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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埔心溪 填表人 王玠文 

工程名稱 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第二期) 設計單位 鼎欣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08/02/25 

工程期程 109/1-110/6 監造廠商 待招標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施工廠商 待招標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90,999 

基地位置 行政區：_桃園_市(縣)_中壢_區(鄉、鎮、市)_文化、復興_里(村)       ；      TWD97 座標  X： 121.251050  Y： 24.985403  

工程目的 淨化黃墘溪上游水質，以改善埔心溪水質  

工程概要 於第一期礫間處理設施(中山公園槌球場)南方空地增設 1 座地下化礫間處理設施，並將上部綠地復原及美化護岸景觀 

預期效益 污染項目削減率達 70%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公園內有老樹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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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待規劃設計階段辦理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將於「桃園市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展示平台」，公開前瞻計畫之水環境建設相關文件及最新進度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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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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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08/02/25 填表人 王玠文 

水系名稱 埔心溪 行政區 桃園市 縣市 中壢 區 

工程名稱 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第二期)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黃墘溪 位置座標（TW97） X：2742753.032  Y：288920.335 

工程概述 規劃設置污水處理廠及污水下水道收集管網與用戶接管。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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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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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3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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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

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

類移動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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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6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

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

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

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特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0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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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0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2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12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0  (總分 20 分) 

總和=  24  (總分 80 分)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

略。 

3.執行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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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參照表(1/2) 

類
別 

評估 
因子 

品質類別 

優(10 分) 良(6 分) 差(3 分) 劣(1 分) 極限(0 分) 

水

的

特

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等 5 種型態中，出現超過 4 種以
上的水域型態。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等 5 種型態中，只出現 3 種不同
的水域型態。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等 5 種型態中，只出現 2 種不同
的水域型態。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等 5 種中，只出現 1 種水域型態。 

 

 

水域型態同左，且水道受人
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
擺盪之機會。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河道內之水域廊道仍維持自然狀
態。 

 

河道內之水域廊道部分受到工程
影響，其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且主
流河道型態明顯已達穩定狀態。 

 

河道內之水域廊道受到工程影
響，其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但主流
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 

 

河道內水域廊道受工程影響，其連
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
及物質傳輸之困難。 

 

同左，且為兩面光結構。 

 

 

(C) 

水質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皆無異常，且河道內有多處具曝氣
作用之跌水。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皆無異常，但河道流況流速較慢且
坡降較為平緩。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有任一項出現異常。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有超過一項出現異常。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
質指標有超過一項出現異
常。且有表面浮油及垃圾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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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參照表(2/2) 

類

別 

評估 

因子 

品質類別  

優(10 分) 良(6 分) 差(3 分) 劣(1 分) 極限(0 分)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溪濱廊道仍維持自然狀態。 

 

 

 

溪濱廊道內有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

岸及植栽工程，但僅低於 30%的廊

道連接性遭阻斷。 

 

溪濱廊道內有人工構造物或其他

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的廊道

連接性遭阻斷。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

物所阻斷。 

 

 

同左，且為兩面光結構。 

(F) 

底質 

多樣 

性 

在目標河段內，河床底質（漂石、

圓石、卵石、礫石等）被細沉積砂

土覆蓋之面積比例小於 25%。 

 

 

在目標河段內，河床底質（漂石、

圓石、卵石、礫石等）被細沉積砂

土覆蓋之面積比例介於 25%~50%。 

 

 

在目標河段內，河床底質（漂石、

圓石、卵石、礫石等）被細沉積砂

土覆蓋之面積比例介於 50%~75%。 

 

 

在目標河段內，河床底質（漂石、圓

石、卵石、礫石等）被細沉積砂土覆

蓋之面積比例大於 75%。 

 

 

自然水道中上游，河床底質

（卵石、礫石、砂等）被細

沉積土覆蓋之面積比例大於

75%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

部有不透水面，面積>1/5 水

道底面積。 

 

註：部分照片來源取自『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法(Rapid Habitat Ecological Evaluation Protocol, R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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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型態多樣性(A) 

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水域型態 淺 瀨  淺 流  深 潭 深 流  岸邊緩流 

流  速 

(cm/sec) 
＞30  ＞30  ＜30  ＞30  ＜30 

水  深 ＜30 cm  ＜30 cm  ＞30 cm  ＞30 cm  ＜10 cm 

底  質 漂石、圓石 
砂土、礫石、

卵石 

岩盤、漂石、

圓石 

漂石、圓石、

卵石 
砂土、礫石 

代表照片 

     

備  註 

水面多出現流

水撞擊大石頭

所激起的水花 

流況平緩，較

少有水花出現  

河床下切較

深處  

常為淺瀨、淺

流與深潭中間

的過渡水域  

河道兩旁緩流 

⚫ 底質多樣性(F) 

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底 質 類 型 粒徑範圍（cm） 

細沈積砂土（fine sediment, smooth surface）有機物

碎屑（organic detritus）黏土（clay）、泥（silt）、

砂（sand） 

＜0.2 

礫石（或稱細礫、碎石，gravel） 0.2~1.6 

卵石（小礫，pebble） 1.7~6.4 

圓石（中礫，cobble or rubble） 6.5~25.6 

小漂石（巨礫，small boulder） 25.7~51.2 

大漂石（超巨礫，large boulder）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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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陸域過渡帶(D) 

 

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偏好排序 河 岸 植物覆蓋狀況 分 數 

1 

乾砌石 

喬木＋草花 5 

2 喬木＋藤 5 

3 喬木＋草花＋藤 5 

4 

蓆式蛇籠 

喬木＋草花 5 

5 喬木＋藤 5 

6 喬木＋草花＋藤 5 

7 

格框填卵石 

喬木＋草花＋藤 5 

8 喬木＋草花 5 

9 喬木＋藤 3 

10 

漿砌石 

喬木＋草花 3 

11 喬木＋草花＋藤 3 

12 喬木＋藤 3 

13 

箱籠 

喬木＋草花＋藤 3 

14 喬木＋藤 3 

15 喬木＋草花 3 

16 蓆式蛇籠 草花＋藤 3 

17 乾砌石 草花＋藤 1 

18 格框填卵石 草花＋藤 1 

19 漿砌 草花＋藤 1 

20 
造型模板 

喬木＋草花＋藤 1 

21 喬木＋藤 1 

22 蓆式蛇籠 無植栽 1 

23 乾砌石 無植栽 1 

24 造型模板 喬木＋草花 1 

25 漿砌石 無植栽 1 

26 箱籠 草花＋藤 1 

27 造型模板 草花＋藤 0 

28 格框填卵石 無植栽 0 

29 箱籠 無植栽 0 

30 造型模板 無植栽 0 

註：喬木高度需大於 5 公尺，藤類常見於垂直綠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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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生動物豐多度(G) 

表 G-1 河川區排常見外來種(1/3) 

 

學名 Pomacea Canaliculata 

常見俗名 福壽螺 

形態特徵 本種殼高約 1~6 公分。殼呈寬圓形。右旋螺，

殼上會有褐色的條紋，螺層約 7 層。殼色多

變，殼表光滑呈綠褐色，有些個體有螺旋的

褐色帶狀條紋。螺體層膨大。縫合線明顯。

臍孔大且深。殼口近半圓形。口蓋大小約如

殼口，角質呈黑褐色。螺體爬行時，伸出頭

部及腹足。頭部具 2 對觸角，前對長，後對

短。後觸角的基部外側各有一隻眼睛。 

 

學名 Achatina fulica 

常見俗名 非洲大蝸牛 

形態特徵 大型貝類，長卵圓形或橢圓形，有石灰質稍

厚外殼，是臺灣目前體型最大的蝸牛之一。

成體的殼可能超過 20 cm，但是通常約 5 到

10 cm，平均重量約 32 g，肉體為黑褐色混有

白色斑點，腹面灰白色，也有白化的養殖品

系，俗稱「白玉蝸牛」。 

 

學名 Limnoperna fortunei 

常見俗名 河殼菜蛤 

形態特徵 黑褐色有光澤，殼表有細輪脈，內面有黑斑，

殼長約 2.5 cm，殼皮黃或灰褐色，成貝小於

3.5 cm，可存活 2-3 年，能存活於 16-28℃之

水域環境。足部具有足絲腺，可向任何方向

分泌足絲，用以附著於平滑表面。 

表 G-1 河川區排常見外來種(2/3) 

 

學名 Procambarus clarkii 

常見俗名 美國螯蝦 

形態特徵 成體體長 6-12cm。體色變異大呈深褐至深

紅，亦有成藍色與白色之個體。頭胸部粗大，

長度約佔體長之一半；頭胸甲下方有五對胸

足，前三對胸足末端成鉗狀，第一對特化為

螯足，用於挖洞、取食與防禦；後二對胸足

末端呈爪狀。 

 

學名 Oreochromis spp. 

