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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海岸資源保育專案小組第 6 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時 30  

二  地點：桃園市政府 12 樓 1201 會議室 

三  主席：黃秘書長治峯                             紀錄：蕭瓊茹 

四  出列席人員： 如簽到表  

五  前次會議列管事 及第 2 季關鍵績效指標辦理情形報告： 略  

六  專案報告： 

(一) 經濟部水利 第二河川局-桃園市海堤範圍環境清潔管理報告： 略  

(二) 本府海岸管理工程處-桃園市海岸環境清潔維護 工事宜： 略  

七  會議決議： 

(一) 前次會議列管事 辦理情形：主席裁示如附件 1  

(二) 109 年度第 2 季關鍵績效指標辦理進度： 

1. 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新竹林管

處)109 年度台 61 線以西 19 里海岸林新植 營造 撫育及定砂林面

積總和目標為 12 公 ，目前第 3 4 季預定進度填報 17.85 公 ，

已超過本年度目標，請新竹林管處評估是否向上修正  

2. 感謝各單位 力，如有落後或未達標之單位，請各單位按績效指標

規劃期程加速推動；如因受疫情影響未能如期辦理之活動，請於下

半年度加速辦理，有必要再檢討修正第 3 4 季執行目標  

3. 第 3 季執行成果統計至 8 月底，請各單位於 9 月 4 日前填報完畢，

並依 109 年度桃園市政府推動海岸永續發展績優獎勵計畫 辦理

後續作業   

4. 請海岸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海管處)檢討修訂 110 年度永續海岸關

鍵績效指標(KPI)，如增修 KPI 目及調整量化目標等，請各單位

配合辦理，並請海管處於今年第 4 季作專案報告  

(三) 桃園市海堤範圍環境清潔管理： 

1. 依據向海致敬緊急清原則，於災後或緊急事件由經濟部水利 第二

河川局(以下簡稱二河局)與海管處共同清理區排匯流口海岸垃圾  

2. 目前已設置自行車道或欄杆等構造物設施區段之海堤內面水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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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全部由海管處負責清潔維護，其餘海堤由二河局負責  

3. 請新屋區公所與海管處參照前 原則，釐清笨港海堤與深圳海堤清

潔維護管理權責  

(四) 桃園市海岸環境清潔維護 工事宜： 

1. 請各單位依據海管處擬訂之桃園市海岸廢棄物清理原則配合辦理，

並請研議將執行成果納入 110年度永續海岸關鍵績效指標進行管考，

績效良好者應予行政敘獎   

2. 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以下簡稱林管處 簡

化海岸漂流木辨識 檢尺 註記程序(例如先以一定尺寸做判定)，

並提供適合場所鋪設碎木屑，以利儘速完成漂流木之破碎去化  

3. 考量目前規劃漂流木暫置點僅有 0.2 公 恐於災後不 使用，請林

管處安排與海管處辦理漂流木暫置點會勘  

4. 請土地權管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財政部

國有財產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本

府農業局)於每周三 五將淨灘撿拾之海廢寶特瓶以專車載送至亞東

綠材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再利用，後續將依各單位進場過磅重量按比

例回饋環保衣  

八  散會：上午 11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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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各機關發言要點 

