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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第一屆海岸管理委員會第 3 次定期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30 分 

二、 地點：桃園市政府 12 樓 1201 會議室 

三、 主席：鄭召集人文燦(游副召集人建華代)            紀錄：蕭瓊茹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專題報告（題目：桃園海岸管理業務成果年度專案報告）：（略） 

六、 綜合討論：詳如附錄 

七、 會議結論： 

(一)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 第 1、2、3、6 項：因涉及草漯沙丘地質公園管理規劃，目前尚未

辦理完成，持續列管。 

2. 第 4 項：因桃園生質能源中心預計於 110 年 7 月完工開始營運，考

量辦理時程較長，本案改由環境保護局自行列管。 

3. 第 5 項：因推動社區培力與進行當地民眾社區參與皆已辦理完成，

同意解除列管。 

(二) 請海岸管理工程處依據委員建議事項，結合本府各局處，持續精進

各項海岸管理工作。 

八、 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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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發言要點（按發言順序） 

一、 李委員培芬  

(一) 請問埔心溪改道之時程為何？此案和桃園國際機場的第三跑道有關，

也與許厝港濕地的鳥類資源有關，其結果也將影響到永續海岸關鍵

績效指標中的許厝港濕地鳥類種類及數量之狀態。也希望水務局在

執行改道計畫時，也能和海管處合作，達成河川改道、第三跑道開

發順利和埔心溪口鳥類資源維護等項目標。 

二、 陳委員璋玲 

(一) 非常肯定海管處成立不到 2 年的期間即完成許多事項，宏觀地確訂

定九大策略，且系統性務實地逐一推動業務，包括完備海岸管理機

制、訂定草漯沙丘地質公園、登錄新屋蚵間石滬群為文化景觀、落

實公私夥伴關係、建構海岸資訊系統（做為地方政府的典範）、加設

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將廢棄建物（海防哨）轉作文化館或訓練館

使用等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二) 提出數點建議供未來推動海岸管理參考： 

1. 桃園市有獨特的海岸和人文景觀—藻礁、沙丘、石滬等，應善加利

用與發揮些景觀的‘實用價值’，亦即和產業作適當連結與市府行銷，

例如生態旅遊/海洋觀光產業、微型產業（例如以藻礁，沙丘，濕地，

石滬等意象的文創商品等）。希望打造桃園為北台灣重要的海岸遊

憩景點！ 

2. 後湖溪未登錄土地未來擬作遊憩用地，需注意在目前研擬中的國土

計畫中有合適的土地功能分區規劃。另新屋溪未來擬規劃水上運動，

需考量水域水質是否合適。 

3. 資料庫建置，需重視資料的可及性，以使民眾容易讀取及解讀資料。

此外，三接案己開始施工，其造成環境的變化將是社會（尤其是環

團）關切的重點，為因應此需求，資料庫應將此方面的資料（尤其

是施工前和施工後資料的比較）列為優先重點。  

4. 就業務所屬爭取及整合中央資源。例如營建署自去年起補助地方政

府海岸在地連結計畫，海委會補助地方政府環保艦隊和河川出海口

垃圾監測點計畫、水利署補助河川環境改善。 

5. 許厝港濕地和草漯沙丘地質公園，若涉及的實體工程，應注意是否

有涉及依海岸管理法規定申請特定區位許可或獨占性使用等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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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管處目前推動許多項業務，投入大量經費與人力。但行政資源有

限，可能無法全面推動有效推動每項業務，建議海管處對多項業務

應有優先考量，以作為投注經費和人力資源分配之依據。 

7. 加強行銷海管處推動的業務政績，例如拍攝小影片（沙丘、藻礁、

濕地等海岸生態）、登錄淨灘資料、定期公布民眾關心的資料庫資

料等。良善的經營管理計畫是地質公園能否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除框列可進行之活動項目（正面表列)，也需列舉禁止項目（負面表

