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認養說明 

壹、說明 

    為促進民間及公部門合作機制，本處開放新北市河濱綠地提供機關

(構)、團體認養，以協助本處進行場地維護作業，共創優質親水休憩環境，

提升民眾休閒品質。 

 

貳、法令依據 

一、 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管理要點 (附件 1) 

二、 新北市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附件 2) 

 

參、申請須知 

一、 認養前請務必詳閱『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管理要點』中

針對認養之相關管理規定。 

二、 認養使用以不增設設施及破壞草皮原狀為限，如牽涉新增設施者，應

另申請河川公地許可。 

三、 目前高灘地園區僅開放草坪供認養，運動設施考量民眾使用頻繁，故不

提供認養為原則。 

四、 申請認養範圍包含本市大漢溪、新店溪、二重疏洪道、八里左岸及淡水

河沿岸高灘地，倘該地點非屬本處轄管範圍或該區有不適宜認養之理

由，則無法辦理認養作業。 

五、 認養前請務必詳閱『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地綠美化設施場所認養契約書

(範本)』契約內容，了解雙方權利義務。(附件 3) 

六、 認養河濱公園之機關 (構) 團體應負場地管理維護之責，其工作項目請

參照「河濱綠地維護管理說明書」。(附件 4) 

七、 認養者不得私自對外借用場地，且不得向民眾收取規費或其他費用（包

含場地清潔費）。 

八、 認養者對於認養場地僅有優先使用權，不使用場地時，一般民眾仍可以

自由使用，並無須告知認養者。 

九、 認養之機關 (構) 團體應善盡維護之責任，並接受管理機關之輔導及監

督，管理不善者，經管理單位要求改善仍未改善者，得終止認養並將認

養標示牌廢除。 

十、 考評方式依「河濱公園認養考核評分標準」進行考核。(附件 5) 

 

 

肆、申請程序 

 

※步驟一：由認養者以『正式公文』提送申請認養文件至本處審核。 

※申請文件包含： 

1.認養申請表正本（需加蓋認養單位大小章）(附件 6) 



2.立案證書影本 

3.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屬民間團體者請附當選資料） 

4.認養企劃書（撰寫內容說明詳見附件 7） 

5.場地位置圖及認養範圍標示圖。 

 

※步驟二：本處收受認養者申請文書後，辦理現地會勘確認用地權屬、認養範

圍及現場狀況。 

 

※步驟三：如擬認養位置及範圍經確認適宜提供認養者，本處將正式簽辦認養

契約簽訂程序；若認養地點非屬本處轄管範圍或該區有不適宜認養之理

由者，則無法辦理認養作業。 

 

※步驟四：經簽奉市府核准後，與認養者簽訂正式認養契約，認養者自契約簽

訂後，始為正式完成認養手續。 

 

 

 

 

 

 

 

 

 

 

 

 

 

 

 

 

 

 

 

 

 

 

 

 

 



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管理要點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管理及維護新北市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

區（以下簡稱河濱公園），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管理機關為本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 

