境改善 水利署、觀光局 0 0 6,017 1,294 2,314 508 7,713 1,693 8,331 1,829 10,160

2 旭川河水岸環境改善 水利署、觀光局 0 0 4,889 1,074 1,876 412 6,254 1,372 6,765 1,485 8,250

3 南榮河水岸環境改善 水利署、觀光局 0 0 4,043 888 1,040 228 4,681 1,027 5,084 1,116 6,200

城市廣場

城口綠洲

南榮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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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改善工程-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田寮河水岸環境改善
• 時間：109年5 月 20 日

• 地點：信綠里里民活動中心

旭川河水岸環境改善
• 時間：107 年12 月 26 日

施工期間減少對魚類的危害，並加
強夜間照明及河道清淤

• 時間：107 年12 月 26 日

• 地點：環保局2樓會議室

南榮河水岸環境改善
• 時間：107 年7月12~13日

• 地點：龍門里、曲水里活動中心

27

上游西定河及旭川河配合民眾意見
未來加強清淤，避免異味及淹水

原籃球場予以保留，河道以不加蓋
不減少河川斷面，以避免淹水



第五批提案說明

第二案

西定河水環境改善工程

28

西定河水環境改善工程



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西定河水環境改善
規劃設計計畫

基隆市水環境改善計畫基隆市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三批次提案第三批次提案

108108年年

旭旭
軍軍

台台

利用設置現地處理設施，透過適
當工法將水體進㇐步淨化，以減
輕河川污染負荷。

29

上游段 台鐵舊宿舍 細設階段
中游段 軍備局福利站 細設階段
下游段 旭川河沉砂池 工程執行中

整體改善策略



水質水量調查成果水質水量調查成果
西定河各點檢測結果多

數屬嚴重污染。

N

項目 監測點
水量

(m3/day)

水質(mg/L)

RPI值 污染指數
DO SS

NH3-

N
BOD

平均

A1 25,588 2.63 6.95 7.92 12.26 5.75 中度汙染

A2 22,923 2.63 6.60 7.58 11.11 5.75 中度汙染

A3 11,401 1.36 4.96 7.97 5.90 6.75 嚴重

A4 10,874 1.58 5.29 7.86 5.43 6.75 嚴重

A5 9,184 1.73 6.43 8.07 6.15 6.75 嚴重

圖例
西定河
檢測點

圖例
西定河
檢測點

A5 9,184 1.73 6.43 8.07 6.15 6.75 嚴重

A6 7,154 1.73 5.55 8.44 6.64 6.75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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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使用範圍

西

河

定

西定

2

3
1

緊鄰民房

用地現況

台鐵舊宿舍基地現況

2
高架道路位於

西定河上方

西定

高架道路

3

左岸緊鄰民房

工區位置

西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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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實際水量約11,000CMD，設計處理量5,000CMD。

 截流設施(河道降挖取水)。

 前處理設施1處（含取水井及沉砂池）。

 地下礫間淨化槽及相關設備。

 操作機房1棟。

河道取水工平剖圖河道取水工平剖圖

台鐵舊宿舍規劃平面圖

採渠底降挖，不影響通洪
圖 例

地號地界範圍

工程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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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舊宿舍景觀構想平面圖

圖例說明：

定國橋 公園步行動線

圖例說明：

維修/車行動線

鄰房居民動線

年⾧者運動動線

都市計畫道路8M(未開闢)
目前為消防通道(w=5.5M)

定國橋

停車場

113
5577

22

臺鐵舊宿舍-樂活社區公園

11

22

33

44

55

多功能廣場

年⾧者環狀運動散步道

周邊鄰房動線

遮陰棚架及座椅休憩區

自然遊戲區(草坡+滑梯)

66

77 機房建築

綠帶空間44

66

0 10m 20m

88

88 可食地景花園

可食地景花園、綠地植栽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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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綠屋頂

台鐵舊宿舍景觀構想剖面圖

步行空間

透水鋪面+植生過濾,下方污水淨化

自然遊戲區(草坡+滑梯)礫間
機房

機房
建築

剖面線位置

維修通道住宅

鋪面

居民通道遮陰棚架+座椅休憩區

鋪面 西定河河域

西定河高架道路

西定河高架橋

涼亭及植栽空間供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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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經費概估工程經費概估((台鐵舊宿舍台鐵舊宿舍))
西定河水質改善工程(台鐵舊

宿舍場)經費約為9,707萬8千元。

項次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壹 發包工程費(水質改善工程)

壹.一 直接工程費

(一) 礫間處理工程 式 1      34,000,000  34,000,000  
預計處理量

5000CMD

(二) 前處理單元工程 式 1      2,400,000   2,400,000   

(三) 整地工程 式 1      7,000,000   7,000,000   

(四) 截流工程 式 1      600,000     600,000     

(五) 假設工程(含擋土支撐等) 式 1      21,100,000  21,100,000  

(六) 雜項工程(含試挖等) 式 1      1,000,000   1,000,000   

項次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壹 發包工程費(環境營造工程)

