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第九河川局流域管理公私協力計畫」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大平台會議-會議記錄
壹、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貳、

會議地點：第九河川局第三會議室。

參、

會議時間：2021 年 05 月 10 日（一），14:00～17:30

肆、

會議主持：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謝明昌局長、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黃群策處長、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陳淑媛分局長(郭炳榮秘書代)、農田水
利署花蓮管理處張麒瑋處長(饒國東站長代)、花蓮縣政府農業處吳昆儒處
長(漁牧科黃詩伊科長代)。

伍、

出席單位：詳如簽到單，詳如附件一。

陸、

各案報告：依當日議程順序排列，辦理成果及分享簡報請至下列網址下
載（https://reurl.cc/8yd1ao）。

一、 歷年鱉溪流域管理平台小平台辦理成果分享：
1.

小平台一河川工程藍圖小平台：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發言內容

第九河川局/ 1. 回顧小平台一辦理內容，包含從過去盤點問題(如河
李宇弘副工
川廊道受阻、河床下刷、岩盤裸露等)，辦理相關工
程司
程簡稱環石於河工程，為增加河床護甲層，局部放
寬河道土地容洪，重建河道骨架與瀨區，營造近自
然固床工，並且收回的河川地做生態池、保種基地。
2. 在 109 年度規劃鱉溪復育方案，透過復育方案建立
短中長期目標，達到恢復河川生命力，短期目標在
今年與明年，希望達成收回河川公地、河川區域線
變更、近自然工法教育訓練、池豐橋上復育工程。
3. 去年於 12 月 7 日召開小平台一，與相關工程單位現
勘，盤點今年度的工程，怎麼解決鱉溪問題，收回
的公有地規劃、以及資訊公開等，並也盤點相關工
程單位，如水保局「永豐村 4 鄰野溪改善二期工程」
、
「豐南社區吉哈拉艾農路設施改善工程」；林管處
「中溝野溪集水區防砂工程生態共融調整計畫」
；鄉
公所「豐南村中溝橋橋樑災後復建工程」並請以上
各單位簡述工程內容。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水土保持局 1.
花蓮分局/陳
兆佃副工程
司
2.

109 年在鱉溪辦理的相關工程，參照生態檢核標準
作業書，在工程四個階段中，邀請 NGO 與生態友
善團隊共同參與，相關資訊也公開在水保局網站。

3.

水保局在公私協力辦理平台上，109 年辦理了荖溪
流域管理平台會議。

1.

花蓮林區管理處自去年鱉溪大小平台會議，針對鱉
溪上游中溝野溪進行討論，二十年前因保全戶的陳
情，興建傳統防砂工程設施，如淺壩、固床工、護
岸，主要功能控制土砂、洪水漫流，以保護農田與
居民安全。近年鱉溪展開復育計畫，林管處配合平
台會議，提出「中溝野溪集水區防砂工程生態共融
調整計畫」，109 年年底達到的共識，今年向林務
局申請經費，預計針對中溝集水區產砂與輸砂特
性，規劃設計柔性近自然工法，調整舊有的防砂設
施，恢復輸砂的特性，回到鱉溪主流，且配合鱉溪
地質公園發展。

2.

上述計畫預計今年 5 月底展開，10 月份完成相關
調查與模擬結果，包含建模與分析，並設計調查樣
站，規劃執行至明年。期望計畫半年內完成河相與
生態調查(一季一次)，明年中旬檢測設計功能與安
全性，潛在沖淤變化、易淹潛勢，提出防砂設施優
化草案，與社區部落民眾溝通，辦理工作法蒐集參
與者意見，明年下旬 10 月，提出細部設計書圖。

環境保護聯 1.
盟花蓮分會/
鍾寶珠會長

施作工程時，未來希望在設計規劃階段，將友善生
物廊道規劃進去，也避免以往三面光的混凝土工
程，造成影片中食蟹獴和白腹秧雞幼鳥被困在鱉溪
農田水圳裡無法上岸。

林務局花蓮
林區管理處/
潘家玉技正

109 年水保局在鱉溪有四件工程「永豐村蚊子洞野
溪改善工程」
、
「永豐村 8 鄰野溪改善工程」
、
「豐南
村 20 鄰護岸工程」
、
「永豐村 4 鄰野溪改善二期工
程」
，在地社區與台大水工所相關團隊參與現勘，並
且在施工說明後與與會相關單位作交流與檢討，提
供許多寶貴意見及充實生態檢核建議，其中豐南村
20 鄰護岸工程，工程不使用混凝土。

2.

