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漁業環境營造」109年度第 5次執行檢討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09年 8月 25日(星期二) 上午 10時 

貳、 地  點：本署臺北辦公區 701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 100號

7樓)及本署本部 2樓第一會議室(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北 1路 1號)(視訊會

議) 

參、 主持人：陳科長吉芳                             紀錄：張嫆青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持人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為持續掌握「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漁業環境營造」（下

稱本計畫）核定案件執行情形及相關撥款、核銷進度討論，以利達成本

計畫特別預算執行目標，爰召開本次會議討論。 

柒、 綜合討論： 

一、 新竹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高雄市政府及金門市政府分別說明工程

案落後情形。 

縣市別 分項工程名稱 會議討論內容及決議(109年) 

新竹縣 

新竹海岸線水環境整體改善

計畫-多功能溼地教育展示與

溼地教育展示設施工程 

請新竹縣政府，盡力督促本工程加速趕

工，並於 9 月底確認工程是否減做(涼

亭及平台)或工程變更(用同等品材料

代替)，以利工程可於年底前完工且請

款結案。 

新竹海岸線水環境整體改善

計畫-溼地教育展示設施工程 

彰化縣 
王功地區整體發展計畫-王功

景觀橋  

目前進度已達 91%，預計 9 月底前可完

工，請彰化縣政府 12月底前請款結案。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暨周遭漁港水環

境改善計畫-旗津等漁港水環

境景觀改造計畫起重及休閒

設施工程 

目前變更設計已奉准，辦理議價程序中

(因廠商負責人過世，故變更負責人後

才可進行議價)，預計 9 月底復工；請

高雄市政府於 12 月底前完工且請款結

案。 

金門縣 

金門縣新湖漁港水環境改善

計畫-水岸觀光休閒泊區營造

(海事) 

因新湖漁港工區水下挖(炸)岩方施工

延遲，且工作平台船迄今無法進場投放

人工魚礁，9月底前若還無法進場施作，

將會減作本工項，請金門縣政府督促廠

商加緊趕工以追上預定進度，並於 12月
金門縣 金門縣復國墩漁港水環境改



 

 

二、 本計畫第二至第四批次核定水利署補助之水環境改善案件執行進度

暨發包情形。 

1. 漁業署第二批次核定案件 31 件(30 件工程、1 件勞務)，已發包

31 件，已完工 17 件(新北市 3 件、新竹市、新竹縣 2 件、苗栗

縣、臺南市 2件、高雄市 4 件及金門縣 4 件)，已達請款標準之

縣市政府請於會議決議時程內辦理請款。 
第二批次 

縣市別 分項工程名稱 會議討論內容及決議(109年) 

基隆市 
長潭漁港及望海巷漁港

轉型優化工程 

工程進度已達 56%，請速辦理請領第 3 期款

請領，工程預計 11 月底前完工，請加速辦

理於 12月底前請款結案。 

新北市 

淡水第一漁港水環境營

造改善工程 

已於 5 月 15 日竣工，請儘快辦理驗收結算

後請領尾款。  

龜吼漁港親海環境營造

工程 
已完工結案，會計報告已函送本署。 

富基漁港水環境改善工

程 

已完工結案，請於 9月底前辦理會計結束報

告。 

桃園市 
桃園市南崁溪水環境改

善計畫 

目前進度已達 88%，工程預計 11 月完工，

請加速辦理於 12月底前請款結案。 

新竹市 

濱海水岸改善工程 已完工結案。 

水域周邊服務設施改善

工程 

於 8 月 18 日停工，工程預計 9 月底完工，

請加速辦理於 12月底前請款結案。 

新竹縣 

漁港區域水岸環境改善 
已完工結案，請於 9月底前辦理會計結束報

告。 

國土保安林綠美化 
已完工結案，請於 9月底前辦理會計結束報

告。 

多功能溼地教育展示 
同綜合討論一。 

溼地教育展示規劃設計 

苗栗縣 
龍鳳、外埔漁港排水及

環境整體營造工程 
已完工結案。 

彰化縣 

王功港區環境營造 
5月 11日已報竣工，請儘快辦理驗收結算，

與景觀橋共同辦理請領尾款。 

王功景觀橋 同綜合討論一。 

善計畫-設海洋漁業資源復育

區計畫及建構港區親水岸區

計畫(海事) 

