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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海岸資源保育專案小組第 8 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 12月 15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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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略） 

六、 專案報告（本府海岸管理工程處-109 年度第 4 季(統計至 11 月底)永續

海岸關鍵績效指標(KPI)執行情形暨修訂 110 年至 112 年度永續海岸 

KPI、本府水務局-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略） 

七、 會議決議： 

(一) 報告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1. 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於下次會議回報桃園

海岸之漂流木暫置點。 

2. 其他事項依建議列管等級辦理如附件 1。 

(二) 109 年度第 4 季永續海岸 KPI 辦理情形暨修訂 110 年至 112 年度永

續海岸 KPI報告案： 

1. 請台電公司針對陸域風機景觀維護作業，應於規劃階段納入生命

週期概念，優先選擇耐腐蝕性較高之工程材料，以利延長使用壽

命，降低養護成本。 

2. 請各單位於 110年 1月 10日前填報 109年度執行成果(系統操作流

程及填報格式如附件 2)，並請海岸管理工程處辦理績效評鑑作業，

110年 3月底前完成行政敘獎。 

3. 海岸管理工程處指標「廢棄漁網回收再利用數量」目標值(110-

112 年)調整為 5 公噸，其餘 110 年至 112 年 KPI 內容照案通過，

請各單位據以填報 110 年度 KPI 項目分季目標，爾後每年滾動檢

討修正。 

(三) 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報告案： 

1. 本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公告實施後，請各相關權責機關依據計畫

內容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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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水務局於未來辦理通盤檢討時，將航道疏濬納入本市二級海岸

防護計畫，以利漁港外港航道疏濬可免依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

定區位管理辦法申請許可，以達簡政便民。另請本府農業局負責

判定漁港內外港航道疏濬範圍，水務局審定漁港內航道疏濬計畫，

海岸管理工程處負責漁港外航道疏濬計畫。 

(四) 臨時動議議案：撤回暫不討論。 

八、 散會：上午 1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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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各機關發言要點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竹林區管理處 

  現在漂流木暫置地點困難點於會有民意問題，擔心民眾會檢舉為

垃圾，認為漂流木不好看，所以要再找稍微隱密一點的地方。 

二、 海岸管理工程處 

(一) 海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因涉及環訓所初審、現地審查及大

會審查，現已完成現地審查所有補正作業，等待環訓所大會通知。 

(二) 許厝港濕地鳥類種數及數量，生態復育工程於 1 月底已完成，11

月底統計鳥種數為 69 種，隻數達到 7,462 隻，顯示生態復育過程

中鳥隻數有提升，但鳥種數涉及全球環境、氣候變遷及棲地食物

來源，明年度將開始針對底棲生物成長及承載力調查，做為因應

對策參考。 

(三) 有關廢棄漁網回收再利用數量，原定目標 20 公噸，但今年在漁會

協助下已將歷年尼龍漁網收集完畢，若明年仍訂 20 公噸會無足夠

數量，故建議將目標值調整為 5公噸。 

(四) 過去竹圍漁港清淤僅針對港內，未清理外港，因積沙必須平衡，

當港內清淤完，外港的沙仍會湧入，導致清淤作業無法達到航道

疏通效果，經過與相關主管機關、專家學者研究，認為內外港同

時清理可達較佳疏濬效果。考量疏濬積沙需有去處，而中油公司

三接站工程需要淤沙作為回填沙土，基於挖填平衡，建議以海運

方式運至三接站做為離岸碼頭回填工程，最符合成本效益且對環

境影響最少。因清淤部分需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才可進行，

目前內港部分由農業局依緊急清淤方式執行，但漁港外航道疏濬

受海岸管理法限制須送營建署進行相關審查，目前營建署建議若

未來漁港航道疏濬屬於常態性工作，建議可以列入二級海岸防護

計畫，未來可採用通案審查，減以個案審查作業時間。 

三、 農業局 

  有關港灣環境教育及沿海 4 區休閒農業活動人次，因今年新冠肺

炎影響，第一季、第二季皆無辦理相關大型活動，如彩芋季等，第三

及第四季有再辦活動，如最近大園花彩節約有 15 萬人次，將再重新

統計，但因全年有一半時間無辦理相關大型活動，故目標值無法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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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通局 