常見俗名 吳郭魚 

形態特徵 因人工養殖之故，已被引進世界上的許多地

區，包括台灣在內。對環境的適應性很強，

繁殖能力強，生長快速，對疾病的抵抗性高，

故廣為被引進繁殖，性兇猛，領域性強，對

本土原生魚種造成傷害。 

 

學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常見俗名 琵琶鼠 

形態特徵 在台灣的野外紀錄，吻肛長可以大到 45 cm

以上。體呈黑色具許多鵝黃色亮紋，鰭膜上

會帶有鵝黃色亮斑，頭背部有由鵝黃色亮線

圍成多邊形花紋，腹部乳白色具不規則深黑

色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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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 河川區排常見外來種(3/3) 

 

學名 Lithobates catesbeianus 

常見俗名 牛蛙 

形態特徵 體形狀碩，可達 15 cm 以上，雄蛙 11-18 cm、

雌蛙 12-19 cm 大。頭寬遠大於頭長，吻端鈍

圓。鼓膜大型明顯，顳褶明顯達肩部上方。

背部為綠色或褐綠色，有許多黑色斑點。蝌

蚪相當大型，全長可達 15 cm，背部及尾部

有許多黑斑 

 

學名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常見俗名 巴西龜 

形態特徵 背甲長 20-30 cm，為中型龜。背甲扁平略呈

橢圓形，後緣略呈鋸齒狀，趾有利爪，後腳

有蹼。頭、頸、四肢、尾均佈滿黃綠鑲嵌粗

細不勻的條紋。頭部兩側眼後有明顯的紅色

或橘色縱紋，故稱為紅耳龜。背甲為橄欖綠

或綠褐色上有黃色條紋，腹部為黃色有黑色

斑紋。背甲、腹甲每塊盾片中央有黃綠鑲嵌

且不規則的斑點，每隻龜的圖案均不同。隨

體型及年齡增長背甲顏色會加深且斑紋會較

不明顯。吻鈍。幼體孵化時約 2.8-3.3 cm。 

 

學名 Channa striata 

常見俗名 線鱧、泰國鱧 

形態特徵 體延長而呈棒狀，尾部側扁。頭大，前部略

平扁。口大，下頷略突出，口斜裂；上下頷

均有銳利的牙齒。鼻管長。頭部及身體均被

有圓鱗；側線完全，在臀鰭基部起點以前向

下曲折，之後平直的延伸到尾柄中央。只具

有一個背鰭，具腹鰭；尾鰭圓形。體灰黑色，

腹部灰色；眼睛呈黃色至橘紅色。幼魚顏色

較成魚鮮艷，在稚魚時，通體呈橙黃色，之

後隨著成長而消失。成魚體色為黃褐色至灰

褐色，體側具有 10 幾道”<”形狀的橫斑。

大型魚，體常最大可至 100cm 

資料來源：台灣外來入侵種資料庫(http://tiasd.tfri.gov.tw/renew/) 

台灣物種名錄(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表 G-2 河川區排指標生物 

 

學名 Paratanakia himantegus himantegus 

常見俗名 台灣石鲋 

形態特徵 體延長而側扁，略呈長圓形。頭短小。吻短

而鈍圓。口小，下位。有鬚 1 對。雄魚體色

較亮麗，眼晴的上半部為紅色，體側鱗片後

緣均有黑邊，體側中央由臀鰭末端至尾鰭中

央具一黑色縱帶；背鰭末緣紅色，臀鰭末緣

則為外緣黑色，內緣紅色並排；繁殖季時，

具追星。雌魚除尾部具黑色帶外，全身為淺

黃褐色；繁殖季時，具細長的產卵管。 

 

學名 Anodonta woodiana 

常見俗名 田蚌 

形態特徵 圓蚌殼寬約 10~20 公分。殼上有細的同心圓

生長紋。殼呈卵圓形到長卵型，殼頂偏前位

且後端突出，形成一明顯稜角。殼光滑且薄，

幼體殼表呈淺綠，成體為深綠色或黑色。殼

內面有珍珠光澤，且殼齒不明顯。 

資料來源：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http://taibif.tw/zh) 

 

http://tiasd.tfri.gov.tw/renew/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http://taibif.tw/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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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02 月 22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2 月 26 日 

紀錄人員 王玠文 勘查地點 工程預定地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王玠文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水域

部專員 
工程區域現場勘查 

鄭暐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工程

部專員 
工程區域現場勘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王玠文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1.「減輕」保留沿溪邊之大樹。 

2.「減輕」調整施工便道，利用既有便道或

裸露地或敏感度較低之區域，避免挖除植生

區域，或減少工程對植生區域之擾動。 

3.「減輕」若工程須進入河道，設置排擋水設

施，繞流導流溪水迴避施工處。 

 

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

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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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

畫(第二期)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2 月 26 日 

評析報告是

否完成下列

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

域圖、■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

問公司/工程

部專員 

鄭暐 工程生態評析 碩士 5年 
生態工程、環境影響

評估 

觀察家生態顧

問公司/水域

部專員 

王玠文 水域生態分析 碩士 3年 水域生態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黃墘溪為埔心溪的支流，參照「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環境影響說明書」，在
比較下游處，發現魚類 3 科 3 種；甲殼動物 1 科 1 種；軟體動物 2 科 2 種；以及環
節動物 3 種等。魚類之種類有麗魚科的尼羅口孵非鯽(Oreochromis niloticus)；大眼
海鰱科的大眼鰱(Megalops cyprinoides)；以及胎生鱂魚科的食蚊魚(Gambusia affinis)

等；甲殼動物為日本沼蝦(Macrobrachium nipponense)1 種；軟體動物發現福壽螺
(Ampullarius insularus)與囊螺(Physa acuta)2 種；也發現水絲蚓(Limnodrilus sp.)及單

葉沙蠶(Namalycastis sp.)。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黃墘溪為埔心溪的支流，溪水濁度很高，幾乎看不到底，現場有看到少數雜交吳郭
魚。溪流右岸為混凝土護岸，左岸為石籠護岸，較下游處兩側皆為混凝土護岸。 

4.棲地影像紀錄： 

2019/02/22 工程預定地上游         2019/02/22 工程預定地下游 

  



2019/02/22 工程預定位置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1.「減輕」保留沿溪邊之大樹。 

2.「減輕」調整施工便道，利用既有便道或裸露地或敏感度較低之區域，避免挖除

植生區域，或減少工程對植生區域之擾動。 

3.「減輕」若工程須進入河道，設置排擋水設施，繞流導流溪水迴避施工處。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保留大樹 

建議保留沿岸大樹群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王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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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富林溪 填表人 顏均豪 

工程名稱 富林溪礫間淨化 設計單位 待招標 紀錄日期 108/02/25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待招標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 施工廠商 待招標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5,55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桃園_市(縣)_觀音_區(鄉、鎮、市)       ；      TWD97 座標  X： 25.0620640020473  Y：121.13088100189  

工程目的 
大觀橋測站水質多呈現缺氧，溶氧量及氨氮(NH3-N)濃度值達嚴重污染等級，為改善富林溪大觀橋周邊河段水質並提升該段之水域環境，針對該區污染之雨、污排水規劃適宜之

水質改善措施。 

工程概要 
1. 辦理樹林後溪橋至樹林橋間重點河段箱涵排水污染源調查，完成水質改善至輕度污染之改善規劃。 

2. 依據評估結果完成 1 處水質淨化系統細部設計，並製作該工程之招標文件。 

預期效益 
使樹林後溪橋至樹林橋間民生污水排水內之晴天污水截流處理而不積留於前述河段之水域營造空間內，同步針對晴天雜排污水或逕流污水提出污染改善方案，藉此改善河川污染

問題，同時提升該區水域環境品質。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保安林地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富林溪出海口為藻礁地形，多孔隙環境形成眾多海洋生物的棲地，因此富林溪水質對於沿岸藻礁生態影響甚大。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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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如生態檢核附表 D-02、D-03 說明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2019/01/16  說明會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將於「桃園市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展示平台」，公開前瞻計畫之水環境建設相關文件及最新進度□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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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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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08/02/25 填表人 王玠文 

水系名稱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行政區 桃園 縣市 觀音 鄉鎮區 

工程名稱 富林溪礫間淨化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富林溪 位置座標 X： 25.0620640020473   Y：121.13088100189 

工程概述 
1. 辦理樹林後溪橋至樹林橋間重點河段箱涵排水污染源調查，完成水質改善至輕度污染之改善規劃。 

2. 依據評估結果完成 1處水質淨化系統細部設計，並製作該工程之招標文件。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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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1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5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

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

類移動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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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3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

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

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

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特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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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6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0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9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7   (總分 20 分) 

總和=  26  (總分 80 分)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

略。 

3.執行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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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參照表(1/2) 

類
別 

評估 
因子 

品質類別 

優(10 分) 良(6 分) 差(3 分) 劣(1 分) 極限(0 分) 

水

的

特

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等 5 種型態中，出現超過 4 種以
上的水域型態。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等 5 種型態中，只出現 3 種不同
的水域型態。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等 5 種型態中，只出現 2 種不同
的水域型態。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等 5 種中，只出現 1 種水域型態。 

 

 

水域型態同左，且水道受人
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
擺盪之機會。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河道內之水域廊道仍維持自然狀
態。 

 

河道內之水域廊道部分受到工程
影響，其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且主
流河道型態明顯已達穩定狀態。 

 

河道內之水域廊道受到工程影
響，其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但主流
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 

 

河道內水域廊道受工程影響，其連
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
及物質傳輸之困難。 

 

同左，且為兩面光結構。 

 

 

(C) 

水質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皆無異常，且河道內有多處具曝氣
作用之跌水。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皆無異常，但河道流況流速較慢且
坡降較為平緩。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有任一項出現異常。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有超過一項出現異常。 

 

 

濁度、味道、優養情形等水
質指標有超過一項出現異
常。且有表面浮油及垃圾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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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參照表(2/2) 

類

別 

評估 

因子 

品質類別  

優(10 分) 良(6 分) 差(3 分) 劣(1 分) 極限(0 分)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溪濱廊道仍維持自然狀態。 

 

 

 

溪濱廊道內有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

岸及植栽工程，但僅低於 30%的廊

道連接性遭阻斷。 

 

溪濱廊道內有人工構造物或其他

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的廊道

連接性遭阻斷。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

物所阻斷。 

 

 

同左，且為兩面光結構。 

(F) 

底質 

多樣 

性 

在目標河段內，河床底質（漂石、

圓石、卵石、礫石等）被細沉積砂

土覆蓋之面積比例小於 25%。 

 

 

在目標河段內，河床底質（漂石、

圓石、卵石、礫石等）被細沉積砂

土覆蓋之面積比例介於 25%~50%。 

 

 