三、本要點所稱河濱公園，指常水量情況下無水流，並經本府綠美化後提供公眾

遊憩之河川低水河槽岸頂至堤前坡趾或河岸坡趾間之河床區域。 

四、河濱公園內得設置下列設施： 

（一）飾景設施：樹木花卉、草坪、花壇、綠籬、花鐘、花架、噴泉、水流、池

塘、瀑布、假山、雕塑、踏石等。 

（二）休憩設施：各種活動廣場、景觀遊憩區、親水景觀區等。 

（三）兒童遊樂（戲）設施：沙坑、蹺蹺板、迷陣、戲水池等。 

（四）運動設施：籃球場、排球場、足球場、網球場、羽球場、棒（壘）球場、

手球場、曲棍球場、高爾夫練習場、橄欖球場、小型田徑場、溜冰場、直

排輪場、射箭場、健康步道等。 

（五）社教設施：音樂台、牌坊、紀念碑等。 

（六）服務及管理設施管理所、售票亭、崗亭、服務站、停車場、飲水泉、廁所、

給排水設備、照明設備、垃圾箱、標誌、路障、苗圃、材料堆置場等。 

（七）其他經本處核准者。 

五、河濱公園內各項設施應由本處建立圖、冊、表、卡，並逐一編號列管。 

六、河濱公園開放時間及橫移門開啟時間，由本處公告。 

前項開放時間，除經本府核准者外，不得於星期日及例假日停止對外開放。 

七、於河濱公園（架）設地下（上）物者，應先向本處申請核准；其因施工而致

各項設施變更現狀或損壞時，申請者應負責修復或賠償。 

八、河濱公園內各項設施，得經本處核准其設計圖樣及設置位置後，由私人或團

體捐贈之。 

九、於河濱公園內有下列行為之ㄧ者，應拒絕入園或勒令離園，如經勸離不服者

報請警察機關予以取締或依相關法令處理： 

（一）擅自墾植、放牧。 

（二）擅自販賣物品或出租兒童遊樂器具。 

（三）酗酒、鬧事。 

附件 1 



（四）赤身露體、隨地便溺或其他不檢行為。 

（五）擅自烤肉、施放煙火、營火遊戲等活動。 

（六）隨地拋棄果皮、紙屑或其他廢棄物。 

（七）曝晒衣物或其他物品。 

（八）竊取公物，破壞設施。 

（九）擅自以汽、機車進入園區內管制區。 

（十）其他經本處公告之行為。 

十、未經本處核准，不得於河濱公園內任意增加永久性或臨時性設施或擅接水電。 

經核准接水電者，應自行準備其須用水、電之設備及其他必要設施。 

十一、損毀河濱公園內各項設施或樹木草地者，應負維修復原或賠償之責。 

十二、河濱公園各項設施，除運動設施、公共運動空間外，限由各機關(構)、學

校、團體、私法人以書面向本處提出使用申請及繳納使用費，不開放以個

人名義申請。但淡水地區河濱公園除運動設施、公共運動空間外之各項設

施，限由政府機關、團體提出。 

活動性質不適於河濱公園或有損壞場地設施之虞者，得不核准使用。 

十三、申請於河濱公園內舉辦集會、演說活動者，應先向各該河濱公園之管區警

察分局申請許可；申請舉辦展售者，限由政府機關提出，且須屬配合時令

或節慶之推廣其轄區內之藝文產品或農產品（限蔬果、花卉及特產品）。 

十四、申請使用河濱公園各項設施之程序如下： 

（一）申請使用河濱公園各項設施者(以下簡稱申請者)應於使用設施當日起前

十日至六十日，填具申請表提出申請，並應於本處核准後在使用場地當

日起前七日，繳納使用費及保證金。但經本處核定免收使用費及保證金

者，不在此限。 

（二）應於申請表內載明團體名稱、活動名稱、日期、時間、地點、參加人數

及負責人姓名，身份證號碼、住址、電話號碼及車輛數量等事項，並檢

附活動企劃書、場地配置圖、場地及設施安全維護計劃書、清潔計劃書

及申請資格證明文件。 

（三）申請者應於核准後在使用日前一日，會同本處共同勘查。 

（四）設施使用完畢後之第一個上班日，經本處派員會同勘察該場地及設施之

花木、草皮及各項設施均無破壞後，應於七日退還其保證金。 



前項第一款之保證金，用以擔保使用者之回復原狀及損壞賠償之責任。 

十五、河濱公園各項設施，以申請舉辦正當活動為限；申請者並應配合各河濱公

園區內之各項既有設施、功能與景觀。 

十六、河濱公園各項設施之使用期間，以一次申請不超過五日為限。但得繼續申

請。 

同一設施同時有二以上申請者時，由本處協調之。 

十七、河濱公園為機關(構)、團體所認養時，本處於審核該河濱公園各項設施之

申請案件時，應參酌認養機關（構）、團體意見。 

前項申請案件經核准後，認養機關(構)、團體不得提出異議。 

十八、經核准進入河濱公園內之交通或運貨汽、機車，僅限行駛河濱公園內混凝

土或瀝青凝土路面，不得駛入草坪；運貨汽、機車於卸貨後，應立即駛離，

並停放至河濱公園內臨時停車場。 

十九、申請於河濱公園舉辦園遊會者，其設立之攤位應整齊美觀，並應經本處審

核通過。 