一  經濟部水利 第二河川局 

(一) 北港海堤北段作為自然海岸 環演替之試點，本局目前持續辦理

桃園一般性海堤區域及重要聚落海岸變遷監測調查計畫 ，初步

規劃如下：  

1. 短中長期方案： 

(1) 未來配合相關上位計畫需求，於海堤堤 表層覆砂至原沙灘形

成砂丘，恢 環水環境及回 自然海岸  

(2) 於沙丘養護範圍進行植栽，以達定砂 減 風吹沙量及綠帶拓

展之效  

2. 長期方案：可劃設永續利用區域或環境教育區，朝向適合觀看沙

丘景觀之週邊地點規劃，並設置簡易服務及解說導覽設施  

該計畫期程至民國 110 年 12 月，建議本案後續回歸本局既有

期程辦理，建請解除列管  

(二) 有關海管處提出之 漂流木破碎去化 及 廢棄寶特瓶加值再利用

是很好的執行方案，建議上報環保 請各地方政府之環保局納入研

議辦理，加速海岸漂流廢棄物 去化 及 有效資源再利用  

二  海岸管理工程處 

(一) 北港當地居民 議員及立委皆反應希望於現在老街溪出海口到北港

這段興建海堤，二河局也有辦理會勘，再請二河局說明   

(二) 當時會勘時，當地居民認為是北港海堤沒有做，所以造成內部淹水，

未來如果可以將淹水原因釐清後，就按照原因提出解決方案再來進

行處理，目前二河局針對北港海堤將依據原方案，即自然演替來執

行  

(三) 目前由海管處納管為笨港海堤外側電線桿保護工及兼作自行車道

的維運工作  

(四) 有關向海致敬政策，108年海管處已協 過處理新街溪出海口垃圾，

該土地權管單位為林務局，本於中央及地方為一體，有資源時本處

亦協 清理，因此未來不論是二河局土地 共管土地，只要是桃園

市轄區的土地，遇災害或緊急情況，因不可避免，本處基於合作精

神，將盡可能協 處理 另海堤部 已與二河局達成共識，有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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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或設置欄杆構造物區段之海堤，其清潔維護由桃園市政府

負責；未來會再與新屋區公所釐清笨港海堤與深圳海堤之維護管理

權責  

(五) 目前需各單位配合事 有兩點，一是漂流木著重在緊急清，依行政

院規範是 7 日內清理，我們是超前部 ，需於災後 6 日內完成清除

及處理 漂流木部 為有價及無價，有價部 須由林務單位進行

認定，如果林管單位可提前進行有價漂流木的認定，後續海管處處

理無價的漂流木，可加速處理，進行破碎 鋪設步道 另我們發現，

木頭破碎後可大幅度減積，鋪設到保安林後，可回歸土壤養 ，步

道行走起來也更加舒服 於 109 年 6 月 23 日所召開研商會已告知

各單位，不論是屬於哪個土地權管單位所清出來的無價漂流木，

由海管處統一調度機具進行破碎，破碎後作為桃園市保安林步道鋪

設使用 然而考量目前林管處提供災後暫置點僅有 0.2 公 ，面積

偏小，要處理颱風暴潮後大量的漂流木，未來可能有困難，可否請

林管處多提供其他地點作為漂流木暫存需求 二是寶特瓶部 ，自

從 108 年 6 月 15 日簽 MOU 後，目前寶特瓶去化管道非常 暢，

且寶特瓶製成的環保衣是回饋給海岸巡護隊，由他們撿拾的寶特瓶

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別具有環境教育的意涵 因此希望寶特瓶部

可以擴大辦理，除了海岸巡護隊及海管處委辦計畫所撿拾之寶特

瓶，台電 中油也有雇工撿拾，未來其他土地權管單位也可能撿到

寶特瓶 目前環保 同仁每週三 五會進行認證，認證後即可知道

每年有多 海廢寶特瓶是經由這個程序製成環保衣，後續將展現

環經濟的具體成果，因此希望這個平台可以擴及桃園 46 公里海岸

線，除桃園市權管土地外，其他單位權管土地的寶特瓶，可以依照

我們所指定的時間，每週三 五以專車送到環保科技園區的亞東綠

材公司再利用，有需要我們可進行相關協  

三  新屋區公所 

(一) 針對笨港海堤與深圳海堤之權屬，會後再釐清  

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一) 109 年度目標原本是 12 公 ，追加部 待會後釐清再回報海管處是

否修正今年度指標為 17.8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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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近幾年海岸漂流木有較 ，一般 是到主要河川 次要河川及漁