小平台二水質水量小平台：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發言內容

荒野保護協
會花蓮分會/
楊和玉秘書

1.

自成立鱉溪平台開始，小平台二水質水量，在 108
年鱉溪上游畜牧場排放廢水問題，經由環保局開罰
後，至今又加上鱉溪枯水期，到目前為止現地居民
沒有特別反應水中是否有臭味，如果水質不良應該
會更明顯，此為鱉溪水質正向面。

2.

水質問題暫時被解決後，現在要面對水量問題。也
十分感謝農水署花蓮管理處加入，共同成為小平台
二召集人，一同面對缺水、枯水期的問題。

1.

永豐圳 81-83 設置超音波量水設備，在本期試驗，
後續再跟農委會爭取經費，如試驗機制可行，未來
在富里鱉溪進水口設置用電腦控制水量，把多餘的
水還水於河

農水署花蓮
處富里工作
站/饒國東站
長

3.

小平台三生態保育小平台：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發言內容

林務局花蓮 1.
林區管理處/
王元均技正
2.

4.

持續關注生態復育成效，並推廣保留一處長時間有
水的區域，作為菊池氏細鯽的庇護區。
進行肥料減量相關試驗，以利減肥田區的補貼對策
擬定，農田肥料施灑劑量對水生生物的危害，這部
分可以與小平台四流域創生一同輔導，為在地社區
團體申請相關計畫的能量。

小平台四流域創生小平台：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發言內容

天賜糧源股 1.
份有限公司/
鍾雨恩負責
人

「創生」談更多人口移動的概念，現在富里人口 1
萬多，扶老比也算高。除了生產的功能，72 公傾的
有機稻田。每個務農的都有斜槓生活，除了務農之
外的多元發展，透過點跟點的串聯，發展產地小旅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發言內容
行。
2.

透過跨域的合作，除了音樂結合外，也跟藝術、建
築結合，並且推廣食農教育，舊建築也活化，結合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做實驗基地等；同時發展大
米缸計畫，發起企業支持買米與募資，將集資 25%
回饋草地音樂節與捐贈在地弱勢；去年更與日本秋
田縣仙貝做交流。

3.

更具體談論創生，把過去農業議題可實踐產地到餐
桌，活化並找出潛在的關係人口，以更具體談論招
募更多人才，吸引更多人成為富里人。

4.

同時感謝水保局花蓮分局在新農業試辦計畫至今的
支持，今年也會與水保局花蓮分局及相關單位持續
努力。

二、

[專題分享]鱉溪試辦早熟稉稻智能生產資料庫建置：略，專題分享可
參閱會議簡報（https://reurl.cc/8yd1ao）。

三、

[專題分享] 推動「鱉溪日」河川日活動：略，專題分享可參閱會議
簡報（https://reurl.cc/8yd1ao）。

四、

鱉溪流域課題後續操作、議題討論及盤整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第一輪提問

發言內容

東華大學自 1.
然資源與環
境學系/李光
中副教授

四還中還魚於河與林管處的小平台三，提到復育的
五種指標物種（小平台三以台東間爬岩鰍、菊池氏
細鯽、細斑吻鰕虎為主）
，另外關乎到河川高灘地的
中華鱉及洄游性日本禿頭鯊，用不同的物種盤點鱉
溪上中下游，除了透過科學數據，生物可以驗證工
程改善，把握這五種的指標物種，建議九河局工程
也可以持續朝此方向發展。

東華大學自 1.
然資源與環
境學系/吳海
音副教授

農試所在鱉溪試作間歇灌溉，用乾溼交替的方式，
除了稻種不易有稻熱病外，植株長的也比較強壯，
施肥也可用比較多，但因上述小平台三有提到，肥
料施作的進入河川（溝渠）會造成水中溶氧量降低，
河川生物會受到影響，適當施肥的量，怎麼效率更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發言內容
高可以降低排除優養化的狀況。

樸門永續生
活發展協會
／廖美菊理
事

1.

河川垃圾目前沒有納入這次議題內，河川是大海動
脈，用環境教育的宣導，能夠把這理念帶入。

2.

河川攔截垃圾，花蓮有具體的施作或是納入平台議
題中。

3.