  提報資料時尚未有 11 月份數據，若增加 11 月份的數據約 6 萬多

公里後，累計後可以達到今年目標值。 

五、 中油公司 

  中油公司在 10 月 24 日有舉辦一次淨灘活動，原訂在 11 月 30 日

辦理淨灘活動，但因考量天氣及疫情因素無法舉辦。 

六、 台電公司 

  觀園#1～#5 號風機變壓器室因近期連續下雨及現場風沙大，影響

進度，近期已完成 2 部風機變壓器室外觀改善；另外 20 部風機入口

樓梯部分預計在 12 月 30 日開標，開標之後明年就可以把#1～#20 號

風機塔架入口樓梯修復完畢。今年落後數量將併入明年進度完成。 

七、 水務局 

  補充報告竹圍漁港清淤案為中油公司承諾事項，若永安漁港淤積

加劇情形，將依環評承諾立即疏浚，為中央針對特定區位核定原則，

此承諾事項不用再經過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同意，但會擔心中油承諾事

項不一定是整個航道疏濬都清。第二點補充，若要納入二級海岸防護

計畫可行，但要本府農業局辦理航道範圍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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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海岸資源保育專案小組第 7 次會議 

會議紀錄辦理情形 

會議決議 
權責 

單位 
回復辦理情形 建議列管等級 

主席

裁示 

(一)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

理情形 

1. 有關本市二級海岸防護

計畫，請海岸管理工程

處(以下簡稱海管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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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預計於第8次會議專

案報告「桃園市二級海岸

防護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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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本府水務局及海管處

依據農業局簽准原則，

以避免與漁民發生衝突

為前提，擬定漁業設施

許可 管理細則或要

點，如登錄列管、審查

規範、違規記點及退場

機制等應一併納入。 

本府 

水務局 

本局已完成現場勘查，並

於109年11月19日取得海

岸管理工程處納管之新街

溪捕鰻苗設施資料，將水

文水理部份也委由水利專

家審查，預計109年12月

底前完成埔心溪納管作業

及河段管理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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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管處為有效管理列管之

捕鰻魚苗架漁業設施，已

製作切結書，要求所有權

人嚴禁設施新建及擴建，

保持設施週邊環境清潔及

維持設施之完整性及美觀

性。 

3. 有關海洋委員會海洋保

育署所提海灘定置漁網

問題，請海管處以有效

管理代替取締責罰，若

屬海岸敏感區，應遵循

登錄列管、違規記點及

本府 

海管處 

觀新藻礁保護區範圍內定

置漁網經確認係為捕鰻苗

使用，目前已委託在地社

區協助普查設施位置及所

有人，俟取得完整普查資

料，再進行本市海岸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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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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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權責 

單位 
回復辦理情形 建議列管等級 

主席

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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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登記列管、違規記點

等作業。 

4. 請海管處檢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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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海管處 

遵照辦理，於今日下個議

程報告。 

■A級：結案 

□B級：執行中 

□C 級：依計畫執行 

□D 級：有困難未執

行 

A 

5. 桃園市海岸環境清潔維

護分工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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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海管處 

已於109年11月27日召開

110-112年度永續海岸關鍵

績效指標(KPI)修正研商會

議，各土地權管單位同意

訂定海岸潔淨度指標及接

獲通知(災後)6日內妥善清

理率等2項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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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考量目前規劃漂流木暫

置點僅有 0.2公頃恐於

災後不敷使用，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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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與