在目標河段內，河床底質（漂石、

圓石、卵石、礫石等）被細沉積砂

土覆蓋之面積比例介於 50%~75%。 

 

 

在目標河段內，河床底質（漂石、圓

石、卵石、礫石等）被細沉積砂土覆

蓋之面積比例大於 75%。 

 

 

自然水道中上游，河床底質

（卵石、礫石、砂等）被細

沉積土覆蓋之面積比例大於

75%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

部有不透水面，面積>1/5 水

道底面積。 

 

註：部分照片來源取自『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法(Rapid Habitat Ecological Evaluation Protocol, R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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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型態多樣性(A) 

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水域型態 淺 瀨  淺 流  深 潭 深 流  岸邊緩流 

流  速 

(cm/sec) 
＞30  ＞30  ＜30  ＞30  ＜30 

水  深 ＜30 cm  ＜30 cm  ＞30 cm  ＞30 cm  ＜10 cm 

底  質 漂石、圓石 
砂土、礫石、

卵石 

岩盤、漂石、

圓石 

漂石、圓石、

卵石 
砂土、礫石 

代表照片 

     

備  註 

水面多出現流

水撞擊大石頭

所激起的水花 

流況平緩，較

少有水花出現  

河床下切較

深處  

常為淺瀨、淺

流與深潭中間

的過渡水域  

河道兩旁緩流 

⚫ 底質多樣性(F) 

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底 質 類 型 粒徑範圍（cm） 

細沈積砂土（fine sediment, smooth surface）有機物

碎屑（organic detritus）黏土（clay）、泥（silt）、

砂（sand） 

＜0.2 

礫石（或稱細礫、碎石，gravel） 0.2~1.6 

卵石（小礫，pebble） 1.7~6.4 

圓石（中礫，cobble or rubble） 6.5~25.6 

小漂石（巨礫，small boulder） 25.7~51.2 

大漂石（超巨礫，large boulder）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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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陸域過渡帶(D) 

 

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偏好排序 河 岸 植物覆蓋狀況 分 數 

1 

乾砌石 

喬木＋草花 5 

2 喬木＋藤 5 

3 喬木＋草花＋藤 5 

4 

蓆式蛇籠 

喬木＋草花 5 

5 喬木＋藤 5 

6 喬木＋草花＋藤 5 

7 

格框填卵石 

喬木＋草花＋藤 5 

8 喬木＋草花 5 

9 喬木＋藤 3 

10 

漿砌石 

喬木＋草花 3 

11 喬木＋草花＋藤 3 

12 喬木＋藤 3 

13 

箱籠 

喬木＋草花＋藤 3 

14 喬木＋藤 3 

15 喬木＋草花 3 

16 蓆式蛇籠 草花＋藤 3 

17 乾砌石 草花＋藤 1 

18 格框填卵石 草花＋藤 1 

19 漿砌 草花＋藤 1 

20 
造型模板 

喬木＋草花＋藤 1 

21 喬木＋藤 1 

22 蓆式蛇籠 無植栽 1 

23 乾砌石 無植栽 1 

24 造型模板 喬木＋草花 1 

25 漿砌石 無植栽 1 

26 箱籠 草花＋藤 1 

27 造型模板 草花＋藤 0 

28 格框填卵石 無植栽 0 

29 箱籠 無植栽 0 

30 造型模板 無植栽 0 

註：喬木高度需大於 5 公尺，藤類常見於垂直綠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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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生動物豐多度(G) 

表 G-1 河川區排常見外來種(1/3) 

 

學名 Pomacea Canaliculata 

常見俗名 福壽螺 

形態特徵 本種殼高約 1~6 公分。殼呈寬圓形。右旋螺，

殼上會有褐色的條紋，螺層約 7 層。殼色多

變，殼表光滑呈綠褐色，有些個體有螺旋的

褐色帶狀條紋。螺體層膨大。縫合線明顯。

臍孔大且深。殼口近半圓形。口蓋大小約如

殼口，角質呈黑褐色。螺體爬行時，伸出頭

部及腹足。頭部具 2 對觸角，前對長，後對

短。後觸角的基部外側各有一隻眼睛。 

 

學名 Achatina fulica 

常見俗名 非洲大蝸牛 

形態特徵 大型貝類，長卵圓形或橢圓形，有石灰質稍

厚外殼，是臺灣目前體型最大的蝸牛之一。

成體的殼可能超過 20 cm，但是通常約 5 到

10 cm，平均重量約 32 g，肉體為黑褐色混有

白色斑點，腹面灰白色，也有白化的養殖品

系，俗稱「白玉蝸牛」。 

 

學名 Limnoperna fortunei 

常見俗名 河殼菜蛤 

形態特徵 黑褐色有光澤，殼表有細輪脈，內面有黑斑，

殼長約 2.5 cm，殼皮黃或灰褐色，成貝小於

3.5 cm，可存活 2-3 年，能存活於 16-28℃之

水域環境。足部具有足絲腺，可向任何方向

分泌足絲，用以附著於平滑表面。 

表 G-1 河川區排常見外來種(2/3) 

 

學名 Procambarus clarkii 

常見俗名 美國螯蝦 

形態特徵 成體體長 6-12cm。體色變異大呈深褐至深

紅，亦有成藍色與白色之個體。頭胸部粗大，

長度約佔體長之一半；頭胸甲下方有五對胸

足，前三對胸足末端成鉗狀，第一對特化為

螯足，用於挖洞、取食與防禦；後二對胸足

末端呈爪狀。 

 

學名 Oreochromis spp. 

常見俗名 吳郭魚 

形態特徵 因人工養殖之故，已被引進世界上的許多地

區，包括台灣在內。對環境的適應性很強，

繁殖能力強，生長快速，對疾病的抵抗性高，

故廣為被引進繁殖，性兇猛，領域性強，對

本土原生魚種造成傷害。 

 

學名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常見俗名 琵琶鼠 

形態特徵 在台灣的野外紀錄，吻肛長可以大到 45 cm

以上。體呈黑色具許多鵝黃色亮紋，鰭膜上

會帶有鵝黃色亮斑，頭背部有由鵝黃色亮線

圍成多邊形花紋，腹部乳白色具不規則深黑

色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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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 河川區排常見外來種(3/3) 

 

學名 Lithobates catesbeianus 

常見俗名 牛蛙 

形態特徵 體形狀碩，可達 15 cm 以上，雄蛙 11-18 cm、

雌蛙 12-19 cm 大。頭寬遠大於頭長，吻端鈍

圓。鼓膜大型明顯，顳褶明顯達肩部上方。

背部為綠色或褐綠色，有許多黑色斑點。蝌

蚪相當大型，全長可達 15 cm，背部及尾部

有許多黑斑 

 

學名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常見俗名 巴西龜 

形態特徵 背甲長 20-30 cm，為中型龜。背甲扁平略呈

橢圓形，後緣略呈鋸齒狀，趾有利爪，後腳

有蹼。頭、頸、四肢、尾均佈滿黃綠鑲嵌粗

細不勻的條紋。頭部兩側眼後有明顯的紅色

或橘色縱紋，故稱為紅耳龜。背甲為橄欖綠

或綠褐色上有黃色條紋，腹部為黃色有黑色

斑紋。背甲、腹甲每塊盾片中央有黃綠鑲嵌

且不規則的斑點，每隻龜的圖案均不同。隨

體型及年齡增長背甲顏色會加深且斑紋會較

不明顯。吻鈍。幼體孵化時約 2.8-3.3 cm。 

 

學名 Channa striata 

常見俗名 線鱧、泰國鱧 

形態特徵 體延長而呈棒狀，尾部側扁。頭大，前部略

平扁。口大，下頷略突出，口斜裂；上下頷

均有銳利的牙齒。鼻管長。頭部及身體均被

有圓鱗；側線完全，在臀鰭基部起點以前向

下曲折，之後平直的延伸到尾柄中央。只具

有一個背鰭，具腹鰭；尾鰭圓形。體灰黑色，

腹部灰色；眼睛呈黃色至橘紅色。幼魚顏色

較成魚鮮艷，在稚魚時，通體呈橙黃色，之

後隨著成長而消失。成魚體色為黃褐色至灰

褐色，體側具有 10 幾道”<”形狀的橫斑。

大型魚，體常最大可至 100cm 

資料來源：台灣外來入侵種資料庫(http://tiasd.tfri.gov.tw/renew/) 

台灣物種名錄(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表 G-2 河川區排指標生物 

 

學名 Paratanakia himantegus himantegus 

常見俗名 台灣石鲋 

形態特徵 體延長而側扁，略呈長圓形。頭短小。吻短

而鈍圓。口小，下位。有鬚 1 對。雄魚體色

較亮麗，眼晴的上半部為紅色，體側鱗片後

緣均有黑邊，體側中央由臀鰭末端至尾鰭中

央具一黑色縱帶；背鰭末緣紅色，臀鰭末緣

則為外緣黑色，內緣紅色並排；繁殖季時，

具追星。雌魚除尾部具黑色帶外，全身為淺

黃褐色；繁殖季時，具細長的產卵管。 

 

學名 Anodonta woodiana 

常見俗名 田蚌 

形態特徵 圓蚌殼寬約 10~20 公分。殼上有細的同心圓

生長紋。殼呈卵圓形到長卵型，殼頂偏前位

且後端突出，形成一明顯稜角。殼光滑且薄，

幼體殼表呈淺綠，成體為深綠色或黑色。殼

內面有珍珠光澤，且殼齒不明顯。 

資料來源：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http://taibif.tw/zh) 

 

http://tiasd.tfri.gov.tw/renew/
http://tiasd.tfri.gov.tw/renew/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http://taibif.tw/zh
http://taibif.tw/zh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02 月 22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2 月 26 日 

紀錄人員 王玠文 勘查地點 工程預定地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顏均豪 桃園市水務局/技士 工程區域現場勘查 