壹.一 直接工程費

(一) 機房工程 式 1      3,000,000   3,000,000   

(二) 景觀工程 式 1      30,000,000  30,000,000  

(三) 儀電工程 式 1      12,000,000  12,000,000  

(四) 雜項工程(含試挖等) 式 1      2,000,000   2,000,000   

小計(壹.一) 47,000,000  

壹.二 間接工程費

西定河環境營造工程(台鐵舊
宿舍場)經費約為5,968萬2千元。

水質改善工程 環境營造工程

小計(壹.一) 66,100,000  

壹.二 間接工程費

(一) 功能試運轉 式 1      1,100,000   1,100,000   3個月

(二) 竣工後功能評估及驗證 式 1      2,994,000   2,994,000   6個月

(三) 鄰房鑑定費 式 1      1,000,000   1,000,000   

(四) 職業安全衛生費 式 1      1,322,000   1,322,000   約壹.一× 2%

(五) 安全設施及交通維持費 式 1      661,000     661,000     約壹.一× 1%

(六) 工程品質管理及試驗費 式 1      991,500     991,500     約壹.一× 1.5%

(七) 包商利潤費及工程保險費 式 1      4,627,000   4,627,000   約壹.一× 7%

(八) 營業稅 式 1      3,939,500   3,939,500   約壹.一× 5%

小計(壹.二) 16,635,000  

發包工程費合計(壹) 82,735,000  

貳 市府自辦費用

貳.一 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248,650       248,650       約壹× 0.3%

貳.二 工程管理費 式 1       2,482,050     2,482,050     約壹× 3%

貳.三 品管試驗費 式 1       198,300       198,300       約壹.一× 0.3%

貳.四 操作及維護，成效評估與驗證費 式 1       8,064,000     8,064,000     分項詳表6.4-1

貳.五 外線補助費(含自來水申請) 式 1       500,000       500,000       

貳.六 監造技術服務費用 式 1       2,850,000     2,850,000     

總價(總計) 97,078,000  

(一) 職業安全衛生費 式 1      940,000     940,000     約壹.一× 2%

(二) 安全設施及交通維持費 式 1      470,000     470,000     約壹.一× 1%

(三) 工程品質管理及試驗費 式 1      705,000     705,000     約壹.一× 1.5%

(四) 包商利潤費及工程保險費 式 1      3,290,000   3,290,000   約壹.一× 7%

(五) 營業稅 式 1      2,620,000   2,620,000   約壹.一× 5%

小計(壹.二) 8,025,000   

發包工程費合計(壹) 55,025,000  

貳 市府自辦費用

貳.一 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165,250       165,250       約壹× 0.3%

貳.二 工程管理費 式 1       1,650,750     1,650,750     約壹× 3%

貳.三 品管試驗費 式 1       141,000       141,000       約壹.一× 0.3%

貳.四 外線補助費(含自來水申請) 式 1       500,000       500,000       

貳.五 監造技術服務費用 式 1       2,200,000     2,200,000     

總價(總計) 59,6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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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站

軍備局福利站基地現況

福利站

左岸緊鄰高架及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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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水量約23,000CMD，設計處理量
6,000CMD。

 截流設施(截流溝收集)。

 前處理設施1處（含取水井及沉砂池）。

 礫間淨化槽及設備。

 操作機房設置於既有隔音牆旁，降低景
觀突兀性。

軍備局福利站規劃配置平面圖

圖 例

地號地界範圍

(同使用範圍)

截流溝示意圖截流溝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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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2

3

入口區
多工能廣場區
綠帶區

空間說明：

區內步行動線

設施機房維修動線
周邊步行動線

軍備局福利站景觀規劃構想平面圖

11

鳳

麵粉廠
都更計畫
(未定案)

N 0 10m 20m

８８

1010

1414+4.50

軍備局場-都市景觀公園

33

44

55

綠帶區
座椅區
步道區
綠帶地景區
步道區
座椅區
人行道空間
機房維修通道
活動廣場遮陰棚架
草地活動區
人行道空間
機房

66

77

88

９９

1010

1111

1313

1212

1414

聯宏社區
軍友社計畫

(未定案)

11

７７

２２ ５５

1111

1212

新設
行穿線

９９

1313

４４
３３

1414

６６

他案:抽水
站用地

＋3.50

+3.50+3.50

+3.35

多功能廣場，與
基地高程順平

經評估,增加公車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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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入口
+4.50礫間屋頂 +3.50廣場

順平銜接礫間上方 +3.20 +3.35

+0.85
礫間廊道

軍備局福利站景觀規劃構想剖面圖

西定河
明渠段

(箱涵出口處)

礫間廊道

抽水站用地
(軍友社)

安樂路與西定河高
架道路起點交口多功能廣場

本計畫範圍

公園活動空間
座椅區 剖面線位置

經評估,連結軍友社地
下通道取消

遮陰棚架空間人行道
2.5M

綠帶麵粉廠
都更區域

8M都市計畫道路
(配合麵粉廠
都更闢建)

多功能廣場

礫間地下槽體

本計畫範圍
20M

+5.00 +4.50礫間屋頂 +3.50廣場
順平銜接礫間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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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壹 發包工程費(環境營造工程)

壹.一 直接工程費

(一) 機房工程 式 1      3,000,000   3,000,000   

(二) 截流工程 式 1      4,000,000   4,000,000   

(三) 景觀工程 式 1      30,000,000  30,000,000  

(四) 儀電工程 式 1      12,000,000  12,000,000  

(五) 雜項工程(含試挖等) 式 1      2,500,000   2,500,000   

小計(壹.一) 51,500,000  

壹.二 間接工程費

項次 工    程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壹 發包工程費(水質改善工程)