前項園遊會之餐飲型式，以提供遊樂飲料及點心等類為限，並僅以點券方

式交換。 

二十、申請者應自行負責現場公共秩序、安全、衛生及垃圾、場地清理等工作，

並於活動結束後六小時內清掃整理回復原狀；其有損壞公共設施或未清理

垃圾、場地之情形，經本處會勘限期處理仍未處理時，得由本處僱工修復

或清理，所需費用由保證金項內扣付，不足之額度另行追償。 

二十一、申請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處得立即停止其使用： 

（一）違反原申請用途。 

（二）違反法令規定。 

（三）因空襲或其他意外事件。 

（四）假借活動名義而對外營業、做商品廣告宣傳、收受現款或募款。但經

核准展售者，不在此限。 

（五）未能維持現場人員、車輛等秩序，或影響公共安全、環境衛生或破壞

公物。 

（六）舉辦私人祭奠活動或宴客。 

（七）違反本要點相關規定。 



二十二、經核准使用河濱公園各項設施後，無故取消使用者，其使用費不予退還，

並由本處予以紀錄，作為日後審核其申請之參考。但因可歸責於本處之

事由及不可抗力者，不在此限。 

二十三、機關（構）、團體均得以書面向本處申請認養河濱公園並簽訂認養契約

書。 

前項認養期間為一年以上，三年以下。 

二十四、認養河濱公園之機關（構）、團體(以下簡稱認養者)，應先提具管理維

護計畫書，明定認養之範圍、設施名稱、位置及其使用規範等，送本處

審核通過後，始得辦理認養契約書簽訂事宜。 

前項契約書之約定事項有未盡事宜時，本處得通知認養者修正辦理。 

二十五、同一河濱公園有二以上認養者同時申請認養時，經本處書面審核通過

後，由本府組成評選委員會公開評選之。 

二十六、認養者應負場地管理維護之責，其工作項目應依本府相關管理說明書辦

理。 

二十七、認養者得優先申請使用所認養之場地舉辦寫生、攝影、土風舞、歌唱、

親子遊戲、運動比賽等其他公益活動；並於活動結束後立即恢復原狀，

違者取消認養資格。 

二十八、認養者得於認養之河濱公園設置認養標示牌，載明認養者之名稱，但不

得有廣告行為。 

認養標示牌經本處核定其規格後，於指定適當地點設置。 

二十九、認養者應接受本處之輔導、監督及考評。其考評績效優良者，由本府公

開表揚；績效不彰、管理不善者，經本處要求改善仍未改善者，得終止

認養並移除認養標示牌。 

前項考評應依本府相關河濱公園認養考核評分規定辦理。 

三十、河濱公園內之運動設施、公共運動空間，應依先到先用之原則入場使用。

但有人等待時，應依序輪流使用。 

前項設施、空間之每次使用時限，棒壘球場為二小時，籃球、網球、羽球、

足球、排球等場地為四十分鐘。 

三十一、河濱公園內運動設施、公共運動空間，應公告下列事項： 

（一）依到場先後順序排隊入場。 



（二）應穿運動鞋及運動服入場，禁止赤膊及穿皮鞋或高跟鞋進場。 

（三）貴重物品應自行保管。 

（四）不得攜帶幼兒或動物入場，以策安全。 

（五）場內不得吸煙、隨地吐痰、吐檳榔汁、丟棄瓶罐、廢物或煙蒂。 

（六）網球場練球時以雙打為原則，無人使用時方可單打。 

（七）使用網球場者，不得攜帶發球機及六個以上球數入場，以維持場地安

全。 

（八）應共同愛惜公共設施，如有損毀情事應照價賠償。 

 

 

 

 

 

 

 

 

 

 

 

 

 

 

 

 

 

 

 

 

 

 

 

 

 

 

 

 



新北市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所稱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場地（以下簡稱本場地），指河川低

水河槽岸頂至堤前或河岸坡趾間之河床，於常水量情況下無水流，並

經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予以綠美化整理，以供公眾遊憩之區

域及其內之設施。 

第三條 申請使用本場地，經本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審查核

准者，其應繳納之本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如附表。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或各該認養本場地之機關（構）、團體申請使用