王玠文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水域

部專員 
工程區域現場勘查 

鄭暐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工程

部專員 
工程區域現場勘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王玠文/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1.「減輕」礫間處理廠預定位置於保安林，盡

可能縮小範圍。 

2.「減輕」工程若需擾動河道，需施作排檔

水設施，維持水質不被泥沙汙染。 

1.採納相關意見，未來設計階段將告知設計單

位生態敏感區進行迴避，盡可能縮小工程範

圍，減少生態環境衝擊。 

2.未來設計階段，如工程需進入到溪床，將採

納相關意見，設置排水擋水設施，降低河川污

染。 

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

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富林溪礫間淨化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2 月 26 日 

評析報告是

否完成下列

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

域圖、■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

問公司/工程

部專員 

鄭暐 工程生態評析 碩士 5 年 
生態工程、環境影響

評估 

觀察家生態顧

問公司/水域

部專員 

王玠文 水域生態分析 碩士 3 年 水域生態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此工程區域靠近海邊，鄰近許厝港溼地，離出海口位置約 1.2 公里，依據「國家重
要濕地保育計畫」中顯示，在許厝港重要濕地範圍內共調查到兩種稀有植物，分別
為水筆仔和雲林莞草。許厝港重要濕地是鳥類南遷北返的過境點，曾記錄到包含保
育類候鳥如遊隼、紅隼、赤腹鷹、黑翅鳶、魚鷹、彩鷸、唐白鷺、八哥及紅尾伯勞
等。此外，桃園市藻礁的分布地點從竹圍漁港西側之大鼎海岸、埔心溪口、新街溪
口、老街溪口、富林溪口、大堀溪口、小飯壢溪口、新屋溪口到後湖溪口，都可以
發現藻礁的蹤跡。根據文獻指出，污水排放導致珊瑚藻的覆蓋率降低，其中污水所

導致磷酸鹽濃度的提高可能是主要因素(Bjork et al.1995)。桃園市內有許多工業
區，桃園藻礁因此受到工業區開發及工業廢水污染等影響甚大，桃園藻礁生態系面
臨相當嚴重的威脅。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區域河道段多為人為干擾環境，附近多為工廠，下游預計蓋礫間處理廠的區域
為保安林，主要管制依據為森林法，此區為次森林，附近多為農地。 

4.棲地影像紀錄： 

2019/02/22 河道周圍為工廠         2019/02/22 礫間處理廠預定地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1.「減輕」礫間處理廠預定位置於保安林，盡可能縮小範圍。 

2.「減輕」工程若需擾動河道，需施作排檔水設施，維持水質不被泥沙汙染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保安林區域，建議保留。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王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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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體環境營造計

畫(擴充工作) 

設計單位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

公司 

工程期程 109 年 12 月至 110 年 4 月 監造廠商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

公司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營造廠商 泰誠營造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桃園市龍潭區上林、中正、上華里 

TWD97 座標 X：121.211808 Y：24.86853099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65,000 千元 

工程目的 改善老街溪上游及龍潭大池水質及水體景觀營造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增加野溪護岸砌石、淨化場址入口意象、水環境裝置藝術、河道底泥清淤、近

水區域警示系統，並針對野溪沿岸自行車道進行修繕，建立景觀友善廁所 

增加線上水質即時監測系統及場區 CCTV 監視系統，建立智慧化導覽系統 

預期效益 
龍潭大池經週邊生活污水影響其水體水質多年，透過整治做為後，可串連龍潭

歷史軌跡、重現大池昔日風華。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如附表所示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紅皮書受脅魚類高體鰟鮍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工程範圍內存在潭區、次森林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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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如附表所示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已編列生態調查費用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

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已於 108 年 4 月 12 日辦理說明會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已於桃園市前瞻資訊平台公開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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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

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

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

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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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07 月 15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7 月 30 日 

紀錄人員 褚昱佳 勘查地點 工程預定地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王玠文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水域生態勘查 

褚昱佳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勘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褚昱佳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1. 減輕：施工時應注意施工便道路線避開
溪水，利用現有便道與乾涸河床，避免
直接輾壓河道溪床。 

2. 管理：因工程地周邊多為農田，施工時
應注意有毒物質或揮發物質，以免影響

周遭農田。 

3. 縮小：調整工程量體或調整位置，減少
工程對植生區域之擾動。 

 

1. 可利用現有便道與乾涸河床之工項將配
合辦理，惟因本工程截流管線需進行小
型開挖設置於溪床底，施作時將採用檔
排水方式，保持河道水流，並減輕對水
生動物之影響。 

2. 本工程採生態淨水工法，施工時並未使
用特殊有毒物質，對於一般土木常見之
材料如水泥及油漆等，將加強管理避免
影響周遭農田。 

3. 本工程於設計階段以採迴避方式，針對
生態調查所劃設之生態敏感區域，大多
避免工程施作，減少工程對野外植生區
域之擾動。 

說明： 

1. 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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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體

環境營造計畫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7 月 30 日 

評析報告

是否完成

下列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

圖、□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

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植物部專員 
陳凱眉 

植物生態評

析 
碩士 5 年 

植物生態、植

物分類、植群

分類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水域部專員 
王玠文 

水域生態分

析 
碩士 4 年 水域生態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工程部專員 
鄭暐 

生態環境記

錄 
碩士 7 年 

陸域植物生態

評估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動物部專員 
鍾昆典 

陸域動物生

態分析 
碩士 12 年 

陸域動物、保

育對策研擬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龍潭大池是桃園市龍潭區的地標景色之一，占地約 18 甲的天然埤潭，具調節水量
的功能，為桃園台地的灌溉中心。由於水源來自上游野溪，生態系豐富，有福壽
魚、草魚、烏鰡、泥鰍等魚種，鳥類以鷺科為主要鳥種。 
參考文獻：自由時報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計畫範圍周邊以農田及人工建築物為主。礫間水質淨化池建立在農田上。旁邊為龍
潭大池上游，周邊環境有許多生物，如：霜白蜻蜓、餐條、黃頭鷺、大肚魚…等。 
而桃園大潭內生態多為上游河川及農田排水匯集。因多為人工建物或農田用地，因
此無特別敏感關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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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棲地影像紀錄： 

  108.07.15 礫間處理廠位置                    108.07.15 龍潭大池 

4.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本工程無重點關注區域。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1. 減輕：施工時應注意施工便道路線避開溪水，利用現有便道與乾涸河床，避
免直接輾壓河道溪床。 

2. 管理：因工程地周邊多為農田，施工時應注意有毒物質或揮發物質，以免影
響周遭農田。 

3. 縮小：調整工程量體或調整位置，減少工程對植生區域之擾動。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本工程範圍內無生態保全對象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褚昱佳     

 

 

礫間處理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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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10 月 4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0 月 4 日 

紀錄人員 徐綱 勘查地點 龍潭大池工區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徐綱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勘查 

現勘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__徐綱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______ 

1.工程施作應避免過度開挖影響工區後放林地 

2.應避免工程廢水流入工區鄰近河流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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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4 生態監測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

水體環境營造計畫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0 月 4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

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植物部專員 
陳凱眉 

植物生態評

析 
碩士 5 年 

植物生態、植

物分類、植群

分類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水域部專員 
王玠文 

水域生態分

析 
碩士 4 年 水域生態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工程部專員 
鄭暐 

生態環境記

錄 
碩士 7 年 

陸域植物生態

評估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動物部專員 
鍾昆典 

陸域動物生

態分析 
碩士 12 年 

陸域動物、保

育對策研擬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水域部專員 
徐綱 

水域生態分

析 
碩士 4 年 水域生態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本計畫參考「台灣地區淡水域湖泊、野塘及溪流魚類資源現況調查及保育研究
規劃」，說明計畫區域附近水域生態調查，綜合民國 101 年調查結果如
下： 

➢ 水域動物 

     綜合民國 97 年 4 季調查結果共發現魚類 3 科 9 種，原生魚種包括鯉科的
羅漢魚、鯽魚、紅鰭鮊、臺灣石𩼧、臺灣石鮒、高體鰟鮍以及鰍科的泥
鰍。外來魚種包括麗魚科吉利非鯽。臺灣石𩼧 雖為台灣地區的原生魚
種，但此魚種生存於溪流的中上游流動水域之中，而顯然像龍潭大池這種
典型的湖沼水域環境並不適合該魚種的棲息，加之於本次調查中只有發現
該魚種 1 尾個體，因此推測本次調查於龍潭大池所採獲的台灣石魚賓 為
人為所放生的個體，並非為湖中所原有的魚種。外來魚種吉利非鯽則為該
區之優勢魚種，顯見該外來種魚類應該已經成功的在此湖泊繁衍並可能會
對湖泊中原生魚類產生捕食或競爭資源等相關的影響。 

參考文獻：陳義雄，台灣地區淡水域湖泊、野塘及溪流魚類資源現況調查及保育研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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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龍潭大池位於桃園縣龍潭鄉，居桃園台地最東邊，湖泊形狀呈長方形，湖面長

約 350 公尺，寬約 550 公尺，蓄水面積 18 公頃。本湖泊為天然湖泊，為桃

園台地之灌溉中心，屬於龍潭大圳之ㄧ，池區範圍內有廟宇南天宮，位於大池

內的人工島上。水色呈半透明而略帶淺褐綠色，龍潭大池池畔地區已完全水泥

化。上游溪段部分段落具單側茂密之濱溪植被，多為高度水泥化之溝渠，越往

上游則底質則多以卵、礫石為主，反之離龍潭湖區越近，底質土砂包埋度越高，

水流型態多為緩流深水為主。目視水域動物以原生魚種包括鯽魚、䱗。外來種

之朱文錦、雜交吳郭魚為主 

4.棲地影像紀錄： 

 