壹.一 直接工程費

(一) 礫間處理工程 式 1      35,430,000  35,430,000  
預計處理量
6000CMD

(二) 前處理單元工程 式 1      2,670,000   2,670,000   

(三) 整地工程 式 1      7,000,000   7,000,000   

(四) 假設工程(含擋土支撐等) 式 1      21,500,000  21,500,000  

(五) 雜項工程(含試挖等) 式 1      500,000     500,000     

小計(壹.一) 67,100,000  

工程經費概估工程經費概估((軍備局軍備局))
西定河水質改善工程(軍備局

場)經費約為9,968萬8千元。

西定河環境營造工程(軍備局
場)經費約為6,523萬8千元。

水質改善工程 環境營造工程

壹.二 間接工程費

(一) 職業安全衛生費 式 1      1,030,000   1,030,000   約壹.一× 2%

(二) 安全設施及交通維持費 式 1      515,000     515,000     約壹.一× 1%

(三) 工程品質管理及試驗費 式 1      772,500     772,500     約壹.一× 1.5%

(四) 包商利潤費及工程保險費 式 1      3,605,000   3,605,000   約壹.一× 7%

(五) 營業稅 式 1      2,871,500   2,871,500   約壹.一× 5%

小計(壹.二) 8,794,000   

發包工程費合計(壹) 60,294,000  

貳 市府自辦費用

貳.一 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180,882       180,882       約壹× 0.3%

貳.二 工程管理費 式 1        1,808,618     1,808,618     約壹× 3%

貳.三 品管試驗費 式 1        154,500       154,500       約壹.一× 0.3%

貳.四 外線補助費(含自來水申請) 式 1        500,000       500,000       

貳.五 監造技術服務費用 式 1        2,300,000     2,300,000     

總價(總計) 65,238,000  

壹.二 間接工程費

(一) 功能試運轉 式 1      1,100,000   1,100,000   3個月

(二) 竣工後功能評估及驗證 式 1      3,494,000   3,494,000   6個月

(三) 鄰房鑑定費 式 1      1,000,000   1,000,000   

(四) 職業安全衛生費 式 1      1,342,000   1,342,000   約壹.一× 2%

(五) 安全設施及交通維持費 式 1      671,000     671,000     約壹.一× 1%

(六) 工程品質管理及試驗費 式 1      1,006,500   1,006,500   約壹.一× 1.5%

(七) 包商利潤費及工程保險費 式 1      4,697,000   4,697,000   約壹.一× 7%

(八) 營業稅 式 1      4,020,500   4,020,500   約壹.一× 5%

小計(壹.二) 17,331,000  

發包工程費合計(壹) 84,431,000  

貳 市府自辦費用

貳.一 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252,770       252,770       約壹× 0.3%

貳.二 工程管理費 式 1        2,532,930     2,532,930     約壹× 3%

貳.三 品管試驗費 式 1        201,300       201,300       約壹.一× 0.3%

貳.四 操作及維護，成效評估與驗證費用 式 1        8,820,000     8,820,000     分項詳表6.4-2

貳.五 外線補助費(含自來水申請) 式 1        500,000       500,000       

貳.六 監造技術服務費用 式 1        2,950,000     2,950,000     

總價(總計) 99,6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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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計畫總經費約3億2,168萬6千元

中央補助款：2億6,378萬3千元、地方分擔款：5,790萬3千元。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總合計

環保署

項次

110年度 111年度
工程費小計(B)+(C)

總計

(A)+(B)+(C)監造費(A) 工程費(B) 工程費(C)
分項案
件名稱

對應
部會

總工程經費  (單位：千元)

西定河水質改

西定河水環境改善工程提案總經費西定河水環境改善工程提案總經費

8,446 1,854 76,601 16,815 178,736 39,235 255,337 56,049 263,783 57,903 321,686

環保署
水利署
營建署

環保署
水利署
營建署

小計

環保署
水利署
營建署

環保署
水利署
營建署

97,078

59,682

99,688

17,474

12,189 79,325 17,413 81,744 17,944

11,873 77,267 16,961 79,604

65,238

48,939 10,743

55,5285,224

54,087

14,141 3,104 32,995 7,243 47,135 10,347

23,180 5,088

3
西定河水質改
善工程(軍備

局場)
2,419 531 23,798

1
西定河水質改
善工程(台鐵
舊宿舍場)

2,337 513

2
西定河環境營
造工程(台鐵
舊宿舍場)

1,804 396

4
西定河環境營
造工程(軍備

局場)
1,886 414 15,483 53,495 11,7433,399 36,126 7,930 51,609 1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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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河川水質

 透過污染源截流及設置現地處理設施，減少污染物排入河川，經由現

地處理設施處理污水後回放淨水至河道，預期由嚴重污染改善為中度

污染。

恢復河川樣貌

 改變西定河現狀髒亂排水溝印象，重新尋回自然河川樣貌，提昇周邊

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增加優質水岸休憩空間

預期成果及效益預期成果及效益

觀
音
橋

定
國
橋

新
民
橋

台鐵宿舍區
(景觀營造)

