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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海岸資源保育專案小組第 7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 10月 6日（星期二）下午 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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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會議列管事項及第 3季關鍵績效指標辦理情形報告：（略） 

六、 專案報告（本府海岸管理工程處-桃園市近岸海域管理權責分工建議

案）：（略） 

七、 臨時動議：本府海岸管理工程處提案-設立里海學堂，落實海洋教育 

八、 會議決議： 

(一) 前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1. 請由新屋區公所負責笨港海堤 8、9 及 10 號水閘門之清潔維護管

理工作，本案解除列管。 

2. 其他事項依建議列管等級辦理如附件 1。 

(二) 109年度第 3季關鍵績效指標(KPI)執行率及辦理情形： 

1. 本年度受疫情影響無法辦理大型活動，請農業局提出港灣環境教

育人次、沿海 4 區休閒農業活動參與人次之替代方案，以達到預

定 109年度目標值。 

2. 海邊流浪犬問題尚未有效解決，是否調降 110 年度海岸地區流浪

犬隻捕捉後絕育數目標值，請農業局再審慎評估。 

3. 為減少強降雨時河川垃圾大量流入海洋造成污染，請水務局規劃

於河川中、下游設置攔截網分段攔除垃圾，並提出 110 年度設置

河川攔截網數量目標值。 

4. 請觀光旅遊局依本市海岸管理委員會第 4 次定期會委員建議，結

合許厝港濕地、草漯沙丘、觀新藻礁、新屋石滬、牽罟文化、後

湖溪獨木舟體驗、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園區等規劃一日或二日濱海

輕旅遊行程，並納入 110年度 KPI目標值。 

5. 請海岸管理工程處依海岸清潔維護原則，與本市海岸地區各土地

權管單位研商，並訂定共同適用之 KPI。  



- 2 - 

6. 請各單位先行檢視 110 年至 112 年 KPI 項目及目標值，海岸管理

工程處將於 10月起分別至各單位研商， 請各單位指派簡任官及相

關業務人員參與討論。  

7. 第 4季執行成果請各單位統計至 11月底， 12月 4日前上傳系統，

並於 110年 1月 10日前提交 109年度執行成果。 

(三) 桃園市近岸海域管理權責分工建議案： 

因應行政院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之政策方向，請本府各主管機關就

業務職掌先行思考在兼顧安全、保育及保護之前提下，超前規劃

未來海域開放項目及管理原則，並請海岸管理工程處建構溝通平

台，整合各單位意見後再行研議辦理。 

(四) 設立里海學堂、落實海洋教育： 

1. 請教育局依海岸管理工程處提案內容，先行評估設定 KPI 目標值， 

至於未來合作執行細節，請雙方再行開會研商確認。 

2. 110年度教師調訓人數先以 500人次為原則，請海岸管理工程處於

課程規劃中納入戶外學習體驗，藉以提升教師參訓意願，並依學

員參與熱度逐年增加目標值。 

九、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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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各機關發言要點 

一、 海岸管理工程處 

(一) 依據向海致敬清潔維護計畫，設施由管理人負責清潔維護，笨港

與深圳海堤屬一般性海堤，原則應由二河局進行清潔維護，如因

某個單位為了區域排水破堤設置水閘門，則由設置之興建者、設

施所有人或管理人進行後續清潔維護。  

(二) 新屋溪及新街溪水質測站前設置攔截網，主要為攔截豪大雨時從

中上游沖刷下來之垃圾，避免垃圾進入河岸出海口。我們希望透

過分段攔截，將豪大雨時流到出海口的量減到最少。我們希望攔

截網設置能與水務局合作，針對垃圾量較多的溪流分段設置攔截

網。 

(三) 向海致敬的原則分為平時清、立即清及緊急清 3 個構面。針對緊

急清部分，若颱風暴雨造成海岸、漁港垃圾充斥，為避免民眾對

海岸維護產生反感，希望盡早清除，如在行政院向海致敬計畫是

希望災害發生後 6天清除完畢；立即清部分，如民眾反應哪些位置

有垃圾產生，相關單位在一定時間內清除乾淨，也是我們未來擬

定 KPI 的方向；平時清部分，就是平常有僱工在清理。現在是希

望在立即清跟緊急清部分，有更好的執行方式，讓民眾對我們的

執行效率產生正面價值。 

(四) 依照海岸管理法的規定，高潮線往外推 3 海浬，約 5.58 公里，是

屬於近岸海域的範圍，是縣市政府可以做有效管理的範圍。海域

開放後，每一個範圍內同時可以開放很多項目，如適合做箱網養

殖、水上遊憩，也同時適合做體育賽事，這 3個項目可能有不同辦

理的形態與模式，所以在審查時願不願意開放、可能要注意哪些

細節，如何透過審查在開放海域裡完成一個高品質、安全的體育

賽事或水上活動。基於此原則，海管處可以搭建一個共同的平台，

範圍為 46 公里海岸線、3 海浬以內，共同研商該範圍有哪些項目

是可以開放使用的，倘公告後，後續有申請單位申請活動、賽事

或其他使用，針對該申請單位提供審查條件、規範或注意事項，

就回歸由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於權責進行相關審查作業，會

更符合現在海域管理的精神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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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洋教育未來對於整個桃園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程，為了親海、

