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部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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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組及監造單位簡報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執行小組

報告人:劉經理永輝



●目前工程施工現況
●砲框舍衝突
●漁業影響評估
●剩餘土石方
●行政透明
●創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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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現況-八里端工區全景

北堤濕地

工區出入口

文化公園挖
子
尾
街

大營公廟

P1N/S基礎、P8、P13、
P17及P100基樁施作

 位置索引八里端基樁 契約數量 完成數量

陸上段(含P17) 409 129(至109/05/15止)

河中段 188 0

109/5/18

淡水河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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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0

3 施工現況-河中段工區全景

基
樁

施作中

未施作

已施作

109/5/18

P100

淡水河

淡水

P120

 主跨距 450m

P110

P130

P150

P130鋼管樁打設、八里及淡
水端施工鋼便橋施作

 位置索引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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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現況-淡水端工區全景

淡水端基樁
契約數量 完成數量

140 140 (至108/10/15止)

109/5/15

 位置索引

RR3P4、MR1P3、 RR3P2及MR1P2
墩柱、 RL2(L8)擋土牆、施工便橋覆工

版施作

工區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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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L

P11N

砲框舍A

砲框舍B

淡3標工程主線中心線

108/08/22

 本工程八里工區清除掘除後發現2座砲框
舍，分別位於P9L及P11N基礎範圍。

108/08/2
2

砲框舍A

砲框舍B

砲框舍衝突-主體構造衝突(1)

衝突位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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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8月20日先以三維雷
射掃描測繪及影像留存技術，
辦理砲框舍內、外部幾何電
子圖資建檔。

外部掃描

內部掃描點雲測站展開圖

因應作為

108/08/20

108/08/20108/09/12

2 砲框舍衝突-主體構造衝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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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作業

• 進行八里端工區清除及掘除作業，鄰近挖仔尾範圍發現廢棄掩體，即暫停該掩體
附近作業，並通報文化資產主管機關

現勘作業現勘作業
及討論

• 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08年5月28日會同專家學者前往現場會勘文化資產
保存價值辦理過程及討論，後續路續共歷經8次會勘。

提送移構提送移構
計畫

• 108年8月31日及9月30日提送八里區砲框舍移構計畫予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審查，

• 西濱北工處召開新增砲框舍現況測繪及後續處置計畫撰寫變更設計檢討會。

完成移置

• 108年10月21日文化局函復同意辦理(歷經5個月)

• 108年11月29日完成砲框舍移置作業。

處理過程

2 砲框舍衝突-主體構造衝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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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人員 內容摘要

108/01/30 前處⾧及團隊全員
開工前說明會@淡水區淡海活動中心，
漁民團體現場拉布條陳情「未辦理漁
業影響評估」

108/02/18 主工帶領團隊 與漁會(民)意見交流，漁會要求辦理
漁業影響評估，尚無具體共識

108/02/23 漁會來函

1. 每年10月至隔年3月鰻魚季停止施
工，讓漁友安心作業
2. 不排除以更積極方式以保障漁民權
益

108/03/05 副處⾧帶領團隊 詹副處⾧邀請淡水區漁會參加動土典
禮

108/03/06 前處⾧帶領團隊 2個月內完成漁業影響評估

108/03/11 前處⾧帶領團隊 二次拜訪淡水區漁會邀請參加動土典
禮

108/06/01 委託海大團隊 開始執行專業漁業影響評估

108/07/26 前處⾧帶領團隊 承諾108年9月底提送評估報告，並請
漁會提供漁民漁獲相關資訊

108/07/29 海大歐教授團隊 108年9月底提送評估報告

108/09/06 主工帶領團隊

1.漁會表示河中段作業在漁業影響評
估未獲共識前勿施作
2.河域作業各項環境監測請通知漁會
派人會同監測

108/09/20 副處⾧帶領團隊
漁會表示河中段作業在漁業影響評估
未獲共識前勿施作，其餘非河中段先
行進場作業部分，漁會未表示反對

日期 人員 內容摘要

108/10/02 海大歐教授團
隊

提送「淡水河口漁業影響評估」期
中報告

108/10/21 前處⾧主持 淡水河口漁業影響評估第1次期中
報告工作會議(預審及相關內容討論)