場地，及本處協辦之活動，得經本處核定，免收本場地使用費及保證

金。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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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單位：新臺幣) 

收費項目 區分 使用費 保證金 說明 

籃球場 

(每座) 

平日 

上午場次 

二百元 

一萬元 

一、本場地使用費依下列

場次計算；每場次以四

小時計，不足四小時按

四小時計。但申請使用

一日者，以二時段計

算： 

(一) 上午場次：八時至

十二時。 

(二) 下午場次：十三時

至十七時。 

(三) 晚間場次：十八時

至二十二時。 

二、廣場及草坪以完整區

塊為計算原則。 

三、超時費用按小時依該

場次使用費比例加

收，不足一小時按一小

時計。 

四、各場地之電燈照明費

以每小時七百五十元

加收，不足一小時按一

小時計。 

下午場次 

晚間場次 

假日 

上午場次 

三百元 下午場次 

晚間場次 

溜冰場 

(每座) 

平日 

上午場次 

一千元 

一萬元 

下午場次 

晚間場次 

假日 

上午場次 

一千五百元 下午場次 

晚間場次 

網球場 

(每座) 

平日 

上午場次 

二百元 

一萬元 

下午場次 

晚間場次 

假日 

上午場次 

三百元 下午場次 

晚間場次 

廣場 

(每區) 

上午場次 

一千五百元 一萬元 下午場次 

晚間場次 

草坪 

(每區) 

上午場次 

六百元 一萬元 下午場次 

晚間場次 

 

 

 
 



 

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地綠美化設施場所認養契約書

(範本)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乙方認養甲方經營之堤外高灘地綠地○○○○公頃 

位於新北市○○○○○○（如附圖一），茲訂定契約條款如左： 

第一條：認養高灘地綠美化設施場所內之設施（包括建築物、遊憩設

施、風景設施、樹木、花卉、草地等）之圖冊資料，由甲方

提供，認養期限由民國○○○年○○月○○日至民國○○○

年○○月○○日計○年，契約期滿經雙方同意得續訂之。認

養期間內，倘甲方因公務之需收回認養範圍用地，乙方需同

意配合於甲方指定期限前清空歸還，不得異議，並不得要求

任何補償或賠償。 

 

第二條：乙方在認養期間應負責清掃、灑水、雜草拔除、修剪草坪、

樹木扶正、垃圾集中等維護之責，且於認養區內之設施遭受

天然災害或人為破壞時，應即迅速通知甲方處理，乙方未經

甲方許可，不得任意增建、修建、變更、遷移、挖掘。 

第三條：乙方在認養期間遵守水利法相關規定、「新北市政府河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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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地綠美化園區管理要點」及「河濱綠地認養維護管理說明