海管處辦理漂流木暫置

點會勘。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林務局新

竹林區管

理處 

目前本處刻正積極尋找備

用之漂流木暫置點。 

□A級：結案 

■B級：執行中 

□C 級：依計畫執行 

□D 級：有困難未執

行 

B 

本府 

海管處 

於109年11月27日召開110-

112年度永續海岸關鍵績

效指標(KPI)修正研商會議

中，提及漂流木暫置區面

積不足情形，新竹林管處

表示桃園漂流木尺寸較

小，發生天然災害仍可有

空間堆放，又桃園地區海

岸開發積極，可用低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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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權責 

單位 
回復辦理情形 建議列管等級 

主席

裁示 

不多，目前尚未尋覓合適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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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參與人次之方案，以

達到預定 109年度目標

值。 

本府 

農業局 

1.原永安漁港星濱樂活動

因疫情停辦，將由中壢

區漁會辦理之漁民節及

南區活動中心落成活動

增加參與人數。 

2.沿海4 區休閒農業活

動，桃園花彩節展區其

中之一為大園地區，將

於109年11月7日至15日

辦理，以增加休閒農業

活動參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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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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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農業局 

110 年度海岸地區流浪犬

隻捕捉後絕育數目標值，

由原目標值為捕捉及絕育

流浪犬200隻，擬調整為

220隻。 

(海管處補充說明：已於12

月8日研商會議討論修正

此項 KPI，於今日會議報

告) 

3. 為減強降雨時河川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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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水務局 

本局預計挑選河川及區域

排水各1條設置攔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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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觀旅局 
本局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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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權責 

單位 
回復辦理情形 建議列管等級 

主席

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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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海管處依海岸清潔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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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海管處 

已於109年11月27日召開

110-112年度永續海岸關鍵

績效指標(KPI)修正研商會

議，各土地權管單位同意

訂定海岸潔淨度指標及接

獲通知(災後)6日內妥善清

理率等2項 KPI。 

6. 請各單位先行檢視 110 

年至 112 年 KPI 項目及

目標值，海管處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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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海管處 

已與10個單位研商修訂

110-112年度 KPI項目與目

標值，於下個議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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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海管處 

於本次專案報告一併說明

109年執行成果提報注意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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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海管處 

1.將發文函請本府相關海

域各權管機關提供未來

海域開放項目及管理原

則，後續依收集內容召

開會議研商。 

2.另依據109年度水域遊憩

安全年終檢討會議主席

裁示，由海管處於沿海

易溺水水域設置、維護

□A級：結案 

■B級：執行中 

□C 級：依計畫執行 

□D 級：有困難未執

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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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權責 

單位 
回復辦理情形 建議列管等級 

主席

裁示 

未來海域開放項目及

管理原則，並請海管

處建構溝通平台，整

合各單位意見後再行

研議辦理。 

管理警告標示牌與救生

圈等簡易救生器材；預

計於109年底前就沿海4

區公所已設置之告示牌

面更新告示內容。 

(四) 設立里海學堂落實海

洋教育：  

1. 請教育局依海管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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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海管處於課程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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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教育局 

1.本局業於109年11月18日

與本府海管處召開

「110-112年度永續海岸

關鍵績效指標(KPI)研商

會議」並擬新增「桃園

市各級學校教職員參與

里海學堂之人次」指

標，衡量標準為「當年

度完成海岸管理工程處

里海學堂課程培訓之高

國中小教職員累計人

次。」分年目標分別為

110年500人次，111年

1000人次，112年1500人

次，並將再視實際實施

情況針對目標值進行滾

動式修正。 

2.明(110)年各級學校教職

員里海學堂之培訓課程

擬安排自4月起至11月份

止(不含暑假時間)，俟本

府海管處公告里海學堂

課程規劃後，本局將函

請本市各級學校之校

長、主任及教師參與里

海學堂之相關培訓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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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海管處 

海管處於109年11月18日

與教育局共同討論110-112

年度永續海岸及未來里海

學堂合作模式，達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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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 
權責 