108/10/25 前處⾧主持 淡水河口漁業影響評估初審

108/10/29 前處⾧主持 總局總工漁業影響評估報告說明

108/10/31 前處⾧主持
淡水河口漁業影響評估第2次期中
報告工作會議

109/02/06 處⾧帶領團隊 初步說明漁業影響評估結果

108/02/27 處⾧帶領團隊 召開協商會議再洽漁會檢討鰻苗捕
撈區分區(C區)、協議契約內容

108/03/02 處⾧帶領團隊 說明漁業影響評估結果

108/03/17 處⾧帶領團隊 與漁會研商完成補償金協議

開工至今積極與漁會互動，超過20
次洽談及工作會議，逐步建立共識，
分階段終至全面同意進場施工

漁業影響評估(1)3



10

航道兩側設置航道浮燈標，河中施工區域外圍設置警示浮燈標

維持淡水河船舶航道通行

警示浮燈標
右航道浮燈標

船舶航道

淡水端工區
左航道浮燈標

承包商藉重漁會專業協同合作(浮燈標設置)

109/04/10

109/04/10

3 漁業影響評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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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工程原核定的河川公地使用申請書中對剩餘土石方
處理方式，由承辦單位辦理淡水河餘土公開標售繳水資源
作業基金，若確認為無價料則送到台北港進行土資撮合或
合法土資場處理。

存
土

標
售

售出
運離

運
棄

剩餘土石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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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工程位於淡水河口感潮段，淡鹹水交會，土石含量氯離子
偏高，恐因標售後流入市場，沿伸其他問題。
本處並於工程範圍內辦理採樣及篩分析檢驗該區域土石未通過
四號篩(4.75 mm篩)重量百分比低於20%，且通過二百號篩
(75μm 篩)重量百分比超過50%，符合「中央管河川疏濬土石無
償提供使用作業要點修正規定」三、「(二)、辦理疏濬或河道整
理材質不佳者。」規定。
故於109年3月6日邀請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及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檢討是否得逕運台北港進行土資撮合或合法土資場處理。

4 剩餘土石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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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中央管河川疏濬土石無償提供使用作業
要點」為經濟部水利署所屬單位辦理疏濬土石得無償提供使用
之規定，旨案非辦理疏濬所生土石，援引前開要點視為無價料
尚有疑義。

決議：
本案仍辦理㇐次標售，並於標售時公告有材
質不佳且得需處理氣離子含量問題，請投標
廠商切結知悉標售土石有氣離子含量偏高情
事，若得標後承諾應作妥適處理，自行負責。

若標售案無人投標則視為無價料，則由承辦
單位依河川公地使用申請書所定程序，續送
到台北港進行土資撮合或合法土資場處理。

4 剩餘土石方(3)



14

經本處於109年3月30日辦理本工程河川公地剩餘土石公開標
售，因無廠商投標流標，剩餘土石方改運至台北港土資撮合。

避免海砂
流入市面

4 剩餘土石方(4)



行政透明作為-淡江大橋對外網站5



行政透明作為-願景館

適時向民眾展示淡江大橋整體工程內容
主橋塔-展現力與美建築外觀

展示設計美學 橋梁、耐震設計及風洞試驗

5



行政透明作為-CCTV即時監控系統

即時掌控施工現況，網站公開即時CCTV

5



創新作為-碳盤查

實施碳足跡盤查管理
工程會(政策配合)

環保署(排碳係數交流)

工業局(供應商盤查)

其他工程單位(經驗交流)