列)，例如:禁止沙灘車在沙丘上活動。 

三、 劉委員宜君 

(一) 教育訓練可與大學院校（通識教育）結合，或是在志工訓練上，能

讓年輕人有更多參與。 

(二) 海洋文化是一個跨領域之議題，建議能連結海洋在文化景觀之計畫

（地方創生之結合）。 

(三) 可朝向國際化發展，例如網頁與多語文和參與國際會議。 

(四) 加強政策宣導，感覺關於政策宣導部分較少。 

四、 吳委員全安 

(一) 建議製作網路影片，加強行銷許厝港國家級重要濕地、觀新藻礁生

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與即將公告的草漯沙丘地質公園之生態旅遊及

環境教育。 

(二) 海岸巡護隊的志工是桃園海岸管理工作欣欣向榮的生力軍，志工們

無私且熱心的付出，讓桃園海岸呈現乾淨面貌，建議強化海岸巡護

隊的獎勵與補助，以吸引更多志工投入。 

(三) 海岸水質監測站的即時監測結果，建議也能比照空氣品質監測站即

時監測結果之公布方式辦理。 

五、 林委員宗儀 

(一) 草漯沙丘地質公園，如果順利核定公告，後續建議加強「社區參與」

的推動，藉在地守護/永續社區/地方智慧等概念 ，持續推動地景保

育、環境教育及開啟地質（生態）旅遊的社會經濟模式，以達成地

質公園推動的四大核心目標。 

(二) 冬季期間，林務局又在草漯沙丘全面性的修築攔沙籬，如何分區位

擬定不同策略須盡快取得共識。 

(三) 推動地質公園的社區在林務局的協助下成立了「地質公園網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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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二次的會議，彼此互相學習交流，建議可以先行思考如何加入

這個「網絡」，另外也成立有「地質公園學會」協助各地社區在實踐

「地質公園」上的各種協助，請一併考量如何加入。 

(四) 從地方級地質公園邁向國家級地質公園的路上，建議能結合沙丘、

濕地、石滬、藻礁及牽罟等地質/生態/文化景觀的亮點，進一步擴

展為帶狀的「桃園海岸地質公園」。 

(五) 未來海岸災害防護的工法和策略，現在水務局正在進行二級海岸防

護區防護計畫擬定，請和水務局保持密切溝通，海堤、潛堤是否設

置？怎麼設置？廢棄電線桿…等等。還有許多待討論的部分，建議

稍作保留。 

六、 袁委員孝維 

(一) 海管處成立兩年，工作成果豐富。 

(二) 與 NGOs 及學校社團連結合作非常重要，把鳥會吳理事長及社區大

學（i.e. 進行小燕鷗研究）納入夥伴關係，非常有意義與價值。（80

團體，2886 人申請） 

七、 黃委員志誠 

(一) 海管處成立一年有餘，能具備宏觀的管理到細部在地的深耕與實踐，

實屬不易，績效卓越，尤其常看到海管處同仁跟地方人士緊密程度，

可知他們的努力。 

(二) 有帶國外知名專家參訪監測中心，市層級的局處能做到中央級的規

模非常不簡單，資料分析、應用、教育，支持相當重要。 

(三) 環教未來一年的挑戰在結合在地居民落實各項硬體與軟體建設。尤

其是軟體的部分，需細緻化結合使用人的需求與創意，有趣又達到

教育目標。有基礎可再推〝國際化推動〞，尋找有活力的人士 home 

stay、文化交流。 

(四) 盤點海管處的業務 〝防災〞—垃圾、污染、侵蝕，〝興利〞—環教、

觀光旅遊，〝保育〞—濕地、藻礁、石滬，保育與興利（環教）的深

化與細部實踐為未來的挑戰。 

(五) 中央大學教育部社會責任及環教中心為在地化協力好夥伴。 

(六) 海堤防災的部分經費大，建議可積極向中央部會爭取預算。例：二

河局有協助新竹市新月沙灣進行整體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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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郭委員瓊瑩 