底前完工且請款結案。 



第二批次 

縣市別 分項工程名稱 會議討論內容及決議(109年) 

臺南市 

安平漁港周邊水環境改

善計畫 
已完工結案。 

將軍漁港周邊水環境改

善計畫 
已完工結案。 

高雄市 

彌陀漁港舊泊區及海岸

光廊環境及親水設施營

造 

已完工結案，請於 9月底前辦理會計結束報

告。 

中芸整補場及港區環境

改善 

已完工結案，請於 9月底前辦理會計結束報

告。 

蚵子寮漁港堤防護岸保

護及景觀改造工程 

已完工結案，請於 9月底前辦理會計結束報

告。 

蚵子寮漁港碼頭及景觀

改造 

已於 7 月 24 日竣工，驗收結算後請速辦理

請領尾款。 

興達港碼頭水岸環境及

親水設施營造(第二期) 

目前辦理變更設計中，請加速辦理並於年底

前結案。 

中洲漁港老舊碼頭、疏

浚及景觀營造 

目前工程進度正常，請加速辦理於 12 月底

前請款結案。 

小港臨海新村漁港景觀

改造計畫 

已於 7 月 28 日復工，預計 9 月底完工，請

加速辦理於 12月底前請款結案。 

屏東縣 

沉沙及蓄水池計畫 
廠商已於 8月提送修正報告書，請儘速辦理

並於 12月底前請款結案。 

車城鄉後灣海洋遊憩區

營造(勞務) 

本勞務案細部設計審查已通過，結案後請速

辦理請領尾款。 

目前工程進度已達 94%，工程預計 9月完工，

請加速辦理於 12月底前請款結案。 

車城鄉後灣海洋遊憩區

營造(工程) 

金門縣 

觀光展銷及漁業文化環

境改善(行銷) 
已完工結案。 

親水海岸及步道整建

(景觀) 

已於 6 月 13 日竣工，驗收結算後請速辦理

請領尾款。 

擴大景區及連外道路周

邊環境改善(景觀) 

營造港區親水環境營造

(含步道、休憩設施等劃

設整建)(景觀) 

劃設海洋漁業資源復育

區計畫(海事) 同綜合討論一。 

建構港區親水岸區計畫



第二批次 

縣市別 分項工程名稱 會議討論內容及決議(109年) 

(海事) 

水岸觀光休閒泊區營造

(海事) 

2. 第三批次共核定 7件(3件工程(含畜牧處 1 件)、4 件勞務(含畜

牧處 1 件)，勞務及工程均已發包完成，已完工 1 件(台東縣 1

件)。 
第三批次 

縣市別 分項工程名稱 會議討論內容及決議(109年) 

新竹市 

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

周邊改善計畫(規劃設計

案) 

本案細部設計部份作業審查已通過，請

速辦理請領第 2 期款，並於 12月底前請

款結案。 

嘉義縣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規劃設計案) 

已於 109年 6月 23日辦理農委會預算書

圖基設審查會議，待修正後再提送，請加

速辦理並於 12月底前請款結案。 

高雄市 

前鎮漁港水環境景觀改造

計畫整修工程 

預計 12 月完工，請加速辦理於 12 月底

前請款結案。 

前鎮漁港水環境景觀改造

計畫拆除工程 

目前辦理變更設計停工中，預計 10月底

完工，請加速辦理於 12月底前請款結案。 

旗津等漁港水環境景觀改

造計畫起重及休閒設施工

程 

同綜合討論一。 

旗津等漁港水環境景觀改

造計畫碼頭改善工程 

預計 12 月完工，請加速辦理於 12 月底

前請款結案。 

屏東縣

(畜牧

處) 