各單位間之關連性：「實線」代表監督查核，「虛線」代表資料提報。

碳足跡盤查作業監督、輔導及查證

查驗機構查證小組
碳足跡分期審查、整體查證及聲明書核發

查驗機構查證小組
碳足跡分期審查、整體查證及聲明書核發

監造人員
盤查資料

㇐致性初步確認

監造人員
盤查資料

㇐致性初步確認

盤查管理/查核人員
碳足跡盤查輔導/資料確認

碳足跡計算/報告彙整

盤查管理/查核人員
碳足跡盤查輔導/資料確認

碳足跡計算/報告彙整

承包商碳盤查專員
單據留存掃描上傳

表單填報與修正

承包商碳盤查專員
單據留存掃描上傳

表單填報與修正

碳足跡盤查與減量執行

供應
商

工程主辦機關
公路總局西濱北工程處

督導 / 碳足跡宣告

工程主辦機關
公路總局西濱北工程處

督導 / 碳足跡宣告

協力
廠商

設備
商

第三級

第㇐級 第二級

5



創新作為-環境保護及環境教育訓練

環境保護監督小組第23次會議

109/03/23

109/03/23

環境保護監督小組第23次會議

為避免因施工造成環境衝擊，並兼顧工程與環境共存，每季召開環境保護監
督小組會議，並每年固定辦理1次環境監測工作教育訓練

108年環境教育訓練講義 108年環境教育訓練講義 108年環境教育訓練講義

108/02/20

108年度邀請台灣野鳥協會創會⾧吳森雄老師指導授課

108/02/20

108年環境監測工作教育訓練

5



臺北港北堤濕地水鳥⾧期監測與繁殖生態研究
淡江大橋鄰近北堤濕地及挖仔尾濕地，為了解橋體開
發與水鳥的相互關係，深入研究水鳥繁殖生態特性。
研究期間：自105年起至通車營運後3年

北堤濕地

挖仔尾濕地

研究出處 年份 國家 繁殖成功率

Liu & Chen 1998 臺灣 50%

Hong & Higasshi 2007 韓國 37%

Que etc. 2013 中國 13%

本研究 2016~2019 臺灣 63%

 北堤濕地以東方環頸鴴為優勢物種。

 主要繁殖季節為3~6月。

 淡江大橋施工期間(105~迄今) ，工程未對水鳥

繁殖生態有明顯影響，另本研究調查之鳥巢繁

殖成功率高於文獻資料，後續將持續調查及注

意施工噪音，並管制進出濕地人員。

創新作為-環境保護及環境教育訓練5



淡水河河口濕地紅樹林及底棲生物研究
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及分析評估，提出適合的指標物種類群。

調查濕地之紅樹林及大型底棲生物，建立⾧期比較評估程序。

利用遙測影像之紅外線波段，進行植被指標分析，以評估分析紅樹林族群分布變化
。

研究期間：自105年起至通車營運後3年
108年4月 NDVI
衛星紅外線影像
分析成果

10.62公頃
挖仔尾保留區

 與文獻資料比較(10.16公頃)，挖仔尾保
留區的紅樹林有些微擴張的趨勢。

 研究期間(105~108年)，各測點在數量
、種數、歧異度及均勻度上並無明顯差
異。

108年9月 NDVI
衛星紅外線影像
分析成果

10.63公頃

創新作為-環境保護及環境教育訓練5



創新作為-廉政交流平臺

共同宣誓「廉政同行 行政透明」

5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24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