108.10.4 龍潭大池工區現況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工程施作應避免過度開挖影響工區後放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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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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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5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

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說明： 

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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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6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填表人員 

(單位/職

稱) 

徐綱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0 月 4 

日 

施工圖示 

設計階段 圖示 說明 

施工範圍

與生態關

注區域套

疊圖  

  

範圍限制 

現地照片 

(施工便道 

及堆置區) 

(拍攝日期) 

 

108/10/4-施工地照片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生態保全對

象 

   

   

   

生態友善措

施 

   

   

   

施工復原情

形 

□施工便道與堆置區

環境復原 

  

□植生回復   

□垃圾清除   

□其他______   

其他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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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埔心溪 填表人 沈彥勳 

工程名稱 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待招標 紀錄日期 106.11.28 

工程期程 108 年 1 月至 108 年 12 月 監造廠商 待招標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施工廠商 待招標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45,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桃園_市(縣)_中壢_區(鄉、鎮、市)_文化、復興_里(村)        ；      TWD97 座標  X：  121.251050   Y：  24.985403   

工程目的 淨化黃墘溪上游水質，以改善埔心溪水質 

工程概要 於中山公園槌球場下方新建 1 座地下化礫間處理設施，並將上部綠地復原為槌球場使用 

預期效益 污染項目削減率達 70%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待規劃設計階段辦理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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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待規劃設計階段辦理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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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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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桃園市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南崁溪 填表人 張演祺 

工程名稱 南崁溪上游水質淨化工程 設計單位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06.8.23 

工程期程 

本案工程於 107 年上半年完成細部設計，預計 107 年 10 月辦理工

程招標，於 108 年 1 月至 12 月辦理工程施工，109 年 1 月至 6 月辦

理工程試運轉 

監造廠商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80,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__桃園___市(縣)___龜山__區(鄉、鎮、市)____里(村)        ；      TWD97 座標  X：  287552.029     Y：   2771281.027         

工程目的 
為改善南崁溪上游河段水質、降低大埔橋測站污染濃度，爰針對上述支流排水規劃水質改善措施，並於改善河段水質的同時，透過現地處理方式一併解決惡臭問題，同時維持場

址滯洪之功能。 

工程概要 

本案工程主要設計處理對象與設計進流水量為山尾滯洪池之入流水，約 1,500CMD，依水質數據計算，綜合平均進流水質 BOD=104.5mg/L、SS=38.5 mg/L、NH3-N=23.10mg/L，

設計上取整數值，設計水質採 BOD=105mg/L、SS=40mg/L、NH3-N=25mg/L，設計污染削減率約為 75%，放流水質 BOD 約 27mg/L、SS=10mg/L、NH3-N=6mg/L，因礫間槽操作

需將出流水內回流，故槽體設計容積依 3,000CMD 進行設計。 

預期效益 
污染削減效益 BOD 約 117kg/d、SS=45kg/d、NH3-N=28.5kg/d；此外，為加速菜公堂滯洪池排水補充南崁溪下游基流，亦進行排水功能提升設計。全案工程完工後由桃園市水務

局另案委託專業代操作公司執行後續操作維護工作。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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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

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對環境衝擊最小的施工方式，減少對生態的衝擊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

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地方說明會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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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南崁溪上游水質淨化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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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桃園市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南崁溪 填表人 張演祺 

工程名稱 
桃園市南崁溪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下游護岸整建

暨水域營造(含自行車步道串連)工程 
設計單位 株式會社象設計集團 紀錄日期 106.8.23 

工程期程 
本案工程於 106 年上半年完成細部設計，預計 106 年 11 月辦理工

程招標，於 107 年 1 月至 108 年 12 月辦理工程施工。 
監造廠商 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200,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__桃園___市(縣)___桃園__區(鄉、鎮、市)____里(村)        ；      TWD97 座標  X：  281190.982      Y：   2767087.555         

工程目的 
南崁溪在桃園市東西部跨四個區域；龜山區、桃園區、蘆竹區及大圍區。本計畫位於桃園區南崁溪斷面 72-02 至 74-203 區間，左右 2 岸護岸老舊或原有土堤，為提升該範圍水環

境亮點營造，將於施作護岸後設置自行車道作為南崁溪整體亮點景觀。 

工程概要 
1. 經國二號橋上游右岸至大檜溪橋下游左岸舊有護岸修復 

2. 施設一次跨越二座車道鋼筋混凝土鋼構造斜張吊橋，包括上下游坡道總長 655 公尺、寛度約 4 公尺。 

預期效益 

(1) 護岸改善長度 

現有護岸多為蛇龍或著是 RC 混凝土壁，且有許多地方已經呈現損壞狀態，另外親水性也多半不高，因此本計畫將致力於提昇護岸品質，待計畫完成後將有約約 357m 長度的護

岸得以改善。其護岸提高堤岸防洪等級，將老舊護岸重做及基礎加固、加深，以 100 年洪水不溢堤為原則，排洪量 50 年計畫洪水，大幅提升防洪安全等級。 

(2) 自行車道增加並完成串聯 

本次水環境自行車道可打通最後一處斷點，藉由跨越交通流量 4000 PCU 之經國路及慈文路二條交通繁忙路口，減少自行車穿越交通要道肇事風險，亦可塑造桃園南崁溪水環

境新地標，使龜山區、桃園區、蘆竹區 67.5 萬人口親近南崁溪河岸，串聯藍帶延伸生活圈。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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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

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對環境衝擊最小的施工方式，減少對生態的衝擊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

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地方說明會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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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桃園市南崁溪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下游護岸整建暨水域營造(含自行

車步道串連)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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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桃園市老街溪上游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老街溪 填表人 沈彥勳 

工程名稱 四方林排水水質淨化工程 設計單位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紀錄日期 106.8.28 

工程期程 107 年 1 月至 107 年 12 月 監造廠商 待招標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施工廠商 待招標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66,5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桃園_市(縣)_龍潭_區(鄉、鎮、市)_中山_里(村)        ；      TWD97 座標  X：  121.219165   Y：  24.866844   

工程目的 淨化四方林排水水質，以改善四方林排水下游美都麗橋測站水質 RPI 

工程概要 於龍潭運動公園西南隅之槌球場下方新建 1 座地下化礫間處理設施，並將上部綠地復原為槌球場使用 

預期效益 推估處理後放流水送回美都麗橋測站以改善該站 RPI 至輕度污染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龍潭大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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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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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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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射流溝水岸環境改善工程計畫生態檢核表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竹南鎮射流溝水岸環境改善工程計畫 水系名稱 射流溝 填表人 張義敏、張集益、黃志偉 

工程名稱 竹南鎮射流溝水岸環境改善工程計畫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2019/01/07 

工程期程 107/12~109/06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苗栗縣政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246,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苗栗_縣__竹南__鎮______里(村)        ；      TWD97 座標  X：   236607    Y：   2731763    

工程目的 

1. 蒐集射流溝的水體，利用自然淨化污染水系統的新工程，讓污水變淨水，展現綠化成果發揮環保效益。 
2. 完成一座自然淨化污水系統示範場細部設計及環境調查(含進流水量及水質採樣分析、測量、鑽探及地下水位調查等)，提供未來該社區居民休憩，及遊客一處生態教育體驗之場

所。 
3. 提昇射流溝社區環境衛生品質保障社區居民健康及社區生態景觀，保護下游濕地生態體系。 
4. 提升兩側沿岸民眾居住生活品質。 

5. 配合後續水岸環境改造，營造自然生態系統(草澤、地沼等)，進而吸引鳥類、兩棲類、蝶類等生物，達成物種多樣性目標。 
6. 配合後續水岸環境改造，建設親水的環境與空間，使老舊文化空間與軸線活化復新，改善社區生活環境。 

工程概要 
1. 射流溝礫間處理設施工程 
2. 射流溝水岸環境改善工程 

預期效益 

1. 射流溝污染削減效益：礫間處理池預估處理量為 10,000CMD，概估礫間處理池其 BOD 去除率達 85%、氨氮及 SS 去除率達 90%。 
2. 生活環境改善效益：透過地下礫間處理淨化水質，補注至地面作為地面水體，同時配合河道兩側進行改善，相關設施及空間導入低衝擊開發(LID)概念予以植栽綠美化，減輕降雨

逕流對環境水體之衝擊，達到河岸景觀及環境改善的目標，將原本較為灰冷的三面光混凝土的護岸改為緩坡綠帶，並規劃為近水河岸示範區，長度約 450m。冀望藉由水質現地
處理、水岸環境營造等方式，讓射流溝呈現綠意盎然的溪流能再次繽紛亮麗，以自然生態的樣貌提供給地方民眾、信徒、香客使用，打造融合文藝氣息與綠色大自然的休憩環境，
營造近水、親水、愛水的藍帶空間。 

3. 生態環境教育效益：藉由礫間接觸氧化工程係採地下化之方式，因此上部空間可妥善利用作為綠地使用，達到多元使用性之目標。未來納入學校環境教育的導覽行程，配合推廣
水質淨化與環境教育為主，設置水質採樣管等設備，礫間槽上部則鋪設草皮，並搭配現場導覽、教育解，及告示裝置等，除藉此讓民眾認識水質淨化設施功能、環境生態維護宣
導之外，亦可成為親子活動的休閒場所。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檢附資料 

工程計

畫提報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逢甲大學水環境顧問團隊、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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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階

段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

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本區域未屬於法定

自然保護區。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射流溝                                       

  □否 

詳附件二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本案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為下水道，無涉及保育動物棲息地及生態保全對象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本案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為下水道，無涉及保育動物棲息地及生態保全對象 

本案工程範圍及周

邊環境為下水道，無

涉及保育動物棲息

地及生態保全對象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因本案為下水道及周邊環境營造，調查結果發現無低衝擊工法                                        
詳附件三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

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無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但仍儘量縮小工程量體並導入低衝擊開發概念予以植栽綠美化，減輕降雨逕流