軍備局區
(景觀營造)

改善水質+景觀營造

水質改善 水質改善
水質

改善

增加優質水岸休憩空間

 上方規劃遊憩公園，提供周邊民眾日常活動、運動、休閒等空間場所，

進而達到民眾休憩放鬆及釋放壓力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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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本團隊已於109年4月進行計畫預定範圍之現地勘
查、生態調查，並填寫「生態檢核自評表」之工
程計畫提報核定階段及「生態監看記錄表」等，
並經審查討論後，修正彙整成冊。

用地作業辦理情形

提案要件辦理情形提案要件辦理情形

用地作業辦理情形

台鐵舊宿舍用地：台鐵局原則同意租用台鐵舊宿
舍用地，租用地面積將依實際使用範圍辦理。

軍備局工區用地：業於3/29經行政院秘書長協調，
已取得共識，將以撥付補償金方式辦理後續撥用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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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調查結果生態調查結果
工程範圍以人工建物為主，自然度偏低，屬『人為干擾區』

 陸域植物：台鐵工區青楓1株；軍備

局工區蒲葵1株，榕樹5株，建議列

為保全對象。

 鳥類：麻雀、白頭翁、紅嘴黑鵯、

綠繡眼、斑文鳥、鷦鶯類、鷺鷥類。

 蝴蝶類：白粉蝶、黃蝶、豆波灰蝶

及藍灰蝶等。

 兩棲、爬蟲及哺乳類：黑眶蟾蜍、

小雨蛙、無疣蝎虎、斯文豪氏攀蜥、

臭鼩及溝鼠等。

 水域生物：僅口孵非鯽(吳郭魚)及豹

紋翼甲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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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紀錄調查結果植物紀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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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紀錄調查結果生物紀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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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辦理情形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本計畫已於109年7月24日及109年7月27日分別於西華里民活動中心及新

建安里民活動中心辦理2場民眾說明會

 主要訴求為需休閒活動空間，供當地民眾散步與集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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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提案說明

第三案

基隆市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

48

-長潭里及望海巷漁港轉型優化工程-



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 因應周邊交通改善措施，由八斗子車站至⾧潭里潮境
公園㇐帶，加上中正線1957及海科館2088等國道客運
通車串接台北市東西區之交通，大眾運輸便捷性提升。

• 劃設保育區後，其海洋資源與潮間帶生物多樣性豐富
提升，隨著海洋休憩產業發展，惟海岸動線不佳，遊客
駐足及休憩空間嚴重不足。

• 配合中央低度利用漁港轉型措施，併活動周邊環境景
觀及服務設施，轉型為生態觀光港區，提供民眾休閒遊
憩的重要的旅遊場域，於搭配保育相關作為及活動，持
續發展生態遊憩，以發揮其經濟效益與環境教育功能。

故需進行⾧潭里漁港海岸步道串聯工程及潮境資源保育
區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觀工程，達到友善人行及建置
休憩觀景空間及引導民眾銜接濱海相關遊憩景點，並持
續將該區域打造為生態、生活、生產之友善永續之環境
教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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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水岸新願景基隆水岸新願景

⾧達29.6公里的基隆海岸線，由東
向西分布了7座漁港與1座國際商港
，隨著城市發展與大環境需求變遷
下，各港口重新定位成為邁向未來
重要㇐步。
各港皆有著山、海、港共生的獨特
紋理，期許藉由適切的定位與耕耘
使之發展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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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城廊道串聯山海城廊道串聯
系統系統

山海城廊道系統，為本案
港灣的潛在環境資源。
經整合後的廊道系統，強
化區域中各式資源，旅客
在山林、聚落及港灣中深
度探索，更可結合海科館
之海洋教育活動，形成具
區域代表性之熱門旅程。

 轉型生態友善漁港
 改善人本遊憩動線
 降低活動環境足跡 降低活動環境足跡
 營造優良親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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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海巷海灣串聯望海巷海灣串聯
計畫計畫
第二批次補助案第二批次補助案
件件
((已已完工項目完工項目))

望海巷漁港友善
人行暨景觀工程

望海藍帶鐵馬景
觀

棧道串聯工程
 水質優先改善案件。 水質優先改善案件。
 前批次已核規劃設計

費並已完成規劃設計
作業，尚餘工程未完
成辦理者。

 前因加強公民參與、
生態檢核等作業致未
能於109年12月底前
發生權責之取消辦理
案件。

第五批次水環境改善
案件提報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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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1 望海巷海灣
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

程

2.1濱海遊憩中心周邊動
線改善

Zone2 ⾧潭里漁港
海岸步道串聯工程

2.2漁港周邊交通改善

2.3漁港動線改善

2.4親水階梯(南側)

2.5漁港通廊改善

Zone3 潮境資源保育
區

Zone1Zone1

Zone2Zone2

Zone3Zone3

區
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

觀工程

2.6岩徑親水步道(北側)

2.7親水階梯(北側)

2.8⾧潭里潮間帶休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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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望海巷海灣串連計畫基隆市望海巷海灣串連計畫

 經費需求
•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134,500千元，由「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第二期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
中央補助款：110,290千元
地方分擔款：24,210千元