書」（如附件），並得在無損害既有設施與景觀原則下，舉辦

非商業性之公益活動（如寫生、攝影、土風舞、歌唱、親子

遊戲、運動比賽）。 

第四條：乙方應將認養標的之維護管理及使用辦法提送甲方審核，並

納為規定事項遵守，而甲方應於簽訂契約前審核確定。 

第五條：為鼓勵乙方參與市政建設，乙方得於認養標的之適當地點設

置認養之標示牌，其內容、規格、數量、位置須經甲方審核

之。但本契約期滿後，如未（不）續約認養之乙方，甲方得

將乙方於認養契約存續期間，准予設置之標示牌予以廢除，

而乙方需於契約期滿後一個月內自行拆除完埈且不得異議。 

第六條：乙方於認養現場無設立固定設施，臨時性設施需於發布陸上

颱風警報 4 小時內撤離；違者將由甲方代為吊離或拆卸，其

拖吊費用由乙方支付並取消其認養資格；另吊離或拆卸後，

其所有物品甲方不負保管責任，如造成任何損壞，亦不負賠

償責任。 

第七條：甲方對乙方之管理維護作業具有監督輔導之權，乙方應同意

接受之。 

第八條：乙方若需大型機具進入進行場地施工，需報請本處同意，經



核可後，始將得機具駛入施工，違者依水利相關辦法處理，

並不得異議。 

第九條：甲方對乙方認養之設施場所，應定期予以記錄考評，成績優

良者得報請市府予以鼓勵，並公開表揚之；如成績欠佳，甲

方得隨時通知乙方改善，否則得中止其認養資格，乙方並不

得異議。 

第十條：乙方不得私自對外借用場地，且不得向民眾收取規費或其他

費用（包含場地清潔費）。 

第十一條：乙方於認養範圍舉辦大型活動而有搭設帳棚或舞台之需，

應向甲方申請使用場地，並得經本處核定，免收場地使用費

及保證金。 

第十二條：乙方對於認養之場地僅有優先使用權，乙方不使用場地

時，一般民眾仍可以自由使用，並無須告知乙方。 

第十三條：本契約於必要時，得經甲、乙雙方會商同意修正之。 

第十四條：本契約如涉及爭訟事項時，甲、乙雙方同意以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訴訟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本契約經雙方同意簽章後生效，契約書正本壹式兩份雙方

各存壹份為憑，另副本貳份由甲方分送相關單位備查。 



立契約書人（甲方）：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代表人： 楊處長宗 

 

地  址：新北市板橋區環河西路 5 段 502 號 

 

電話：(02)8969-9596 

 
 
 
 

立契約書人（乙方）：○○○○○○○○○○○ 

 
 

代表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河 濱 綠 地 認 養 維 護 管 理 說 明 書 
一、植栽撫育：  
   （一）修剪(視植栽之生長狀況而定，得增加或減少修剪次數) 
     Ａ喬木修剪： 

（ａ）管理以保持喬木之優雅樹冠、維護喬木之良好生長並保障喬木立地

之安全為前提，以疏枝整姿方式對喬木枝幹做一合理適當之管理，

以利樹冠之透氣、通風及樹勢之健壯、均衡。樹姿管理以疏枝整姿

一年一次為原則。 
（ｂ）疏枝時，對於枯枝、病枝、交叉枝、徒長枝或過密等不良枝條尤應

予以鋸除。並視現地及植株生長樹形修剪，不得修剪過度，影響樹

木生長及樹形景觀。 
（ｃ）整姿時，以植株既有之樹冠樹形為依據，或另由甲方維護員指示樹

形加以施作。 
（ｄ）枝條修剪時切口應與主幹或主枝齊平，勿有撕裂樹皮、切口不平、

殘枝突出等情形。 
（ｅ）為防止民眾隨後不當修剪致影響乙方權益，乙方得於修剪完成後拍

照，以為存證。 
（ｆ）修剪後配合施作病蟲害防治工作，大枝幹之切口並須塗上樹脂以防

止病蟲害侵入。每日修剪下來之殘枝落葉，採「隨作隨收隨清」原

則，須於當日收拾清運完畢，同時作好環境清潔。 
Ｂ灌木修剪： 
（ａ）原則上每隔三個月施作一次(視植栽種類及植栽之生長狀況而定)，

應剪除徒長枝、雜亂枝、枯死枝等，保持平整美觀。 
（ｂ）修剪以整齊為主，注意修剪之高度、形狀與整齊線之表現，以維持

美觀。 
（ｃ）修剪後之枝葉，必須清理運棄，並拔除灌木叢雜草。 

     Ｃ草坪維護修剪： 
      （ａ）春夏季原則上每月修剪二次(約十五日修剪一次)，秋冬季約每月(三

十日)修剪一次，但甲方於重要區域得依需求性，增加修剪次數。

每次草皮修剪後(以當日修剪區域為主)，草長應保持不超過三-五公

分，平坦碧綠為原則。 
      （ｂ）修剪應求表面平整，並不得傷害其他植栽，若因此造成他種植栽死

亡者，乙方應以同規格之相同植栽加以補植。 
      （ｄ）草地若受踐踏、風雨、蟲害等侵襲而形成高低不平現象，乙方應予

填土整平。 
      Ｄ喬、灌木、地被植物及草坪等植穴雜草之清除 
      （ａ）隨草坪修剪一同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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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須配合人工方式(即非機械式)進行挖除 
      （ｃ）灌木之雜草應自灌木內將雜草從根部清除，不得僅於雜草表面施作