(一) 整體簡報相當完整、有願景，建議加強公民科學家之培訓與志工之

整合，進行有基本 MetaData 之監測觀測作長期變遷紀錄，智慧管理

之策略具前瞻性。 

(二) 生態旅遊產業亦可與地方創生結合，提供海岸環境優化之諮詢、培

訓與輔導。 

(三) 海岸之環境營造可以更生態化、自主化（如愛心海岸）。 

(四) 油污之處理應有定期演習。 

(五) 海岸淨灘仍必須自源頭處理，且淨灘應以 ICC 表單紀錄，並結合企

業社會活力。 

(六) 草漯沙丘防風林間有許多建築工程廢棄物，應可加強稽查。 

(七) 海洋教育可結合教育部海洋教育之 program 未來可申請「海洋教育

推手獎」。 

九、 王委員派鋒 

(一) 海域環境生物性調查，是否能針對風機對鳥類、蝙蝠影響程度進行

調查。 

(二) 許厝港濕地環境改善成果豐碩，目前仍在趕工，對於冬候鳥會有影

響，期望所有工程明年候鳥季開始前能全部完工。 

(三) 許厝港的管理需要訂定準則，目前有許多民眾進入濕地中心拍鳥，

對鳥類干擾頗大，另流浪犬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是否要求農業局處

理。 

(四) 生態旅遊聯盟業者，是否有退場機制，品項如何把關。 

(五) 淨灘成果顯著，但是參與志工學習成效有限，建議納入 ICC 標準，

並上網登錄成果，提升淨灘的環教成效。 

(六) 擱淺貨輪目前吸引許多民眾拍照打卡，未來移除之後就少了一處"

景點"，民眾愛拍照打卡，未來桃園海岸是否能營造出一些吸引人的

打卡地標。 

十、 卓委員玉珠 

(一) 有關許厝港巡護隊淨灘垃圾搬運，建議提供沙灘車使用。 

十一、 柯委員勇全 

(一) 自動監測系統及河口攔污亦是非常先進的思維，惟河口攔污及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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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埋場在 11 月 20 日徵詢各縣府意願後，雖然河口攔污網是水利署

業務，濱海掩埋場是環保署業務，並沒有被列入在海保署的中長程

計畫，但整體的方向，海保署在相關場合會支持。 

(二) 生態產業的部分，可以考慮規劃收費的釣魚區搭配民間社團的經營，

可能是另外一個可以開拓的產業方向，海保署會全力協助。 

(三) 水質自動監測站，本署已經於11月20日調查各縣府的意願及需求，

未來會積極爭取列入中長程計畫。 

十二、 黃委員裕聖 

(一) 衷心佩服海管處在不到二年間創造了桃園海岸線的蛻變奇蹟，期待

既定規劃逐步落實。 

(二) 笨港海堤坍塌嚴重，有其立即維護迫切性，建議優先處理。 

(三) 海岸線漂流木數量龐大，造成親水障礙，是否考慮和在地協會結合，

讓其透過文創成為特色商品體驗、漂流木裝置藝術！ 

(四) 引進海廢寶特瓶，是否有注意夾帶其他垃圾及二次污染問題。 

(五) 增設無線監控系統杜絕廢棄物傾倒！ 

十三、 楊委員勝評(王振鴻代) 

(一) 在發展生態旅遊產業，與 44 家業者簽署意願書，共同投入生態旅遊

產業方面。可以整合觀觀旅遊局的行銷資源提升產業的營運效益（競

爭力）。 

十四、 盧委員維屏(劉怡吟代) 

(一) 有關國土計畫目前還在擬定中，相關劃設原則還很初淺，未來將再

與海管處討論。 

十五、 莊委員秀美 

(一) 沿海裝置藝術常使用竹編藝術，經風吹雨打損害率很高，未來將考

慮耐鹽性材質進行設計使其保存更久。 

(二) 明年聯合國世界海洋日年會將於葡萄牙舉行，會後將與處長討論如

何呈現或結合觀旅局、環保局、文化局擴大辦理環境教育。 

(三) 2022 地景藝術節將以 46 公里海岸線場域作相關規劃。 

十六、 環境保護局葉主任秘書孟芬 

(一) 簡報第 17 頁、12 條河川是指？過去說 10 條或 11 條，建議釐清。

另簡報第 16 頁又說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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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區之 12 件，主要為哪一種對象申請？ 

(三) 1.6 公噸之寶特瓶，與亞東創新之合作關係為何？ 

(四) 請提供「以海為貴」之執行重點或簡報供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