單位 
回復辦理情形 建議列管等級 

主席

裁示 

識:110年度指標「桃園市

各級學校教職員參與里海

學堂之人次」，目標值為

500人次，由海管處負責6

小時課程規劃(室內學習課

程及戶外體驗課程各3小

時)，教育局協助優先安排

校長上課，並將於110年4

月開辦第1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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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桃園市政府推動海岸永續發展績優獎勵計畫 

年度執行成果上傳網路填報作業系統操作流程 

 

1. 以年度執行成果格式彙整單位年度執行成果。(各單位使用者帳號登

入後，亦可於網路填報作業系統首頁之「檔案下載」區下載執行成

果格式電子檔。) 
 

  

2. 進入系統點選左方「上傳年度執行成果」，出現上傳畫面。 

3. 選擇歸屬年度與年度執行成果檔案。 

4. 點選上傳即可完成(上傳後無法刪除，如需更新請重新上傳)。 

 

 

 

 

附件 2 

 

 

進入首頁後，滾輪往下

拉，於下方可以看到檔

案下載區 

點選下載格式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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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桃園市政府推動海岸永續發展績優獎勵計畫 

年度執行成果格式 

註：執行成果原則以電子檔方式繳交，如繳交紙本資料，應另提供可供編輯之

電子檔(word)。 

一、 單位：海岸管理工程處 

二、 KPI達成率 

填報說明：請更新 109年度實際值欄位，統計資料為 109年 1月 1日至

109年 12 月 31日，相關填寫內容說明如下： 

1. 經費：109年度執行經費，若含歷年請補充說明。 

2. 進度： 

(1) 符合：109年實際值符合當年度目標值，且小於 110年目標值。 

(2) 超前：109實際值超過 110年目標值，請調整 110年目標值。 

(3) 落後：109年實際值低於當年度目標值，請於備註補充落後原因。 

3. 110 年度調整說明： 

(1) 維持：維持原指標及目標值。 

(2) 刪除：刪除本項指標。 

(3) 調整：指 110年度將調整指標內容，包括調整目標值、修正指標

名稱或衡量標準等，請說明。 

範例： 

對策  績效指標  
單

位  
項目 109 110 111 112 

經費 

(千元) 
進度 

建構海岸

監測系統  

出海口水質

自動連續監

測設施數  

座 

原訂 

目標值 
2 3 4 5 

 

符合 
實際值 2    

110 年

度調整

說明 

 

三、 執行成效說明 

(一) 執行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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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說明：為達到 KPI目標值所推動的策略或計畫。 

為配合海岸環境監測科技中心，於本市主要重點河川河口設置水質自動

連續監測設施，…… 

(二) 執行成果 

填報說明：KPI之成果說明，可附上清單、統計圖表或照片等資料佐證，

以利後續得進行彙整宣傳之用。 

範例：目前完成清單如下表，共分析 O筆數據…… 

圖 1、海岸地區水質連續自動監測設施清單 

項次 測站名稱 完成設置日期 

1 出海口水質測站-埔心溪 108年 O月 O日 

 

 
圖 1、海岸地區水質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建置完成設置情形 

 

 
圖 2、海岸環境監測科技中心連線畫面 

流量計
氨氮 銅

EC/pH/temp
ORP/鹽度

COD
分析儀

SS/DO

PLC
人機介面

COD
清洗機

COD
主機

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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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效益 

填報說明：達到此 KPI後對海岸地區環境、社會或經濟面之幫助，如有

特殊事件亦請說明，以利後續得進行彙整宣傳之用。 

範例：即時監控各項水質變化，一旦發現水質異常，系統可立即通報稽

查人員前往追查污染來源，於 O月 O日發現 OO測站異常數據，即派

員… 

四、 未來規劃 

填報說明：請簡單說明針對未來年度目標之規劃，如需新增或調整目標、

作法亦請提出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