對環境水體之衝擊 

詳附件三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

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尚未辦理地方說明會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後續擬辦理地方說明會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

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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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

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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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 

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簡介 

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有優勢的規劃執行能力，成立專案計畫團隊負責

工作的推動，依本計畫工作架構與內容，遴選各項專長人員參與本計畫。團

隊計畫執行優勢包括資源力、專業力、整合力、溝通力、信任力、分析力、

成長力、執行力： 

1. 資源力：執行團隊連結臺灣電機、航太、土木、水利、廣告行銷、社會人

文等專業技術，並結合海峽兩岸水利技術相關研究資源，建立跨海峽兩岸

之水利科技與政策執行團隊，推動臺灣及海峽兩岸學術研究與技術資源交

流。 

2. 專業力：計畫主要執行團隊為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中心成員具備土木

水利、廣宣、兩岸交流相關工作執行經驗；協同主持人許秀慧總經理長期

經營兩岸水利、水資源等交流活動。對於兩岸水資源問題、水利技術需求

及水利科技發展充分瞭解，藉由構思工作方向及研究方法後，進行資料收

集彙整、交流計畫研擬、交流活動執行等分組工作，並落實各階段工作項

目。 

3. 整合力：執行團隊整合兩岸水利技術研究資源，同時邀請中國大陸上海同

濟大學劉曙光教授、武漢大學陳立教授、水利部水利發展中心主任辦公室

孫宇飛處長、黃河水利委員會黃河科學研究院江恩慧院長、水利水電科學

研究院水資源所賈仰文所長、清華大學王忠靜教授擔任本團隊之諮詢顧

問，借重其研究成果提供本團隊諮詢及水利技術研討之工作。 

4. 溝通力：本團隊執行兩岸水利技術交流的已有數十年經驗，對兩岸水利技

術合作之推動、執行流程及效益相當熟悉與瞭解。對於中國大陸各科研單

位的研究資源有充分掌握，並與中國大陸各重點科研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 

5. 信任力：計畫主持人群長期推動兩岸水利產官學人士互訪交流，多次規劃

辦理水利署署長、副署長及各級長官訪問對岸交流活動，深獲兩岸水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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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學等單位領導之信任與肯定。 

6. 分析力：本團隊長期從事水利技術研究，專業於水文觀測技術、坡地監測

技術、水工模型試驗、坡地水理學、河川水力學、河川輸砂力學、淤泥資

源再生利用、水庫泥沙、水利政策宣導行銷及兩岸水利技術交流等領域，

對於兩岸水利政策管理及技術發展趨勢具分析力。未來於規劃辦理兩岸水

利技術的交流活動，相關研討會、講座及考察活動等，能依兩岸發展現況

及技術交流所需，研擬兩岸共同感興趣的議題進行交流。 

7. 成長力：逢甲大學極力推動本校國際與兩岸交流，尤其本校與中國大陸簽

署合作交流學校共增加 12 所，達至 55 所姊妹校，長期從事交流互訪亦相

當有經驗(其中水利相關大學包括：武漢、同濟、上海、河海、天津、安徽、

廈門、山東、哈爾濱工業、浙江、南京農業、四川、北京師範、大連理工

及中國農業大學等 15 所)，累積成長兩岸研究資源，作為本計畫執行後盾資

源。 

8. 執行力：本團隊具有充足的專業人力、行政支援及各式設備支援。本中心

位於臺灣中西部，交通便利，故對於散佈於北、中、南、東各區之水利科

技資料提供單位，皆能維持密切暢通之聯繫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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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簡介 

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民翔公司)是由一群對自然生態環境持有熱誠、專業知識

及永續服務觀念的環境工作者所組成的公司，於 1997 年成立，迄今已二十二年，組成人員具碩士

學位者約佔 65%，多為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東海大學、嘉義大學及海洋大學等生態

相關系所。公司負責人為張集益總經理為成大工學士、東海大學景觀研究所碩士，張君以「誠信、

創新、力行、服務」的理念經營企業，迄今參與過數百個環境影響評估、環境監測及資源調查案件，

負責認真與誠信的態度頗獲業界好評。營業項目如下: 

 

 自然生態資源調查。 

 自然生態園區規劃及設計。 

 生態及環境監測。 

 環境影響評估。 

 生態圖書出版品編撰。 

民翔公司相關實績案例 

旅館飯店休閒農場遊憩類 

 花蓮海洋公園二期計畫興辦事業及開發許可申請案生態環境調查 

 遠雄海洋公園及悅來飯店環境影響評估 

 埔里雲台休閒飯店環境影響評估 

 苗栗縣三義鄉新光山坡地休閒農場開發環評案 

 台東知本旅館環境影響評估 

 仲成日月潭向山觀光旅館 BOT 開發案 

 台東都蘭灣黃金海休閒渡假村開發計畫環境差異分析 

 台灣農林苗栗三義拐子湖段土地工商綜合區開發案 

 台中市大坑風景區精英企業招待所開發許可水土保持計畫 

 新竹縣寶山鄉觀光旅館新建案環境影響評估 

文教類 

 福智文教基金會設校計劃案環境影響評估 

 苗栗縣銅鑼鄉客屬段土地開發客家文化中心環境影響評估 

 台中市私立宜寧中學新建校地環境影響評估 

 實踐大學內門分校環境影響評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宜蘭分部校園整體規劃作業環境影響評估 

 銘傳大學金門分部環境影響評估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新建校區環境影響評估 

 六龜文化中心環境影響評估 

 台北縣貢寮鄉靈鷲山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 

 勤益科大校園整體規劃第二校區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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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環境影響評估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實質計畫案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環境影響評估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五結興中基地及宜蘭城南基地實質計畫案環境影響評估 

交通建設 

 國道東部公路蘇澳花蓮段工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生態環境影響分析 

 中部國際機場中長期綜合規劃生態環境影響評估 

 台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沿線環境影響評估 

 國道一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環境影響評估 

 中正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三重站至台北站段建設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高雄港外海貨櫃中心及過港聯外道路環境影響評估 

民翔公司負責人簡介 

張總經理集益為公司負責人，同時長期為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理事，也是玉山國家公園解說

志工，擔任志工長達 20 餘年，因此時常擔任生態教育宣導講師角色。張君主要專長為植物生態、

鳥類生態、景觀生態及生態解說，而為貫徹終身學習的理念，因此參加許多訓練，包括台中市政府

舉辦的「103 年樹木移植研習班結訓」、「104 年樹木修剪研習結業」;漁業署「103 年漁業署研究

作業人員安全實務訓練結業及勞工安全訓練教育結業」等。著作則包括「樹木家族」（晨星出版社。

1999）、「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解說手冊」（台中縣政府印行）、「台灣賞花地圖」 (晨星出版社。

2002)、「宜蘭縣大同鄉九寮溪生態旅遊解說手冊」（宜蘭縣大同鄉公所。2003）、「發現坪林大自然

生態博物館」（台北縣坪林鄉公所。2003）及「蜿蜒新社台地的藍帶-食水嵙溪水域生態記事」（台

中市政府。20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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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本計畫工址或鄰近地區 

 
 

附件三：本計畫生態保育對策 

1. 雖本計畫範圍並無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但仍儘量縮小工程量體

並導入低衝擊開發概念予以植栽綠美化，減輕降雨逕流對環境水體之

衝擊。 

2. 保留次生林等自然植被區域。 

3. 整體評估調整治理區域，縮小工程量體規模，保留無災害或治理需求

的植生區域。 

4. 施工完成後，儘速恢復原有棲地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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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路與射流溝位置現況 

 

 
龍天路與射流溝位置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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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鈴木埤水環境工程改善計畫生態檢核表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竹南鈴木埤水環境工程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新港溪、鈴木埤 填表人 張義敏、張集益、黃志偉 

工程名稱 竹南鈴木埤水環境工程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2019/01/07 

工程期程 108/03~108/12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苗栗縣政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規劃構想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46,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苗栗_縣_ 竹南 _鎮__龍山__里        ；      TWD97 座標  X：  236736     Y：   2732910    

工程目的 
計畫區域涵蓋新港溪水系及鈴木埤為竹南地區重要藍帶資源，在資源利用上，兼具排水、防洪及農業灌溉之功能，在景觀生態上具其獨特性，同時鄰近竹南市區與當地居民密不可

分，期該區域達到有效利用並提供民眾休閒親水之趣。 

工程概要 
1. 既有設施整合工程。 
2. 親水環境工程。 

預期效益 
1. 環境改善，景觀美質增進增加鄰近居民使用：本計畫將提供周邊 5 個里別之遊憩休閒空間服務人口可達 19,281 人，並改善親水面積達 1.9 公頃。 
2. 植物生態系改善，友善棲地環境：本計畫增加植栽喬木種類避免單一植栽，有助於整體生態系統功能的健全並適度種植淨化水質之挺水植物以利鳥類及魚類棲息。 
3. 串聯濱海公路沿線景點，延伸竹南風情海岸特色景致。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檢附資料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逢甲大學水環境顧問團隊、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詳附件一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3.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4.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

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本區域未屬於法

定自然保護區。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大冠鷲(二級保育類)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冷水坑溪、鈴木埤、大冠鷲                              

  □否 

詳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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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紫斑蝶                 

詳計畫書 P.5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經評估已使用低衝擊工法，儘量縮小工程量體減輕功能對環境之影響，保全周圍既有動植物環境，營

造更友善的綠空間                                        

詳附件六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

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1. 本計畫儘量縮小工程量體減輕功能對環境之影響，保全周圍既有動植物環境，營造更友善的綠空間。 

2. 保留次生林等自然植被區域。 

3. 整體評估調整治理區域，縮小工程量體規模，保留無災害或治理需求的植生區域。 

4. 施工完成後，儘速恢復原有棲地樣貌。  

  □否：                                      

詳附件六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已於 108.01.02辦理地方說明會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後續交由逢甲大學顧問團隊辦理資訊公開於中央寄存所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