承攬廠商簡報

（工信工程公司）

承攬廠商

報告人:工地負責人謝淳泰



25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

1.BIM技術
2.敦親睦鄰
3.其他



26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

利用BIM技術工具強化日後施工管理

利用BIM技術工具，模擬繪製主
塔柱，可進行施工差異比對、工
程進度與施工模擬、碰撞檢核等
等，強化日後施工品質與管理。



27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

鋼筋碰
撞檢核

彙整比對各工項施工界面之衝突位置，
於規劃階段可先提供共同討論以改善。

利用BIM繪製主橋塔放置阻尼器處細
部模型，可於施工前介面上檢討參考。

利用BIM技術工具強化日後施工管理



28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

敦親睦鄰措施

109/05/02

109/05/07

109/05/07

109/03/28

109/03/28

109/03/28

108/11/28

108/11/28

108/11/28

淡水區沙崙路路面清潔

八里區忠孝路路面清潔

八里區忠孝路路面清潔

八里區挖子尾街邊溝清淤

八里區挖子尾街邊溝清淤

八里區挖子尾街邊溝清淤

八里區忠孝路路面銑刨加鋪

八里區忠孝路路面銑刨加鋪

八里區忠孝路路面銑刨加鋪



29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

其他

本工程自１０８年２月２３日開工至
今，尚無民眾抗爭、或無黑道介入
（關說工程或黑衣人站崗）等情事。



30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

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



環測組

執行小組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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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計畫-施工中第20、21季(108年9月~109年2月)監測結果概況(1/2)

第20季工區空氣品質：第
三標淡水端工區臭氧最大
8小時平均值不符空品標
準

第20季工區空氣品質：
第二標八里端工區臭氧
最大8小時平均值不符
空品標準

第20季工區空氣品質：
第三標八里端工區總懸
浮微粒不符空品標準

第20季海域水質：溶
氧量及重金屬錳不符
海域水質標準。
第21季海域水質：pH
值、溶氧量及重金屬
錳不符海域水質標準。

第20季及第21季河川水質：
重金屬錳皆不符合保護人
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值

其餘監測項目均符合相關法規標準

空氣品質

工區空氣品質

工區放流水

噪音振動

海域水質

河川水質

陸域動物

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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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機制 停工原則 監測結果

補救性

相鄰2次調查之紅樹林成株累積死亡率高於20%。

調查期間均

未有發現。

凋落物量高於施工前同季調查凋落物量之150%。

若單㇐監測位置內，單次調查發現達50隻或以上之蟹類或彈塗魚

(總計)屍體。

預警性

保育類鷗科鳥類如鳳頭燕鷗、黑嘴鷗和紅燕鷗等，合併有10隻以

上同時於八里端(3.8 k~5.3 k)施工區域周圍250公尺內停棲。

唐白鷺和黑面琵鷺，合併有3隻以上同時於八里端(3.8 k~5.3 k)施

工區域周圍250公尺內停棲。

同時停棲於八里端(3.8 k~5.3 k)施工區域周圍250公尺內的鷗科鳥

類總數量達50隻以上。

每年4-6月屬於黃鸝主要繁殖期，停止淡水端明挖覆蓋路段之土建

工程。

於八里端(3.8 k~5.3 k)施工區域周圍250公尺內同㇐時期發現30巢

以上的東方環頸鴴繁殖巢位，停工30天。

監測計畫-施工中第20、21季(108年9月~109年2月)監測結果概況(2/2)

黃鸝 東方環頸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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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第20季工區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監測項目-

• 臭氧(O3)最大8小時測值，比對同時段鄰近環保署測站(林口測站) ，亦有不符空氣品
質標準情形，故研判為受大氣影響所致。

• 總懸浮微粒(TSP) 監測點位於工區面西南方，監測當日進行整地工程，最頻風向為東
北東，不排除工程影響所致，均已備忘錄方式提醒監造單位監督施工承商確實執行環
境保護對策。

2. 歷年來監測河川水質及海域水質重金屬錳濃度普遍偏高之情形，本工程工法並無錳離子產
生，研判重金屬錳濃度應為環境背景值。

3. 文獻指出海域溶氧量數據與水溫測值成反比，本案歷次水溫數據升高則溶氧量下降，橋梁
段工程尚未施作，非為本工程影響所致，故研判本季海域水質異常現象均應為環境變化所
致。