 預定期程
⾧潭漁港及望海巷漁港轉型優化工程
110年6月完成發包書圖
110年10月完成發包後開工
111年12月竣工

項次 分項案件名
稱

對應部
會

總工程經費(單位：千元)

110年度 111年度 工程費小計
(B)=Σ(b)

總計 合計

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工程費(b) (A)+(B) 總經費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1

望海巷海灣
串聯計畫⾧
潭里及望海
巷漁港轉型
優化工程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漁
業署

4,363 958 42,371 9,301 63,556 13,951 105,92
7 23,252 110,29

0 24,210 134,50
0

小計 4,363 958 42,371 9,301 63,556 13,951 105,92
7 23,252 110,29

0 24,210 134,50
0

總計 4,363 958 42,371 9,301 63,556 13,951 105,92
7 23,252 110,29

0 24,210 134,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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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海巷海灣望海巷海灣
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程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程

 濱海遊憩中心周邊動線改善

A.望海巷景觀橋
B.望海巷漁港
C.濱海休閒中心
D.望海巷停車場
E.濱海自行車道

計畫名稱 分項工程名稱 對應部
會

經費(仟元)
110年度 111年度 總計 合計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總經費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
⾧潭里及望海巷漁港

轉型優化工程

望海巷海灣
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
程

漁業署 12,464 2,736 18,696 4,104 31,160 6,840 38,000

⾧潭里漁港
海岸步道串聯工程 漁業署 17,876 3,924 26,814 5,886 44,690 9,810 54,500

潮境資源保育區
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
觀工程

漁業署 13,776 3,024 20,664 4,536 34,440 7,560 42,000

總計 44,116 9,684 66,174 14,526 110,290 24,210 134,500



⾧潭里漁港⾧潭里漁港
海岸步道串聯工程海岸步道串聯工程

A.⾧潭里漁村
B.⾧潭里漁港
C.平浪橋
D.濱海自行車道
E.停車場

 漁港周邊交通改善
 漁港動線改善
 親水階梯(南側)
 漁港通廊改善

計畫名稱 分項工程名稱 對應部
會

經費(仟元)
110年度 111年度 總計 合計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總經費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
⾧潭里及望海巷漁港

轉型優化工程

望海巷海灣
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程 漁業署 12,464 2,736 18,696 4,104 31,160 6,840 38,000

⾧潭里漁港
海岸步道串聯工程 漁業署 17,876 3,924 26,81

4 5,886 44,690 9,810 54,500

潮境資源保育區
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觀工
程

漁業署 13,776 3,024 20,664 4,536 34,440 7,560 42,000

總計 44,116 9,684 66,174 14,526 110,290 24,210 134,500 57



潮境資源保育區潮境資源保育區
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觀工程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觀工程
 岩徑親水步道
 親水階梯
 ⾧潭里潮間帶休憩區

計畫名稱 分項工程名稱 對應部
會

經費(仟元)
110年度 111年度 總計 合計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總經費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補助款 分擔款

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
⾧潭里及望海巷漁港

轉型優化工程

望海巷海灣
景觀休憩平台暨景觀工程 漁業署 12,464 2,736 18,696 4,104 31,160 6,840 38,000

⾧潭里漁港
海岸步道串聯工程 漁業署 17,876 3,924 26,814 5,886 44,690 9,810 54,500

潮境資源保育區
海岸親水空間改善暨景觀
工程

漁業署 13,776 3,024 20,66
4 4,536 34,440 7,560 42,000

總計 44,116 9,684 66,174 14,526 110,290 24,210 134,500 58



WEEKEND DESTINATIONWEEKEND DESTINATION
3636小時輕旅行小時輕旅行
基隆比鄰繁忙擁擠的台北都會區，
擁有豐富的天然遊憩資源，具輕旅
行產業之發展潛力。基隆市政府於
107年10月將中正、中山及仁愛區
的沿海地帶劃設為基隆濱海風景特
定區，區域內之地區取得發展民宿
產業資格。

運用漁村聚落發展具在地特色的住
宿業，可望將遊客單次旅行時間延
伸，旅遊經濟效益亦會隨之提高。
配合步行與自行車動線的建置與串
聯，望海巷海灣區域將成為北台灣
民眾兩天㇐夜輕旅行
的熱門目的地。

 親水娛樂路線
 海洋知識路線
 人文聚落路線 人文聚落路線
 生態自然路線
 環港散步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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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參與民間參與
由在地社區漁由在地社區漁((居居))民成立海洋保育區巡守隊民成立海洋保育區巡守隊
定期進行海灣永續經營座談會定期進行海灣永續經營座談會

由地區居民及漁民、保育團體、學校教師、村里⾧或漁民等關
心當地環境民眾成立保育區巡守隊(含岸上及陸上)並召募宣導
志工，於假日或例假日等人潮較多的時段進行宣導，以分攤人
力負荷規劃巡守隊員參與相關課程及教育訓練、辦理相關交流
推廣活動、生態環境解說活動、環境清潔活動等，以及到其他
縣市進行觀摩參訪，學習外縣市保育區案例，吸取成功轉型之
經驗，增加居民轉型之信心。

地方居民及漁民海灣維護座談會
辦理海灣永續經營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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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聽會及說明會