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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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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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本計畫工址或鄰近地區 

 
 

附件六：本計畫生態保育對策 

1. 本計畫儘量縮小工程量體減輕功能對環境之影響，保全周圍既有動植

物環境，營造更友善的綠空間。 

2. 保留次生林等自然植被區域。 

3. 整體評估調整治理區域，縮小工程量體規模，保留無災害或治理需求

的植生區域。 

4. 施工完成後，儘速恢復原有棲地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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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構想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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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構想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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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大埔重劃區區域排水改善計畫排水工程整治生態檢核表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大埔重劃區區域排水改善計畫排水工程整治 水系名稱 大埔文化園區水圳排水 填表人 張義敏、張集益、黃志偉 

工程名稱 大埔重劃區區域排水改善計畫排水工程整治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2019/01/07 

工程期程 108/03~108/12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苗栗縣政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規劃構想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20,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苗栗_縣_ 竹南 _鎮__大埔__里        ；      TWD97 座標  X：  240555     Y：   2733660    

工程目的 
苗栗縣政府竹南鎮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都市計畫範圍內之現有區域排水位處前述都市計畫區內，對於計畫區內排水、滯洪、防洪及沉砂維護之為重要，計畫區

內可藉助近期經濟部所推動之全國水環境推動計畫，將計畫區內現有區域排水河域鄰近之各項公共設施及公園等區域與排洪減災之概念相互結合，營造親水且具有生態的綠廊。 

工程概要 
1. 排水箱涵改善工程 
2. 植栽綠美化 

預期效益 

1. 計畫區內將現有老舊之區域排水設施，藉由本計畫之推動加以重行整治，強化計畫區內之排洪及防洪安全。 
2. 藉由計畫之推動，如前述推動之初期所實施之各項生態調查及民眾參與活動，使區域內之生態環境更為融洽，同時藉由共同參與之模式，增進居民對本計畫之推動之認同感。 
3. 利用公民參與之手法，將本計畫推動之前、中、後過程，揭露於公開資訊平台，促進區域之居住和諧。 
4. 本計畫推動之部分景觀工程，可廣納當地居民之意見，融入計畫推動之元素。 
5. 計畫區鄰近之公園及綠地，經查多處設有民眾活動中心及土地公廟，顯示計畫區為高度居民戶外休憩之使用區位，藉由本案之推動可有效提升公共設施之使用率。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檢附資料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逢甲大學水環境顧問團隊、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詳附件一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5.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6.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

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本區域未屬於法定

自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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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大冠鷲(二級保育類)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大埔重劃區區域排水、大冠鷲                               

  □否 

詳計劃書 P.9-11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本計畫於計畫路段及附近地區進行陸域動物調查，其結果分述如下： 

(A) 鳥類 

本計畫兩季調查結果共計發現鳥類 1 目 2 科 3 種。物種組成皆為低海拔常見物種，如麻雀、白頭翁及紅鳩等物種。調

查結果記錄有大冠驚 1 種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及紅尾伯勞 1 種其他應予以保育之野生動物，其餘均為一般物種。 

(B) 哺乳類 

兩季進行沿線調查及鼠籠陷佈設，調查結果共計發現哺乳類 1 目 1 科 2 種，分別為松鼠、溝鼠等，整體而言，調查記

錄物種多為低海拔常見小型哺乳動物，未發現保育物種。 

(C) 兩棲類 

本計畫兩季調查結采共計發現兩棲類 1 目 1 科 4 種，所記錄物種分別為拉都希氏赤蛙、貢德氏赤蛙、澤娃及黑眶蟾蜍，

均為一般物種，未發現保育物種。 

(D) 爬蟲類 

本計畫兩季調查結果共計發現爬蟲類 1 目 1 科 3 種，所記錄物種分別為印度蜓蜥、無疣蝎虎及鉛山壁虎，均為一般物

種，未發現保育物種。 

(E) 蝶類 

本計畫兩季調查結果共計發現蝶類 l 目 4 科 5 種，所記錄之物種分別為蕉弄蝶、豆環蛺蝶、虎斑蝶、眉眼蝶、琉璃蛺

蝶等，均為一般物種，未有保育物種。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詳計劃書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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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經評估已擬定相關保育政策：工程進行時，儘量縮小工程量體並導入低衝擊開發概念予以植栽綠美化，減輕降

雨逕流對環境水體之衝擊。施工完成後，儘速恢復原有棲地樣貌。 

□否：                                        

詳附件九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

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經評估已擬定相關保育政策：工程進行時，儘量縮小工程量體並導入低衝擊開發概念予以植栽綠美化，減輕

降雨逕流對環境水體之衝擊。施工完成後，儘速恢復原有棲地樣貌。 

  □否： 

詳附件九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

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後續擬召開地方說明會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後續交由逢甲大學顧問團隊辦理資訊公開於中央寄存所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

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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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

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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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本計畫工址或鄰近地區 

 
 

附件九：本計畫生態保育對策 

1.工程進行時，儘量縮小工程量體並導入低衝擊開發概念予以植栽綠美

化，減輕降雨逕流對環境水體之衝擊。施工完成後，儘速恢復原有棲地

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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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構想圖(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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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構想圖(三)(四)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嘉義沿海水環境改善計畫】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 

 

 

 

 

 

 

 

 

 

申請執行機關：嘉義縣政府 
 

中華民國 108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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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河願景 

壹、 水環境之整體性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包含八大建設計畫：軌道建設、水環境建設、

綠能建設、數位建設、城鄉建設、因應少子化建設、食安建設，以及人

才培育建設。其中「水環境建設」計畫，以「水與發展」、「水與安全」

及「水與環境」三大建設為主軸，因應氣候變遷、能源轉型，以建構強

化韌性國土及綠能低碳社會。 

嘉義縣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提出水與環境水與環境、水與安全、

城鎮之心、道路品質改善等計畫。水與環境目的於營造不缺水、不淹水、

親近水的優質水環境空間；水與安全重視流域治理、河川及排水防洪能

力，提升水岸安全；城鎮之心賦予舊市區再生新風貌，並整合地方自然

與人文特色，形塑在地特色；提升道路品質將有效減少路面挖補頻率、

提高車行及人行通行安全、改善市容景觀。由此全面檢視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於嘉義縣之整體發展(詳圖 1.1- 1)，盤整各計畫資源之分佈，綜觀

各提案計畫，整體性考量水環境計畫之後續提案，有效將資源集中分配，

以達嘉義縣各區域均衡發展。 

 

圖 1.1- 1  嘉義縣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各計畫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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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流域整體水環境規劃 

嘉義縣境內主要河川為北港溪、朴子溪、八掌溪(詳圖 1.2- 1)，三

條河川為嘉南平原重要灌溉用水來源，灌溉用之排水系統由清代時期

逐步發展至今，嘉義縣擁有完善的區域排水、灌溉排水系統(詳圖 1.2- 

2)，溝渠縱橫、農業繁榮之平原，居民生活與水緊密結合。此外，嘉義

縣生態資源豐富，多集中於沿海及山區(詳圖 1.2- 3)，於水環境規劃時，

將防災、韌性城市之觀念導入，並採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策略進

行整體流域規劃。 

 

圖 1.2- 1  嘉義縣三大河川流域圖 

 

圖 1.2- 2  嘉義縣排水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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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3  嘉義縣空間發展願景與流域整體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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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整體水環境改善願景 

朴子溪與八掌溪孕育整個嘉義平原區域，流域範圍內以農業耕作

或野生綠地為主，河段具灌溉生產及生態功能，而嘉義縣西部沿海之地

理特性擁有豐富生態條件，原本生活空間與河川與水域有所距離，未來

將透過水環境改善，將河川腹地空間規劃轉入地方生活空間，河岸融合

玩水、散步、休閒、及養殖等功能，提升民眾對於水岸的可及性，及對

河川的關心與參與度。依嘉義縣河川與沿海區域之特性，發揮流域生態

資源條件，落實水環境之改造與發展，提出四大主要計畫(詳圖 1.3-1)。 

1. 嘉義沿海水環境改善計畫 

2. 新埤滯洪池水環境改善計畫 

3. 大埔鄉水環境水質改善計畫 

4.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 
 

 

圖 1.3- 1  嘉義縣整體水環境之願景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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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發展課題與對策 

依據各河段之功能與條件，結合生活、生產、生態發展目標功能，

於重要河段亮點，落實必要之設施改善設計，恢復生態景觀，發展休閒

遊憩，形塑大河田園願景。未來亦可結合慢活體驗，結合在地產業行銷，

將大河戀計畫推展至上、中、下游全流域之改善。 

一、 串連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營造生物多

樣性棲地、發展永續生態環境 

嘉義縣的城鄉發展策略，順應地勢的山、原、海分布，山區以打造

城鄉自然休閒體驗區為主；平原區包括農作綠能循環型計畫區、高速鐵

路嘉義車站特定區、故宮南院等計畫，以打造結合產業、文化、觀光等

資源的觀光產業核心區為主；海域區的部分，則以打造沿岸生態教育示

範區為重點。 

二、 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 

嘉義縣民眾與水的關係長期呈現較為疏離狀態，除了傍晚偶爾參

與流域生活的老人們之外，很少見到多人參與的休閒運用。因此，加強

水環境的可及性及設施健全度，將為首要工作。營造優質的通行、休息、

互動區域，融入民眾的在地生活，包括相關親水設施改善設計、圳道優

質綠化、及行人步道之完善規劃，可以提升民眾賞水、近水、及親水的

意願，培養親水生活的愜意生活。 

三、 改善水質污染、穩定流域環境，健全防災、排水、灌溉功能 

水環境改善計畫主要目的是鏈結治水防洪與城鄉發展，因此，更需

要從點-線-面提出完善的規劃。檢視嘉義縣水環境治理策略，上游段以

治山防洪、坡地水土保持為重點，目標打造樂活水岸；中游段包括低衝

擊開發(LID)示範工程、水質改善、滯洪水環境等重點，目標串連水陸

環境；下游段則以束洪導洪、堤岸改善等，目標發展生態水岸環境。 

在水質淨化部分，針對各區域不同之水體、用地、水質、週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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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條件，評估污水量少、性質單純之地區，可選擇採用自然淨化系統，