修剪。 
      （ｄ）藥劑除草需報經管理單位同意方得使用  
   （二）施肥 
         乙方應於撫育期限按執行計畫排定全面施肥一年二次，用量則視花木

實際需要量施用。 
   （三）病蟲害防治（喬灌木、地被植物、草皮等；以效果顯著、低污染性之

藥劑為原則） 
Ａ依生長狀況及病蟲害危害情況進行噴藥防治，每年至少預防性施作二

次。 
Ｂ植栽感染病蟲害時，認養單位須負責防治以恢復植株健康。 
Ｃ施作前乙方須先將藥劑樣品送交管理單位維護員認可後，方能施作。 
Ｄ施作前後及施作中認養單位須對施藥範圍設定安全及警告設施，以維護

安全。 
Ｅ若因認養單位未盡警告之責導致民眾損傷，則一切賠償須由認養單位全

權負責。 
   （四）澆水 
         以澆透土壤，保持植株常綠為原則，不可僅澆土壤表面，致植栽無法

吸收足夠水份。 
   （五）傾株支撐加強 
         現有及維護期間發生之傾株，認養單位須自備機具及支柱加以扶正。 
   （六）支柱檢修拆除或更新 
     Ａ維護期間視植栽生長狀況，認養單位須隨時檢修支柱及調整支柱綑綁布

條之鬆緊度。 
     Ｂ凡支柱喪失支撐植栽之功用時，須將支柱拆除或視植栽需要立新支柱

(支柱由認養單位自備)。 
     Ｃ若發現綑綁樹幹之材料為鐵絲時，應加以更換為布條，並於樹幹安置泡

棉後方可綑綁。 
二、環境清潔工作 

（一）範圍：包括喬灌木、植穴、綠帶、綠地、人行道、排水溝、道路等。 
（二）基於環境整體景觀之需求，於人行道、道路、植穴、綠帶及綠地區域內，

認養單位應派員清除廢棄物、垃圾、落葉、雜草、藤蔓、石塊、污泥、

雜物(如看板、旗幟、布條、鐵絲、未經申請許可纏繞、釘掛之流星燈)
等。 

（三）喬灌木之枯枝、折枝等須清除且枯死喬灌木等植栽應隨時清除運棄。 
（四）凡於範圍內發現有工作物佔用、毀損或違規廣告物時，認養單位須拍

照，隨時清除。照片沖印後交管理單位管理員處理。 



（五）所有維護工作收拾之垃圾及廢棄物應採「隨作隨收隨清」原則處理，於

當日清除載運完畢。若未遵守而遭環保局取締，認養單位應自行負責；

若因此造成民怨則列入評鑑扣分。 
（六）公園環境清潔工作應自規定認養日起定期清掃，經常保持公園、人行道

及路邊一公尺範圍Ｌ溝清潔。 
（七）垃圾桶(箱)隨環境清潔工作一同清理，如遊客眾多，垃圾桶(箱)盛滿時

則應隨時清理。 
（八）清潔工作之監督與檢查：認養單位得隨時派員監督檢查登錄考評表。 
（九）垃圾集中：每次清掃之垃圾、廢棄物、枯枝等雜物當日集中後由本府維

護廠商處理。 
三、設施設置及維護 

（一）設施設置：樣式、內容及設置位置圖說須提送甲方審核，依甲方核定後

圖說規定辦理。 
（二）設施清潔與維修 

    Ａ維修： 
     （ａ）解說牌、標示牌：文字脫落、壓克力板破裂、木料斷裂、不銹鋼管

變形等設施損壞或遺失，認養單位須自備工料立即修理復原。   
（ｂ）排球場、籃球場、羽球場、溜冰場等運動設施損壞或零件遺失，由

認養單位修復更換。 
（ｃ）燈具之燈泡等消耗品由認養單位定期巡視檢修更換。 

      Ｂ清潔：解說牌、標示牌須隨時清潔，以保持光亮。 
四、災害搶修及防颱措施 

（一）提報防災護計劃至管理機關核備。 
（二）颱風來臨前，認養單位應加強巡視，並加強支柱固定或疏枝等必要之防

範措施。 
（三）於颱風季節時，須注意颱風動態並在颱風來臨前，會同管理單位預先將

運動設施之零件(如球網等)，收藏起來以防風雨之毀損。 
（四）復救：公園綠地植栽、設施遭天然災害破壞時，認養單位應儘速通知管

理單位進行處理。 
五、其他 

（一）維護期間乙方對民眾反應之問題應立即處理，必要時回報甲方。 
（二）本規範各施作項目之施作程度及標準，由甲方指派之監工說明之。 
（三）乙方於工程施作之品質、時效，及所展現之人員組織、配合度等，均列

