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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頭前溪左岸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 

▌作品資料 

主辦機關：新竹市政府 

地  點：新竹市東區及北區頭前溪左岸高灘地 

基地面積：約 27 公頃 

計畫期程：107 年 1 月～108 年 3 月 

規劃設計：華廷國際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張鶴齡建築師事務所、 

     環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營造：富石營造有限公司 

中央補助款：79,560(千元) 

地方配合款：22,440(千元) 

▌基地現況概述 

頭前溪是台灣西北部主要河川，也

是新竹市最重要的藍帶資源。近年

來，新竹市民對於休憩活動綠地空

間的需求增加，將頭前溪的水岸空

間打造成民眾戶外活動場域，成為

土地資源有限的新竹市最可行的解

決方案。頭前溪高灘地原已設置自

行車道、壘球場、槌球場、越野賽車

場等運動設施，惟缺乏整體性規劃，

造成設施零星分散、景觀品質不佳

與配套服務性不足，故透過本計畫

整合並興建頭前溪國道一號至頭前

溪橋間高灘地之運動設施，將此處

打造為新竹市民休憩運動的最佳場

域，整體經費 1 億 200 萬元(中央補

助 7,956 萬、地方補助 2,244 萬)。

本案基地共分三部分: 

1. 頭前溪左岸頭前溪橋至國道一

號間高灘地，位在頭前溪運動公

園範圍內，為「頭前溪南岸棒球

場運動公園新建暨周邊景觀優

化工程」。 

2. 頭前溪橋下與 68 東西向快速道

路下堤外空地，為「新竹左岸頭

前溪二十張犁環境改善工程-滑

板公園暨停車空間景觀」。 

3. 舊港大橋下兩側高灘地，為「舊

港高灘地景觀改善工程」。 

皆位於頭前溪行水區域用地，沿水

岸帶狀高灘綠地聯結各區段都市空

間、交通要道、河濱運動用地及生

態綠地，使用率高，景觀樣貌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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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理念 

設計理念 

本計畫承接新竹市頭前溪高灘地整

體景觀設計規劃中新竹左岸之規劃

內容與構想，並且呼應新竹市中正

棒球場之重建計畫，串聯現有休閒

運動設施，優化開放空間面積與遊

憩環境，打造新竹市民優質運動空

間，並提升新竹市景觀環境品質。

 

頭前溪為新竹母親之河，此區以生

態為主，人為輔，使頭前溪水岸成為

清淨且生機盎然的生活綠帶。連續

的自行車道串連各出入口重要節

點，高灘地腹地規劃為充滿綠意的

開放空間，人們的活力注入其中，一

路延伸至中上游，也保有原始防洪

功能，形成合宜整理的親水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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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議題 

1.頭前溪南岸棒球場運動公園新建

暨周邊景觀優化工程:頭前溪運動

公園範圍內環境雜亂，廢棄物堆置

散落，水泥鋪面過多且未整合。 

 
 

原有雜亂廢棄物

原始荒禿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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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竹左岸頭前溪二十張犁環境改

善工程：清理橋下閒置空間，以長

期維護管理觀點適當引入活動，活

絡灘地介面。 

 

 3.舊港高灘地景觀改善工程：清除

傾倒廢棄物的河岸空間，還給自然

環境一個舒整的荒原空間。 

 

設計內容 

頭前溪南岸棒球場運動公園新建暨

周邊景觀優化工程： 

 

總工程面積約 13.6 公頃，增加青

棒、成棒級球場 1 座；改善停車空

間，包括 62 個汽車停車格、46 個

機車格、50 個自行車停車格。設置

周邊配套設施，包括 6 座休憩棚、

2 座牛棚、打擊練習場、運動交誼廊

道。 

 
 

營造多元生態水岸為主體，重新梳

整自然環境與活動空間，移除清理

原有散落堆置的雜亂廢棄物，敲除

過多水泥鋪面，讓運動空間融入自

然環境，縫合水岸空間，使水岸空

間恢復應有之清淨、活力、柔軟氛

圍。 

 

 

改善前 改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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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片綠地空間，規劃可提供青

棒、成棒的標準乙級棒球場地。考量

日照方向及區位關係，新設一座西

北向棒球場。 

新設棒球場除設置標準打擊場設施

外，並設有球員、裁判休息室及牛

棚、打擊練習場、觀眾看台，讓愛好

棒球運動的市民擁有更佳的運動品

質。 
  

改善前

1.棒球場 
2.運動休閒廊道 
3.多功能活動草坪
4.狗狗公園 
5.自行車道 
6.滑板公園 
7.停車場 規劃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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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4m 寬的交誼廊道，串聯周邊球

場，形成一個完整的運動場域，亦可

減少對其他區域的干擾，並營造可

供運動者之中軸休憩及交誼活動空

間。 

沿交誼廊道兩側，規劃公共設施帶，

如矮座牆、機車停車場、休息棚、觀

眾看台等。材質選擇以混凝土為主，

表面以粉光或拉毛處理，不易毀壞，

且能表現自然粗曠的質感與氛圍，

形塑完整運動區塊。 

  