港較多，海岸漂流木辨識在中央是由林務局主責，地方則是由農業

局林務科負責，有時也會請我們去支援 目前應是颱風過後，會比

較需要我們協 辨識 若是在沒有大潮 豪大雨或颱風，海岸上多

是沒有價值的漂流木，因此平時需要辨識的狀況較  

(三) 可配合程序簡化，若海管處有需要可通知海岸林工作站派員前往辨

識  

(四) 海管處成立後與林管處合作相當密 ，這一兩年感謝海管處協 海

岸清潔維護 林管處負責 5 個縣市的轄區，每年僅有約 70-80 萬清

潔維護經費，通常是民眾有檢舉時才進行清理 至於漂流木暫置地

點，除了原本 0.2 公 外，在大堀溪北段周邊幾塊地，非屬保安林

地，且是低窪地，這部 的面積比較大，我們可與海管處一同會勘

確認是否適合 另有幾塊地屬於國產 ，可再邀請土地權屬單位討

論是否辦理撥用  

五  教育局 

(一) 今年度上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大型環教 親子師生的

活動 入校實施的課程及教師相關研習活動， 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停止辦理，網頁瀏覽人次也因活動停辦而受到影響，成果不如預期

目前疫情有趨緩，下半年度教育局會依據原定進度積極辦理  

六  交通局 

(一) 第二季 據修正，實際 據為 11 萬 4 千公里，第一季及第二季累計

為 28 萬 5,330 公里，實際達成率約為 43.8% 因受疫情影響，導致

騎乘公里 不如預期，疫情趨緩之後應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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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海岸資源保育專案小組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前次會議列管事項 
權責 

單位 
回 辦理情形 建議列管等級 

主席

裁示 

(一)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第

2點：有關本市二級海

岸防護計畫，請海管處

安排水務局於今(109)

年 12月底前完成專案

報告後解除列管  

本府 

水務局 

遵照辦理，本市二級海岸防護

計畫草案業於109年5月13日依

據內政部控管進度期程報經濟

部核轉，後續將擇期於本市海

岸資源保育專案小組會議專案

報告  

□A級：結案 

□B級：執行中 

■C級：依計畫執行 

□D級：有困難未執行 

C 

本府 

海管處 

預計安排水務局於第8次(109

年12月)海岸資源保育專案小

組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二) 109年度第1季關鍵績

效指標執行率及辦理

情形： 

1. 請各單位按照績效指

標加速推動，請海管處

於年度結束後彙整各

單位成果依 109 年度

桃園市政府推動海岸

永續 展績優獎勵計

畫 ，針對有功人員簽

報敘獎  

本府 

海管處 
遵照辦理  

■A級：結案 

□B級：執行中 

□C級：依計畫執行 

□D級：有困難未執行 

A 

2. 有關台電公司陸域風

機景觀維護事宜，除基

座外亦包括設施物，請

台電公司除 電外，應

兼顧海岸保護 保育

休閒 休憩及永續；請

海管處於 109年 3月 31

日與台電再生能源處

充分討論落實推動  

台電公司 

預計於109年底前將#1~#5風

機 變壓器室外觀及#1~#20風

機塔架入口樓梯修 完成  

本府 

海管處 

依據109年3月31日與台電再生

能源處討論結果，109年先進行

本市草漯沙丘地質公園內20座

陸域風機(機房)外觀美化重新

設計，並請台電再生能源處依

據109年5月18日桃海管字第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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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列管事項 
權責 