4. 海域水質pH值測項在每㇐點位上，分別進行上、中、下層採水，歷年不符合標準之數據，
均有上游河段測值濃度至下游河段漸次降低的現象，推判非為工程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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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公關組

執行小組

報告人:葉主任淑媛



㇐、配合相關業務科淡江大橋之工程進度及活動，
倘需媒體新聞露出或宣導，相關新聞稿即登錄公路
總局全球資訊管理平臺網站。
二、提供媒體相關資料製作QRcord，供媒體掃描
下載。
三、成立並加入新北媒體Line群組，隨時提供最新
資訊。
四、自108年10月~109年4月底止，發佈淡江大
橋相關新聞稿共6件，辦理媒體記者會2場。



時間 主題

1 108.11.11 淡江大橋設計耐久性120年與即時監測系統

2 109.04.16 奠基元年、百年風華，交通部林部長參加淡江大橋主橋塔奠基祈福



時間 主題

1 108.11.11 淡江大橋設計耐久性120年與即時監測系統

2 109.01.13 夢想起飛-淡江大橋願景落成啟用

3 109.03.24 全面防範新冠病毒！淡江大橋願景館暫停開放

4 109.04.06 立法院交通委員考察淡江大橋工程，期許工程如期如質完工

5 109.04.10 淡江大橋主橋塔基施工平台船將於4月11日抵達工區

6 109.04.16 奠基元年、百年風華，交通部林部長參加淡江大橋主橋塔奠基祈福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陳情組

執行小組

報告人:林科⾧鴻源



資訊組

執行小組

報告人:中興工程公司林組⾧育州



網站架構 廉政交流平台 即時影像

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5K+000~7K+035)新建工程

廉政交流平臺
對外網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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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外網站-架構

淡江大橋對外網站㇐

下拉式選單

首頁照片
(輪放)

最新消息
(連結)

快速連結
資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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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對外網站-行政透明

淡江大橋對外網站-廉政交流平臺二

點選上方「行政透明」連結，開啟下拉選單分行政透明
及廉政櫥窗兩大標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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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行政透明-定期聯繫會議

二

行政透明下拉選單點選定期聯繫會議，各相關會議資料、
紀錄及照片可下載提供瞭解酌參

1

23

淡江大橋對外網站-廉政交流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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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行政透明-抽查材料檢試驗

二

行政透明下拉選單點選抽查材料檢試驗，各相關資料可
下載提供酌參

1

2
3

淡江大橋對外網站-廉政交流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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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橋對外網站-即時影像三

3.選單點選即時影像，可開啟即時影像頁面，即時掌控
本工程關鍵作業現況，以達行政透明，全民督工。

1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導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導



司法組

執行小組

報告人:楊主任芳雯



本處同仁辦理淡江大橋新建工程拆遷路權地
上物救濟金核發作業時，拒絕受贈財物案

司法組

本處同仁於108年5月7日辦理淡江大橋（主
橋段）用地補償發放業務，某業者為表示
對本處同仁辦理淡江大橋徵收及補償業務
辛勞部分，當場提供“饋贈”表示謝意，
遭本處同仁當場予以拒絕及退還，並依規
定登錄廉政倫理事件表簽予機關首長。



本案同仁尚無違反相關法令
規定；”該業者”疑涉貪污
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部分，本處政風室層轉法務
部廉政署後續偵辦。

經訪談案關人員及調閱相關書證 ：經訪談案關人員及調閱相關書證，查證結果為：

司法組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法律諮詢）
&

（意見交換與討論）

自由發言



為確保工程品質及行政透明，本處積極
執行工程稽核及工程督導並將相關工程
進度、環境監測、即時監測影像、政風
材料抽驗等資料，置放於淡江大橋網頁
供民眾查詢並隨時更新，此外，為使檢、
廉、調等機關對與本工程了解，擬於工
程施工進行期間，不定期邀請檢、廉、
調等機關人員對工程人員進行法律宣導

及參訪。

議題



意見交換與討論

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