 工作坊 工作坊

61



 規劃設計特色-建築美學創意設計

植栽配置原則
採台灣原生種與低維護管理為原則進行植栽計畫，依照基地
內部地理地質條件之不同，將全區概分為以下六種形態：

1.沿岸礁岩|臨海岸側保育珍貴沿岸藻礁
2.岩縫|於北側多處岩縫間隙打造原生植物花園
3.潮境公園|公園多處草坪區混植多年生野花草坪
4.沿岸沙灘|於僅存之沙灘栽植具固沙功能之植物
5.港口樹列|⾧潭漁港沿岸挑選季節性開花喬木
6.端景植栽|各休憩區及端景區栽植顏色明亮並耐候之灌木

照明系統配置原則
藉由層次分明的燈光計畫結合當地人文社會活動，彰顯當地整體環境特色
。於道路側配置以連續性燈具形塑海岸線夜間景觀，臨海岸沿線小徑則配
置低照度燈具以降低環境光害，於兩處漁村港區挑選相同材質色系燈具營
造區域獨特魅力，於跨橋則搭配橋樑LED燈光設計，營造本區具代表性之
城市意象。

1.道路|全線道路更新⾧潭漁港智慧路燈於山側
2.漁港沿岸|以高柱燈及矮柱燈圍塑漁港休憩意象
3.跨橋|採LED照明系統打亮橋體，創造鮮明城市意象
4.小徑|採低照度及下照形式燈具，降低環境光害
5.階梯|梯階下緣增設照明，增強夜間活動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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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物材質與色彩配置原則
區內含兩處歷史悠久之漁港聚落，地方特殊色彩濃厚。本案擬採用與鄰近
環境質地統㇐之材料，塑造具序列性及整體感之區域景觀風貌。

在材質方面，採低彩度高明度之灰色系，與周遭環境調和，並視需求於休
憩區局部規劃原木平台，提升整體景觀與休憩環境品質。

漁港聚落既有之設施物則可結合環境顏色、具在地人文歷史色彩之圖樣設
計，營造區域獨特魅力。

鋪面配置原則
本案自行車道及路側人行道，以透水工法為原則，採高壓混凝土磚搭
配天然石材及彩色瀝青施作，以達到透水性及耐用性之功能，同時減
少維修所需之人力物力成本。

全區人行道及廣場鋪面需平整鋪設，並採用堅固防滑材質，鋪面間隙
需平坦，人行通道及各出入口鋪面需避免高低差。

人行道採易維護清潔之深灰色高壓混凝土磚，以⾧方形單元進行圖樣
組合與色調變化。廣場則採用質感溫潤細緻之天然石材鋪面營造休憩
氛圍。於鄰近海岸線之自然景區則採基隆現地石材鋪設小徑、石階，
形塑地域特有地質景觀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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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理念設計

本案港灣串連計畫，景觀橋工程在建管規定上不屬於建築物，但本案設計仍
以智慧建築及綠建築理念設計規劃。

1.生物多樣性指標
a.海岸線低度開發，以空間設計手法避免人為環境影響海洋生態。
b.植栽帶種植適合海岸之原生植物，選擇誘鳥誘蟲植物，創造小生物棲地

，
形塑海岸綠帶生態網。

2.綠化量指標
a.保留適合棲地之原生喬木及灌木，現地移植並增加基地範圍之綠覆率 。
b.採用 CO2₂固定量高、多層次、多樣性複層植栽配置。₂

3.基地保水指標
a.舖面設計採用透水性舖面。
b.基地綠化底層透水層 ，讓雨水緩慢滲透。

4.日常節能指標
a.配置自然良好採光之景觀空間，，降低照明使用。
b.夜間人行安全照明，採用LED節能照明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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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發展及合作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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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一、提案優先順序及爭取中央各部會補助

提案計畫名稱 提案預算 爭取中央部會補助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環境
改善工程

2,461萬元 水利署、觀光局

66

長潭漁港及望海巷漁港
優化工程 1億3,450萬元 漁業署

西定河水環境改善工程 3億4,520萬6仟元
環保署、水利署、
營建署、觀光局



5月12日共學營委員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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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及修正辦理情形

林煌喬 委員

1

但本計畫基地範圍位於望海巷生態海灣，其公民參與
對象應再納入專家學者及生態保育團體。事實上，我
們有看到民享環境生態調查公司已掌握基隆地區的關
切團體名單，可惜似未見邀請該等NGO團體(尤其是
關切該區域的NGO團體)共襄盛舉，且辦理場次雖多，
但並未呈現公民關切議題，以及進㇐步說明規劃構想
之參採辦理情形，允宜再補充。

本案基隆市政府因劃設潮境保育區之故，故
⾧期以來對於周邊海域及陸域環境均與民間
團體NGO進行交流，亦與海科館均有定期
召開，惟因劃設保育區後在地漁民無法從事
近岸漁業，故多以辦理相關工作坊及說明會
針對在地居民產業轉型及保育觀念傳輸等進
行策略交流。