關於水資源，水最大的利用，可以讓水慢下來讓他
有入滲的機會，而不是很快速地流入海洋中，有類
似的工程，可以慢而廣泛的將水攔截下，包含農田
用水等相關管理。

後山采風工 1.
作室/負責人
張振岳

農試所稻種，能否在實驗上稻種的選擇，可以用在
地的稻種為主(高雄 139)，針對農友推廣會更有說
服力。

2.

農試所西部相關試驗都是慣行田，但富里均多是有
機田，中間有些元素不太一樣，包括施肥等，現在
富里的試驗田也是有機田（30 多公頃），如果用有
機的操作試驗，更可以說服農民。

1.

農試所推出智慧間歇灌溉，跟屏科大 SRI 的使用
上，省水率不太一樣，SRI 可以達到 50%，想詢問
這農法上的差異。

2.

農法不同所統計使用的水量與肥料，詢問不同做法
稻種產出的口感、外觀等是否有差異性。推行農法
智慧型灌溉推行上，年輕農友可能比較容易，但老
一輩農友可能有一定的障礙，可否依現況提出一些
可行性。

第九河川局/ 1.
謝明昌局長

【回應-李光中副教授】還魚於河，目前比較有成
效為菊池氏細鯽；另外是改變 23 道固床工，去年
有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楊佳寧博士規劃（鱉溪河川
復育方案），針對整個河道系統調整，及短中長期
的復育規劃，整個河川廊道打通。

2.

【回應-廖美菊理事】花蓮縣政府有在吉安溪七腳
川溪，在下游有做攔汙索設施。中央管河川鱉溪評
估垃圾是否有很多？有需要本局會做攔汙索。

水利署水利
規劃試驗所

第一輪回應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發言內容
3.

【回應-張振岳老師】徐縣長有建議省水道操作還
是以在地高雄 139 為主，而農水署花管處在富里，
會在第二期稻作下試驗省水稻，也希望用 139 稻作
上會比較好。

4.

【回應水規所】鱉溪復育方案，水量面有規劃相關
策略，暫時沒有設備，如果有掌水工，可做分配水
量。

花蓮林管處/ 1.
黃群策處長

【回應-李光中副教授】每個小平台都息息相關，
那小平台三生態面，指標以菊池氏細鯽為例，如在
靜止流域、灌溉溝渠有發現，那表示棲地環境是好
的，五種指標物種有它的特殊性與意義。

2.

短期以菊池氏細鯽為主，以及外來種明潭吻鰕虎移
除等，中長期以日本禿頭鯊、中華鱉，包含河川工
程改善；還地於河、構造物與斷流等，而小平台三
友善生產，在慣行農法容易急遽讓生物死亡，則建
議各單位在推廣試驗，也要做生物的庇護所，因此
農事方面、水質方面可以推廣到小平台二、小平台
四來推廣。

農委會農田 1.
試驗所/吳東
鴻副研究員

【回應-吳海音教授】營養管理，120 公斤-160 公
斤的施肥量，超過 160 以上是它的生長風險很高，
第一可能是他的氮肥沒有吸收流逝掉，也是提醒農
民他們施肥到了一個上限，未來的試驗營養管理，
會機動性的調整，過量反而是沒有吸收容易流失，
不同地區不同品種施肥也不太一樣。

2.

【回應-張振岳老師】有機肥有機田，過去試驗經
驗是建立在慣行田上，氮肥的施用多寡，第一次到
花東地區，主要研究是水份灌溉上。高雄 139 是比
較大眾的品種，而台農 71 號有技轉給富里農會，
是屬於中晚熟的品種，一般育苗場會集中時間育
苗，那建議早熟的品種，可以錯開灌溉上用水時
間，是可以被討論，而灌溉上以高雄 139 中晚熟的
品種，在節水灌溉上是否有經驗累積，也是可以被
討論的。

3.

【回應-水規所】，SRI 跟間歇灌溉上，這兩種灌溉
農法有甚麼差別，均採乾溼交替，那 SRI 主要是非
洲地區為主，因資材使用比較難取得，秧苗株樹也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發言內容
不會太多，主要是要讓秧苗強壯。省水上有三個因
子要思考，一為植株的發散量，二為田區土質的滲
透量，三為土壤含水量的供給能量，而乾溼交替跟
SRI 操作上節水有達三成以上，而 SRI 需要人力較
多，間歇灌溉則為設備輔助。口感上苗栗、彰化農
試所都做過試驗，米質沒有影響。

水保局花蓮 1.
分局/郭炳榮
秘書
2.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在鱉溪的工程施作階段，有請
台大水工所調查，生態面團隊均有提供建議。
野溪不會有常流水，近年來不做大型構造物，以緩
坡化就地取材，橫向縱向的必要性，野溪生態廊道
也會考慮進來。

第二輪提問
豐南社區發 1.
展協會/王晉
英理事長

工程施作時，河床以往有些大石頭，但工程施作時
會把破他，呼籲並請保留，甚至把大石頭搬回來。
另外也希望鱉溪復育的延續性，不要中斷，以免人
事調動後，以往的努力白費。

荒野保護協 1.
會花蓮分會/
楊和玉秘書
2.