入評鑑工程項目。 
（四）病蟲害防治、施肥、植栽補植、設施修復等各維護工作項目，乙方於施

作前應通知甲方。 
 

 



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認養維護評分表 
檢查單位 高 灘 地 工 程 管 理 處 

認養標的  
認養 

單位 
 

檢 查 時 間 

   年      月      

日 

檢   查   項   目 分數 小計 備註 

1.草花樹木及環

境清潔 

 

1.草坪及四周是否無垃

圾（20分） 

□差（0）□尚可（8） 

□好（16）□良好（20） 
 

差-髒亂未除草 

尚可-草長超過 10 公分，且

垃圾清楚可見   

好-草長超過 5 公分，有少數

垃圾 

良好-草長維持 3-5 公分，平

坦碧綠且無垃圾 

2.四周植物是否澆水及

修剪（20分） 

□差（0）□尚可（8） 

□好（16）□良好（20） 
 

3.四周草坪高度是否超

過 5公分（20分） 

□差（0）□尚可（8） 

□好（16）□良好（20）  

2.環境維護 

1.認養之設施損壞是否

進行修繕（15分） 

□差（0）□尚可（5） 

□好（10）□良好（15） 
 

差-未通報本處且設施遭嚴

重破壞 

尚可-設施遭破壞且許久未

修復 

好-設施有破壞情形進行修

復中 

良好-設施無破壞或破壞情

形輕微且已修復 

2.認養範圍周邊公園設

施、步道損壞問題是否

與高管處聯繫（15分） 

□差（0）□尚可（5） 

□好（10）□良好（15） 
 

3.其他 
現場是否有未經核准或

過期廣告物（10分） 

□差（0）□尚可（5） 

□良好（10） 
 

差-未清理 

尚可-現場有未拆除之廣告

物或新掛之廣告物 

良好-現場無廣告物 

總                      計    

1. 查核結果未達 70 分者，記警告乙次，並於要求期限內改善；檢查項目之單項

如有缺失，經正式發函通知 3 次如未改善，將予已中止認養。 
2. 由本處營運企劃科每 2 週不定時派員考核。 
 
 
 
 

檢查員：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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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場地認養申請表 

認養位置  

認養面積  

認養時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共計   年。(認養期間為 1年以上，3年以下，實際認養起始日

及年限依照雙方契約簽訂內容為準) 

認養目的 
 

             此致 

  新北市政府 

           

          申請單位名稱：                           (印) 

          

          立案字號/統一編號： 

          

          法定代表人/負責人：                      (印) 

          身分證號碼：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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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企劃書  應撰寫內容 

一、 認養單位介紹 

 認養單位成立目的或工作內容範疇 

 認養單位經費來源 

 運動推廣類認養，請說明該運動項目之簡介與使用器材介

紹 

二、 認養位置及用途說明 

 認養地點地理位置 

 認養面積 

 認養用途（請詳細說明認養用途及是否增設任何設施） 

 認養場地位置圖及認養範圍標記圖（請標記欲認養範圍） 

 認養案件承辦人聯絡資訊 

三、 認養場地管理維護計畫 

 現有草坪、植栽養護、修剪頻率 

 垃圾、漂流物清理頻率 

 清理人力、設備配置 

四、 颱風豪雨期間防汛應變計劃 

 設施撤離動線 

 撤離工作人員編組 

 撤離人員聯絡資訊 

五、 安全維護管理計畫 

 休閒運動推廣類認養，請說明該運動項目周邊安全維護計

畫，單純環境維護者免填。 

六、 年度活動計畫 

 休閒運動推廣類認養，請說明該運動項目認養年度內預計

辦理何種大型活動與預計辦理時間，單純環境維護者免

填。 

 
 
 
 

附件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