本計畫所提之分項案件內容觀察，主要是休憩平台、
步道串聯、路口及人行動線改善等，感覺均僅在擴充 本案因保育區劃設後，現地環境已成為熱門

2

步道串聯、路口及人行動線改善等，感覺均僅在擴充
人為活動空間，可是此區域的地形地貌蘊育了豐富的
海岸生態資源；而我們都知道生態檢核除了盤點生物
種類外，更重要的是應盤點生態條件與空間，建議應
再檢視本計畫的生態環境，屬工區範圍內的陸域或水
域，有無需「補足其生態環境零碎化」，或「豐富物
種棲地多樣性需求」的地方，可藉由工程的進行，順
勢加以改善，來強化陸域、水域，藍、綠網絡的連結
性及生物多樣性，如此人親近水才有意義。

本案因保育區劃設後，現地環境已成為熱門
觀光熱點，為改善現有動線及提供民眾正確
之保育觀念，必須進行周邊環境建設，其相
關工程施作規模均以現有之設施基礎(如堤
防及漁港設施等)進行改善，且採用低影響
之工法及材料，除改善人行動線外及維持親
水活動品質外，亦可降地現地棲地環境人流
足跡，促進環境再生。

3

維護管理部分，皆稍嫌簡略，允宜充實修正。除應交
代市府維管的組織架構、經費來源及工作內容外，最
好能提出完工後維護管理階段的生態監測計畫，去評
估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的執行成效，定期監測計畫範圍
棲地品質，以及觀測其他生態課題等。

本案因所採用之工法及施作材料均採用低維
護管理之方案進行，除基礎維護管理外，相
關維護經費並高額預算，均可由本府年度漁
港維護經費，另有關生態環境部分，本府另
有相關計畫進行保育區人流管制及相關活動
評估作業，以維護周邊海岸及海域棲地環境。68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及修正辦理情形

古禮淳 委員

1

以水環境改善為名的計畫，多位於水陸交界
生態最豐富的生態推移帶。各項提案雖各有
需求，惟必要基於永續思維，對水資源涵養
利用，以及調查/檢視與診斷，加強極端氣
候下的環境韌性，並為後疫情時代的健康適
意環境營造，有所佈署與作為。

相關意見將納入相關規劃，本案為串聯新北市及
基隆端自行車道環境，降低車輛進入潮境半島，
亦對於民眾進行親水環境進行引導及改善，為使
區域進行永續性環境維護能量，故須進行相關硬
體建設以引導民眾，同時改善漁村漁港環境提升
在地居民生活品質。

2
都市化地區應加強雨水入滲與綠美化，改善
既有綠地排水與透氣性，建立可⾧遠支撐植

本案因位於海岸區域，綠美化空間有限，除結合
潮境公園內部綠地環境外，亦規劃望海巷漁港周2 既有綠地排水與透氣性，建立可⾧遠支撐植

物生⾧的立地環境。

潮境公園內部綠地環境外，亦規劃望海巷漁港周
邊進行綠美化作業，除環境改善外亦可作為民眾
自八斗子車站出站後休憩空間。

3
郊野地區應以自然地景與生態環境的保育為
主，以低度設施的概念與自然的設計語彙表
現，應避免生態系統的切割碎化。

委員意見本案設計部分業已納入，相關設計項目
均以低度設施進行設計，且僅於現有之人工設施
進行施作，對於現有之自然海岸部分均無進行施
工及破壞，故對整體生態系統部分本案較無影響。

4
夜間照明應依區為特性，避免從下往上投射
燈具造成眩光和光害，尤其是自然地區應避
免對動物和作物的干擾影響。

本案投射燈具多使用於景觀照樹燈部分，相關建
議將納入相關設計檢討事項，未來亦採取可調燈
方向進行評估，避免對相關生物造成影響。

5 ⾧潭里及望海巷計畫宜注意改善潮間帶生物
移動需求，並加強與自然地景的融合性。

本案並無進行潮池工程，僅對於潮池周邊之人行
動線進行改善及引導，且採用原石方式進行堆疊
處理，以降低自然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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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及修正辦理情形

劉駿明 委員

1

為執行水環境生態保育計畫，各縣市政府均成立生態環境總顧問，以
整合府內各執行單位，及辦理案件提報作業。另為監督施工廠商在工
程執行期間，能落實工程生態檢核工作，以達友善環境保育目標，工
程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團隊就不同領域提供專業意見，並擬具工
地查驗工作項目、內容及實施頻率，列入契約文件予以規範，以利廠
商遵行，制度面作為提供各縣市政府參考。

將依委員意見於契約文件中
進行相關規範。

2

縣市政府提報工程計畫，已依公程會規定，檢附公共工程生態自主檢
核表。依個人參與審查經驗而言，該表執行單位填寫易流於形式，而

將依委員意見於設計階段均
有考量友善環境策略，爾後2 核表。依個人參與審查經驗而言，該表執行單位填寫易流於形式，而

無法落實友善環境作為。建議增辦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工作，
原則上亦可列入委辦計畫內，要求生態檢核工作團隊依約處理。

有考量友善環境策略，爾後
將納入工程契約文件中進行
相關規範。

3
生態敏感區應儘量採迴避及縮小策略，對於緊鄰區域，要辦理改善作
為，可考慮手作方式，以降低機械施工，所產生大規模擾動，以保障
生態系統完整性。

將依委員意見，於設計招標
文件中納入相關說明。

4

民衆參與機制有工作坊、座談會及說明會等辦理方式，對於龐雜且意
見分歧，較難達成共識者。㇐般針對個案癥結點先邀集地方意見領袖、
NGO團體及權害關注人，做有深度溝通與對話及工作紀錄，並𢑥整
於提案計畫內論述，以彰顯工作績效。