屏東縣東港溪流域畜牧業

污染改善計畫(工程案) 

目前尚符合進度，請畜牧處持續追蹤輔

導縣府依期程辦理第 2期經費核銷事宜，

以利年底前結案。 

麟洛溪排水水質淨化及畜

禽糞尿生質能再利用整體

規劃評估(規劃設計案) 

目前進度較緩慢，請畜牧處持續追蹤本

案進度且輔導縣府依期程辦理第 2 期經

費核銷事宜，以利年底前結案。 

臺東縣 

金樽漁港-自然生態保育計

畫(工程案) 

已於 7月 14日完工，驗收結算後請速辦

理請領尾款。 

大武漁港景觀改善計畫(規

劃設計案) 

辦理細部設計作業中，請儘速完成規劃

設計，本勞務案已決標，請儘速請領第 1

期款。 

 

 



3. 第四批次共核定 5件(3件工程、2件勞務)，皆完成發包。 
第四批次 

縣市別 分項工程名稱 會議討論內容及決議(109年) 

新北市 
淡水第二漁港水環境改善

計畫(規劃設計案) 

本勞務案已決標，請於立法院解凍預算

後儘速請領第 1期款。 

新竹市 
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

周邊改善計畫(工程案) 

預計於 9 月 10 日完成工程發包，請於 9

月 30日前須申報開工，12月底前請款結

案。 

新竹市 
新竹漁港周邊海岸環境改

善計畫(工程案) 

已於 6月 16日完成工程發包，請於立法

院解凍預算後儘速請領第 1 期款，並於

12月底前請款結案。 

新竹縣 
坡頭村石滬海岸親水空間

改善工程(規劃設計案) 

已完成勞務發包，請儘速完成設計，請於

立法院解凍預算後儘速請領第 1期款。 

嘉義縣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案) 

本案因總工程費超過 1 億元，須送漁業

署辦理基設初審後再報農委會複審，縣

府考量 109年工程無法如期完工，已於 6

月 4日來函，本署將提報「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作業會議」，再會

同水利署一起討論將計畫移至下一期辦

理。 

 

4. 請各地方政府依上開決定之期配合辦理，若無法如期完成，本署

將視各縣市政府執行狀況滾動檢討補助款項。 

 

三、 本計畫各縣市政府辦理資訊公開落實情形案。 

1. 本計畫各縣市政府辦理資訊公開落實情形案，依據「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第十四點及附表業已明確揭示並規

範各縣市政府執行水環境改善計畫，應依提案及工程生命週期各

階段落實辦理資訊公開等作業。 

2. 經濟部水利署前於 109 年 5 月 19 日經水河字第 10916060030 

號函檢送本計畫資訊公開作業查核格式，本署並以 109 年 5 月

26 日漁一字第 1091256176 號函，請各縣市政府自行檢視本計畫

各分項案件資訊公開作業落實情形；經本署查核第二次彙整修正

後結果之資訊公開執行效果仍不佳，故請依據會議結論三，請各

縣市政府輔導顧問團協助資訊公開事宜。 



捌、 會議結論： 

一、 行政院已要求今年度所有公共建設，應加速執行，國發會已提草案，

所有公共建設今年年底執行率要達到 98％以上。今年是前瞻基礎建設

第一階段的最後一年，請執行單位對無法於年底前完工之工程，盡速

檢討以分期或減量方式辦理，並及早提出相關因應方案。 

二、 為提升計畫執行率，請各縣市政府已達請款標準之工程，應盡速函文

辦理請款及撥款作業。 

三、 有關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資訊公開一案，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於第十三

次執行檢討會告知各部會務必督促各縣市政府資訊公開須確實執行

(包含已完工之案件)，另各縣市政府輔導顧問團於契約內如有協辦資

訊公開事宜，可請輔導顧問團依約協助辦理。 

 

玖、 臨時動議： 

 

壹拾、 散會：上午 10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