單位 
回 辦理情形 建議列管等級 

主席

裁示 

1090003045號函，儘速修繕陸

域風機及附屬機房外觀嚴重鏽

蝕情形  

3. 請海管處於下次會議

以預定進度及實際進

度展現各單位執行率  

本府 

海管處 
遵照辦理，於本次會議呈現  

(三) 請本府水務局及海管

處依據農業局簽准原

則，以避免與漁民 生

衝突為前提，擬定漁業

設施許可管理細則或

要點，如 錄列管 審

查規範 違規記點及退

場機制等應一併納入  

本府 

水務局 

1.依據農業局簽准原則，有關

水務局權管河川區域部份，不

提供申請設置固定式張網之漁

業設施，故無擬定漁業設施許

可管理細則或要點之需求  

2.同該簽准原則，為方便漁民

誘引魚苗進入河口及河川範

圍，漁民如有需要申請河川區

域整地，請農業局依 桃園市

政府受理岸際捕撈業者申請設

置定置網或整地流程，轉送水

務局申請河川整地  □A級：結案 

□B級：執行中 

■C級：依計畫執行 

□D級：有困難未執行 

C 

本府 

海管處 

1.本處於109年5月25日辦理本

市新街溪出海口既有漁業設施

構造物拆除研商會議，有關新

街溪出海口之區域排水範圍內

14座捕鰻設施在未危及汛期安

全及兼顧漁民捕魚權益前提下

給予緩拆期5年(至114年5月底

止)，並請捕鰻設施所有人遵守

以下規定： 

(1) 不得有新建及擴建設施行

為  

(2) 設施垃圾應立即清除，保

持環境清潔  

(3) 維持設施的完整性及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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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列管事項 
權責 

單位 
回 辦理情形 建議列管等級 

主席

裁示 

性  

如於緩拆期間經專業機構評估

有造成淹水風險，必須清除妨

礙行水設施時，本處將立即啟

動拆除作業，捕鰻設施人不得

異議 並請水務局研議於河川

出海口之區域排水範圍內，保

留既有捕鰻設施之適法性  

2.本處於109年5月28日邀集設

施所有人就審查規範內容有關

漁業設施材質及形式訂定審查

規範，預計6月底完成許可審查

規範公告  

(四) 有關經濟部水利 第

二河川局(以下簡稱二

河局)提案一般性海堤

區域環境清潔維護分

工事宜，請二河局召集

開會，針對合作範圍

管理事項 做法等擬訂

執行計畫，並於下次會

議進行專案報告  

經濟部 

水利  

第二河川局 

本案於109年6月8日上午十點

會同海岸管理工程處會勘人

員，協商會勘如遇颱風豪雨，

桃園市管排水與本局海堤區域

匯流口處，因排水上游流下之

垃圾廢棄物或竹木等漂流物，

將共同會同清理，以維護環境

整潔  

□A級：結案 

□B級：執行中 

■C級：依計畫執行 

□D級：有困難未執行 

C 

(五) 有關以大園區北港海

堤北段作為自然海岸

環演替之試點，本府

原則支持，請二河局持

續推動，並於下次會議

說明規劃內容  

經濟部 

水利  

第二河川局 

有關以大園區北港海堤北段作

為自然海岸 環演替之試點規

劃，本局正研擬辦理中  

□A級：結案 

■B級：執行中 

□C級：依計畫執行 

□D級：有困難未執行 

A 

(六) 有關海洋委員會海洋

保育 所提海灘定置

漁網問題，請海管處以

有效管理代替取締責

罰，若屬海岸敏感區，

本府 

海管處 

1.有關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

物保護區範圍內定置漁網管

理，目前已委託在地社區協助

普查定置網設施位置，後續將

公告請設施所有人至本處 記

□A級：結案 

□B級：執行中 

■C級：依計畫執行 

□D級：有困難未執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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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列管事項 
權責 

單位 
回 辦理情形 建議列管等級 

主席

裁示 

應遵 錄列管 違規

記點及退場機制之原

則辦理，並請將棄置漁

網納入違規記點規範

中  

並將其列管造冊，訂定違規記

點及退場機制  

2.保護區範圍將不得新設及擴

充既有設施，設施所有人必須

維持設施美觀及清除設施上垃

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