依委員意見，本案均有與在
地意見領袖進行訪談，並將
相關意見及需求納入規劃設
計中。

5
利用網路社群平台做溝通工具，符合新時代潮流，且可增加資訊公開
廣度，請就平台點閲率，公眾關注議題，進行回饋成效評析，供決策
參考。

將依委員意見納入後續資訊
公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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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及修正辦理情形

第十河川局

1 整體計畫名稱，請依前批次提報名
稱修正。

本案計畫為基隆市望海巷海灣串聯計
畫，業已修正相關文件。

2 中央補助款補助比例請查明後修正。
(整體計劃書P.52)

本案補助比例78%誤植部分已修正為
82%。

3 補列經費概估表。 業依單位意見將相關經費概估表放入
附錄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

新北市政府及基隆市政府所提報之
案件，為延續性案件，符合水環境
提報原則，本署將會納入考量補助
案件。

感謝大署支持。

2
請兩個縣市政府依照委員與NGO
團體的建議，落實案件後續應注意
事項。

業依單位意見修正相關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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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及修正辦理情形

古禮淳 委員

1 河港水質淨化並予公園化處理予以
認同。 敬悉。

劉駿明 委員

1
本案由基隆市環保局賴局⾧親自主
持，與民眾當面溝通，作為值得肯
定。

感謝委員肯定。

2

中上游進行污水截流並增設現地處
理，腹地-上游定國橋旁台鐵舊宿
舍及中游軍備局，設立地下化現地 敬悉。2 舍及中游軍備局，設立地下化現地
處理池，土地已協調業主取得使用
共識。

敬悉。

3 用地請注意地目編定合法化，並以
兼供環保使用處理。

遵照辦理，地目使用均符合規
定。

第十河川局

1

第3分項工作—團備局環境營造工
程，儀電工程1,200萬之佔總工程
費(6,524萬元)約20%，比例偏高，
請檢討必要性且覆實編列。

遵照辦理，將於細設階段檢討
必要性且覆實編列。

2 簡報P.41整體計畫、P.20總經費不
符。

遵照辦理，已修正總經費，詳
P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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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及修正辦理情形

林煌喬 委員
本計畫兩項分項案件未來細部設計，請
考量下列事項：
(1)主體工程採機械設備最少化設計，以
降低地面外露設備，並縮小施工面積，
仍能達每日處理5000或6000CMD污水。
(2)其淨化工法採接觸曝氣法搭配礫石過
濾床，除天然礫石外，亦使用部分人造
濾材，除污效果穩定且操作簡易。
(3)泵浦及鼓風機採變頻及隔音設計，全
場水流儘量以重力流動為主(全場重力輸

(1)遵照辦理，已採最小化設計且達
目標處理量。
(2)考量經費有限而人造濾材單價較
高，故採單價較低且能達目標處理效
率之天然礫石。

1

場水流儘量以重力流動為主(全場重力輸
水)，可降低電能使用。
(4)槽體上方以土壤創造透氣、除臭及水
泥減量效果。
(5)工區喬木均予保留，維護既有生物廊
道，並種植原生植栽加速綠化，營造當
地生態服務機會。
(6)惟上部空間增設之民眾體建、遊憩休
閒設施，乃至整體景觀設計等，再增點
美學素養、在地人文及生態意象，將更
具意義性。
(7)結合民間企業認養機制，不僅減少公
帑支出，並能落實設施永續經營目標，
為公私協力奠下良好的示範。

率之天然礫石。
(3) 遵照辦理，目前設計採低噪音量
及耗電較低之氣浮式鼓風機，泵浦則
為噪音較低之沉水泵。
(4)已設有除臭設備及透氣管件。
(5)喬木初步規劃場內移植。
(6) 遵照辦理，將納入細設階段參考。
(7) 遵照辦理，將納入細設階段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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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及修正辦理情形

林煌喬 委員

2 預期成果及效益，建議再增列水體水質
淨化及新植栽綠化面積之量化效益。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報告書P23。

3

營運管理計畫與基隆市港水質提升水環
境改善計畫完全相同，且侷限於景觀工
程之維管，請再交代市府維管的組織架
構、經費來源，以及礫間處理及機電工
程之維管內容(如定期執行之維管項目、
水質檢測、污泥處理及檢查記錄等)。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報告書9.3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保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保處

1

請基隆市政府再整體評估各計畫優先順
序及提案策略，以利後續對應相關中央
部會受理機關，依「全國水環境改善計
畫」爭取補助。

敬悉。

2

有關「西定河水環境改善規劃設計計
畫」，請基隆市政府確實督導顧問機構
詳實調查及規劃設計，避免計畫內容過
度設計及後續施工執行困難之情形。

遵照辦理，將確實督導顧問機構詳
實調查及規劃設計，避免計畫內容
過度設計及後續施工執行困難之情
形。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 請兩個縣市政府依照委員與NGO團體的
建議，落實案件後續應注意事項。

遵照辦理，將據以調整及落實案件
後續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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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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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