田間溝渠現在均三面光，需要考量生態廊道，共同
朝此目標去努力。
花蓮流域中攔垃圾的設施（攔汙索），其中有個在
開心農場一帶（里漏排水）
，超過以往規畫 80 噸的
量，未來辦理鱉溪日，也需要考量環境垃圾承載量。

第二輪回應
第九河川局/ 1.
謝明昌局長

【回應-王晉英理事長】水利署有明確規範，而水
保局、林管處也有類似規範，超過 1 米的大石頭不
能打碎與移動。

2.

友善耕作與人工構造物對生態的影響，包含生態廊
道的串聯，國土綠網計畫怎麼合作，改變現況或是
有機會讓環境變得比較友善，問題怎麼解決，可以
在小平台一、小平台三可以做更細部討論。

五、

[專題討論] 鱉溪河川復育綱要計畫；詳見會議紙本資料＜鱉溪河川
復育綱要＞。

六、

臨時動議：

柒、

1.

從主流到支流不同的水圳型式，跟在地居民的生產生活生態息
息相關，也是重要的文化景觀資產，也水泥化或是水管化，有
機會可以在平台會議報告。是在小平台二、小平台三或是大平
台討論，可以再邀請李光中老師做說明。

2.

農田提供庇護區，可以在生態給付的概念下去操作，目前小平
台三沒有把這納入，未來可以再做討論，包含用藥、營造生態
與指標物種，不論是私有田願意付出，或是公有設施一起包含
農田水利署花管處共同討論。

3.

水圳需要與生物共存，水圳整理需給底棲生物生存空間，在不
影響排水與淤積情況下，水圳生態維護可以從富里開始示範。

會議決議（會議決議順序，依會議記錄與會議主題整理如下。）

一.

友善耕作與人工構造物對生態的影響，包含生態廊道的串聯，國土
綠網計畫怎麼合作，改變現況或是有機會讓環境變得比較友善，可
以在小平台一、小平台三可以進行更細部討論。

二.

從主流到支流不同的水圳型式，跟在地居民的生產生活生態息息相
關，也是重要的文化景觀資產，可以在小平台二、小平台三討論，
下次大平台可以邀請李光中老師分享。

三.

鱉溪河川復育，短中長期七年規劃中，河川公有地收回、河川區域
線變更、近自然工法教育訓練均偏行政面，其他均為工程規劃，短
期第一、二年，池豐橋上游改善方案，第九河川局正持續規劃中。

四.

在鱉溪河川復育綱要計畫中，九河局工程為主要，但部分工程也需
相關單位工程配合鱉溪河川復育綱要計畫，農水署花蓮處現階段先
紀錄水量，數據及配水結果而還未設置自動化開關閘門可請農試所
配合，另外評估聘請掌水工。

五.

灌溉設施整體規劃包含攔河堰、灌溉溝區，建議設計規劃前包含灌
渠增加生態友善設施等，可進一步討論。現階段圳路改善，取得農
民同意書，不影響漏滲率即可進行改善。

六.

短期復育林管處治山課擬辦理「中溝野溪集水區防砂工程生態共融
調整計畫」
，中溝的輸砂與地質公園景觀，短期要做相關的改善，中
溝怎麼管理才能與下游鱉溪對接，委辦計畫中也會提供短中長期的
計畫方針，以此基礎回饋鱉溪流域管理大平台。

七.

水保局花蓮分局早期的工程如石厝溝與吉哈拉艾有土石的災害，評

估工程設施是否還有功能性，例如防砂壩拆除，但仍需評估安全性
等，也可從拆除轉成局部改善，如工程設施打個缺口做低水流路，
可再安排相關工程改善現勘。另外，水保局有做調整型攔砂壩，考
慮下游土砂量不足，攔砂攔石網可依現地進行部分改善。

捌、

散會：下午 1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