知海、近海，我們希望共同來努力，明年度我們希望海洋教育的

部分，兒童教育由永安國小海洋環境教育資源中心來做推動；成

人的部分(含志工、一般民眾及政府教職員)，由里海學堂來推動，

希望不同年齡層都可以接受海洋教育的洗禮。我們現在規劃與教

育局的合作模式，先從里海學堂出發，把桃園 4大海岸亮點濃縮成

3 個小時的通識課程，讓國中小的教職員、政府機關的職員，能夠

快速知道海岸的 4個亮點，師資、課程、硬體設置由海管處規劃，

另請教育局協助 2 件事情，一是每梯次安排調訓 60 個教師；二是

希望教育局協助登錄環教時數，提升老師來上課的意願。未來無

論在兒童或成人教育，可以考慮納入桃園海岸生態 4大亮點及 4個

場館部分，再由我們各場館菁英班受訓出來的專業導覽員，就地

做解說，並建議透過向下紮根做法，讓桃園所有國中小畢業的學

生至少對桃園海岸 4個亮點有更深層的認識。 

二、 新屋區公所 

  為了解決颱風或水季淹水問題，笨港里 8、9 號海堤是由公所維

管跟清潔。10 號海堤經工務單位查證為 96 年所建，但只有對外沙灘

出口，沒有水道匯流過來，目前查無設置單位，權管單位有待釐清或

請主席直接裁示負責單位。 

三、 農業局 

(一) 人數計算方式是比照往年人數預估，因受新冠肺炎影響而停辦大

型活動，故人數無法達標。後續若有機會辦理活動，應可達到目

標。 

(二) 動保處目前做法為將捕獲之野狗絕育後，再放回原捕捉地，因而

數量還需研議。 

(三) 海岸清潔維護部分，目前漁港部分皆是委外清理，若需再納入海

岸清潔維護 KPI，是否會與原本之淨港人次 KPI有所衝突。 

(四) 開放海域需考慮漁民之傳統作業漁區，桃園漁業目前以近海漁業

為主，主要作業漁區為 3海浬範圍內，未來會與海上活動有明顯重

疊，開放時需與在地漁民多做協調與溝通。 

四、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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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局績效指標主要係辦理「教師參與海洋教育五大主題軸之研

習及進修」活動及「學校親師生參與海洋環境教育課程人數」等，

大型群體活動於上半年因受新冠肺炎影響而停辦，預計 9月恢復執

行，目前加速辦理中，預計落後的三項指標可於年底達預定進度。 

(二) 教育局已有一項 KPI「教師參與海洋教育五大主題軸之研習及進

修」，是與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永安國小）合作針對學校教職員辦

理相關進修或研習課程。如要結合海管處新設立之里海學堂課程，

因性質重複，建議不另列新的 KPI，而是修改原本的 KPI為「本市

教職員參與海洋環境教育課程之 KPI」，並調整 100人次為 1500人

次。 

(三) 強迫調訓易引起老師不悅及不滿，會後要再討論。因老師忙於教

學與行政，若再加上強迫調訓，倘沒有溝通清楚將引起很大的反

彈。 

五、 交通局 

  提報資料時尚未有 8月份數據，目前增加 8月份的數據 91,290公

里後，整體公里數累計達 497,035公里，達成率為 76%，故已達標。 

六、 水務局 

  當初南崁溪攔截網設置原因是因為南崁溪在做護岸工程，故於工

程期間於南崁溪設置攔截索，避免工程廢棄物流入河川污染生態。現

工程已結束，將重新評估，另行尋找河岸漂流垃圾較多的地方，以設

置攔截網達到河川保護功能。 

七、 觀光旅遊局 

  場域管理機關有本來場域管理機關的工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

不同目的事業法令，甚至一個海域有不同、多元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我們認為，有衝突時需有解決的平台比較重要。另外，報告中提及觀

旅局正針對水域遊憩管理辦法進行研究，研究重點以前是公告為危險

海域，所以全部限制，這違反現在向海致敬政策。目前政策倘朝向開

放，政府針對風險或相關資訊應做到公開透明，例如海洋委員會現正

擬訂危險海域部分，供民眾參考並有能力評估風險。未來我們的公告

應是針對整個海岸線皆不予限制，並修改以往配合水域活動限制的巡

查計畫方向。另我們 46公里海岸線中有 6處受其他法令限制，包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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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漁港、濕地、地質公園、蚵間石滬及觀新藻礁等。我們也將彙整其

他單位針對這些海域的相關限制，並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容一併

公告。 

八、 體育局 

  自體育局成立後，僅曾於海域辦理一場 108 年全國運動會帆船賽

事。未來政策如要朝向開放海域，體育局樂觀其成。延續中央政策，

有關賽事申請部分，體育局會協助所有體育團體辦理申請，然而因桃

園市海域限制已久，大多數團體對於海域不夠熟悉。去年辦理賽事時，

海上法規及權責機關相當多，包括團體進出都需有特殊申請。活動部

分我們可以把關，海域部分建議未來需有一個平台，讓各個機關基於

他們的權責和專業提供意見。 

九、 經濟發展局(同意見單內容) 

  因礦業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礦務局，並無包含地方政府，故海

域相關礦業權由中央主責，本局將配合中央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