  

 

鋪面綠化 

棒球場改善後 標準紅土球場

棒球場配置圖

自行車道改善 狗狗公園完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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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頭前溪二十張犁環境改善

工程-滑板公園暨停車空間景觀： 

 

總工程面積約 4.5 公頃，設置親子

練習滑板場與專業滑板競技場，並

改善 198 個汽車停車空間。 

利用高架橋下方遮蔭空間規劃滑板

場，享有高架橋遮蔽烈日的優勢。

由於基地位於高灘地，需於高灘地

使用規範與極限運動空間需求間取

得平衡，故本案利用現地高差，形

塑滑板場道具如階梯、斜坡所需之

高差。 

 

 
 

 
 

 
  

堤防 滑板公園 綠地與雜木林 

滑板公園基地配置

滑板公園全區剖面

滑板公園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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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初階到高階的滑板玩家，本

案分為親子運動區與極限運動區，

親子運動區以空曠平坦的廣場空

間，可供彈性使用，平時提供初階

玩家安全的場域練習，亦可作為賽

事活動的延伸使用。極限運動區透

過縝密的玩家動線規劃，據以配置

道具位置與座向，另外，配合高灘

地地上物不得高於 50 公分之限制，

J台等道具設施皆採用可拆式構法，

面板採用專業戶外滑板設施之複合

板，盡量延長滑板場壽命。全區滑

板場混凝土地坪採用 4000psi 混凝

土，表面硬化處理，不得有粗糙、蜂

窩等現象，以提供玩家最完善的運

動場地。 

 

東側停車空間原始基地享有優質自

然環境，在自然生長的雜木林間，

可見螢火蟲的蹤跡，吸引不少愛好

者前往觀賞，因此減少環境的負擔

成為重要課題，並採取以下規劃策

略： 

 將人工鋪面建築於既有便道上：

堤防邊既存一條平整泥土夯實便

道，本案車道及停車位盡量建築

於便道範圍內，減少開闢範圍。

 線性空間以保留原始環境：由於

原始雜木林集中於基地中央，故

以線性空間環繞，避免擾動現地

生態。 

 環狀步道：將停車空間內側沿林

帶設置一圈環狀步道，總長度約

1 公里，成為車道與天然林帶的

中介空間，減少對自然環境的衝

擊。 

 

  

滑板公園改善後實景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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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舊港高灘地景觀改善計畫：

 

總工程面積約 2.8 公頃，本計畫於

自行車道出入口設置休憩點，塑造

活動核心區；景觀植栽方面選擇適

合現地環境且抗污染、低維管之植

栽，營造大自然景致。 

 

移除原本雜亂且危害生態環境的化

學廢棄物，整理綠地與動線，讓灘地

自然重新與水岸空間密接。 

 

本區位於頭前溪河口舊港大橋下，

連接 17 公里自行車道路線的重要

休憩點。 

 

環境空間整合為規劃出發點，增加

自行車道，提供步行者、自行車騎士

等使用者舒適活動空間。 

 

整理整合既有環境，以鋪面材質明

確區分車行及步行空間。 

 

整地配合之字形步道系統，提供步

行者以不同遠近角度欣賞河岸風

光。 

 

開闢新自行車路線，營造不同騎車

景觀視覺體驗。 

 
 

 
 

規劃平面圖

改善後實景

改善後實景

改善後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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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機制與資訊公開 

共辦理 3場次說明會： 

1.106 年 8 月 23 日「水環境基礎建

設民眾說明會」，地點為新竹漁

會簡報室，參與人數約 50 人。 

2.107 年 11 月 29 日水利署第二河

川局於新竹市影像博物館 1 樓國

民電影廳辦理「全國水環境計畫

推動說明會-新竹市場次」，參與

人數約 50 人。 

3.108 年 1 月 8 日「水環境基礎建

設民眾說明會」，地點為新竹漁

會簡報室，參與人數約 50 人。 

資訊公開部份，107 年 7 月 21 日至

29 日，於新竹文創館「新竹 300 博覽

會」展區 7－漫遊城市，以母親之河

「頭前溪」與 17 公里海岸線交織成

的「微笑水岸」，展開新竹獨特的水

與綠之美。 

同時，107 年 9 月建築師雜誌專刊「新

竹市新地景」刊載新竹市進行全國水

環境改善計畫之相關專文，包括：林

盛豐監察委員「新竹區域地景的宏觀

視野與經營」、中冶環境造型顧問公

司「新竹漁人碼頭環境規劃」、郭瓊

瑩教授「停．看．聽微笑水岸－竹塹

風城的新活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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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成效 

 提升河川環境營造生態教育效

益。 

 提升水土資源及生態保護效益。

 減少環境污染負荷。 

 帶動地方休閒產業發展。 

 提供民眾安全、便利、美觀的交

通機制。 

 整合導覽系統，帶動觀光旅遊發

展。 

  

  

  

運動公園改善前 運動公園改善後

舊港高灘地改善前 舊港高灘地改善後

滑板公園改善前 滑板公園改善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