如：礫間淨化或人工濕地等，亦即利用污染物與自然環境之水、土壤、

植物、微生物或大氣彼此相互作用，產生物理、化學或生物反應後分解，

達到水質淨化效果；若污染量較大、用地侷限或未來維護不易者，則可

考慮輔以套裝污水處理設施或其它適當方式進行水質處理。 

伍、 沿海水環境主題構想 

本計畫以沿海水環境為核心，著重生態保育、沿海產業及觀光發展，

評估現有嘉義沿海各區發展條件，以具代表性且具立即效益性之據點

優先落實改善，做為設計之指導原則。嘉義沿海擁有濕地、河口、沙洲、

鹽田等自然地貌；以及養蚵、魚塭養殖、近海漁業重要產業；加上如觀

光漁港、魚市場、遊艇、船筏等，帶動周邊聚落的活絡與發展。依據嘉

義縣沿海「生態」、「產業」、「觀光」資源與特性，，提出二大分項計畫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並依其

資源條件，發展適當的主題定位，詳圖 1.5- 1: 

 

 

圖 1.5- 1  嘉義縣沿海生態、生產、觀光資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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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分項案件概要 

一、 整體計畫概述 

嘉義沿海水環境改善計畫，分別提出「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計畫目標說明如下，主要工作項目詳

表 1.6- 1 表 1.6- 1  。 

1.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 

結合水岸環境營造，改善人行空間，加強綠化，融入景觀，建

構優美環境，提供民眾接近自然、遊憩休閒的空間。 

2.串連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 

配合城鄉發展，結合港區及鹽田溼地，建設步道、親水景觀區

等，結合地方人文，串連防災、生態休閒等，發展地方觀光遊憩特

色，活化空間環境利用，展現水岸魅力。 

3.改善水質汙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生態環境 

依民眾親水需求，利用污水截流等方法，改善水質污染情況，

並結合生態環境及地景資源等特色，改善棲地環境，並建構水環境

教育場所。 

二、 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本計畫提出之分項計畫，以「東石漁港」、「布袋港」為主要的發展

及服務核心，具備嘉義沿海觀光潛力與產業特性。與針對分項計畫提出

環境美學營造及設計策略，詳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一)案件名稱：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二)案件名稱：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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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1  分項計畫之主題定位及設計策略 

表 1.6- 1  分項計畫工作項目表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案件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對應部會 

嘉義沿海

水環境 

改善計畫 

1 
東石漁港水環境

改善計畫 

 環港道路改善工程 

 區內道路及排水改善工程 

 戶外地景工程 

 魚市場環境改善 

 停車場綠美化建置 

 中央景觀台改善工程 

 商店街前鋪面改善工程 

 親子戲水區防水改善工程 

漁業署 

2 
布袋港風華再現

水環境營造 

 鹽管溝排水鹽田主題活動區 

 鹽管溝排水鹽田鹽鐵地景區 

 鹽管溝排水社區生活區 

 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 

 布袋南堤環境營造 

 漁港景觀風貌改善策略 

 鹽管溝排水水質改善 

水利署、 

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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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嘉義縣水環境第一批次提案核定案件，為竹崎親水公園周邊景觀

改善工程，自 107 年 2 月 6 日開工，已於 107 年 10 月 29 日完工，107

年 12 月 15 日開放民眾使用。嘉義縣水環境第二批次提案核定案件，

為竹崎親水公園整體水環境營造、六腳休憩廊道及水環境營造、六腳朴

子親水公園環境營造等三件，已於 107 年 12 月 20 完成發包簽約程序，

於 108 年 1 月 18 日開工，預計工期 440 日曆天。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

畫第一批、第二批核定案件皆符合行政程序及各階段時程安排，如期完

成各工作事項。 

 

圖 1.6- 2  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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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 

嘉義縣水環境第三批次提案計畫延續大河流域之願景構想，依據

各水系之功能與條件，結合生活、生產、生態發展目標功能，落實必要

之設施改善設計。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批次、第二批次核定之案件，主

要分佈於朴子溪流域上、中游之基地，為延續水環境計畫之關聯性及延

續性，第三批次提案計畫以朴子溪及八掌溪中、下游至沿海基地為主，

將大河願景計畫推展至上、中、下游全流域之改善，以恢復流域之生態

景觀，發展休閒活動，形塑大河願景。 

 第一批次核定案件 第二批次核定案件 第三批次提案案件 

上

游 

 竹崎親水公園 
 竹崎親水公園 

水環境營造 
 

中

游 

 

 六腳休憩廊道及 

水環境營造 

 朴子溪親水公園 

水環境營造 

 新埤滯洪池水環境營造 

 六腳休憩廊道及水環境營造

(延伸段) 

 嘉義縣大埔鄉污水下水道系統

規劃方案評估計畫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

計畫 

 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

計畫 

 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 

下

游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東石漁人碼頭有文化觀光局長期投入經營，但漁港區及魚市場

環境尚需改善，缺乏全區整體性規劃，因此本計畫將透過東石漁港水環

境改善計畫，改善魚市場及漁港整體環境舒適性，與文觀局之改善項目

配合，提升整體環境改善效益。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曾以「布袋

南堤水環境改善」於第二批次提案，委員認同改善理念，建議提升規模

以擴大改善效益，因此此次除布袋南堤外，納入漁港風貌及鹽館溝水質

淨化等項目，並且水質淨化部分已獲環保署補助，極具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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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嘉義沿海水環境改善計畫中兩分項計畫，皆已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及 108 年 3 月 7 日進行跨局處會議，兩計畫皆已完成規劃階段之生

態檢核、民眾參與工作內容，及確定分項工程項目，已於 108 年 3 月

24 日提送五河局，於 108 年 4 月 3 日辦理審查及評分作業。 

六、 各分項案件規劃構想圖 

（一）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藉由水環境營造的發展機會，東石漁港未來應結合魚市販賣與觀

光休閒的生活服務，深化在地漁撈、養殖及加值的生產特色，並且營造

生態教育空間，讓東石漁港滿足生活、生產、生態的永續發展目標。延

續前述發展定位下，將空間規劃設計構想分為「休閒娛樂區」、「服務核

心」、「漁業體驗區」、「船舶停泊區」等四大分區。以服務核心串連魚市

場及漁人碼頭兩大活動節點，規劃建議之觀光動線，並以此作為後續環

境改善重點，如圖 1.6- 3~圖 1.6- 6 所示。 

 

圖 1.6- 3  東石漁港空間發展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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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4  區內道路及排水改善工程—綠化植栽規劃說明圖 

 

圖 1.6- 5  魚市場環境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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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6  停車場美化建置剖面示意圖 

（二）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布袋漁港有小上海之稱，周邊擁有鹽田博物館、廢棄鹽田、鹽管溝

排水等豐富的文化資源。為發揮地方特色，本計畫以「地景重現」、「明

暗主題呼應」、「水質改善」等設計概念，沿著鹽管溝排水至布袋整體水

域環境，適當規劃主題及設計策略。提出「鹽田鹽鐵地景重現」、「小上

海海港營造」、「鹽管溝水質改善」三大主題。並改善排水斷面，生活區

段及海堤景觀環境規劃。構想如圖 1.6- 7~圖 1.6-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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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7  執行構想示意圖 

 

圖 1.6- 8  鹽管溝排水鹽田主題活動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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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9  鹽管溝社區生活區示意圖 

 

圖 1.6- 10 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示意圖 

七、 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第三階段提案計畫皆符合「地方創生」政策，以由下而上之案件推

動，將水環境改善計畫整體願景目標落實於地方，透過民眾參與的方式

推廣水環境政策與教育，藉環境改善的手法推動地方創生的力量，以均

衡區域發展與平衡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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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整體工作計畫 

壹、東石漁港水環境營造 

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 計畫範圍 

東石漁港位於嘉義縣東石鄉，朴子溪出海口北側。於民國 70 年配

合東石海埔地綜合開發計晝，於海埔地西南側開始興建漁港，至民國 75

年漁港部份已完成，並於民國 93 年開始設有魚貨市場。漁港用地新填

築之新生地面積約 18.5 公頃。本區海岸因北有外傘頂洲為屏障，南、

北各有八掌溪及北港溪出海，構成一片廣闊淺灘。附近多數居民利用此

優渥環境從事浮吊式牡蠣養殖及沿海漁業，皆賴動力漁筏，因此東石漁

港大部分以容納動力漁筏為主，於陸上公共設施修建完成後，亦已成為

當地養殖業及沿海漁業之良好避風港、及補給作業漁港，位置如圖 2.1- 

1 所示。 
 

 

圖 2.1- 1  計畫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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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社經環境及重要景點 

東石漁港計畫區位於嘉義縣水環境之濱海區域，漁港特色鮮明，頗

具地方代表性，未來應視其周邊資源條件、腹地及發展潛力，並結合臨

近主要據點，串聯成一條獨特的海域休閒產業與文化觀光軸帶。 

基地周邊相關計畫整理如下: 

1.東石漁港—漁人碼頭功能多元化整體規劃 

為呼應中央主管機關推動之「漁港功能多元化使用」政策，並

帶動當地整體產業升級，嘉義縣政府自民國 91 年起積極辦理東石漁

港開發計畫，提升東石漁港休閒農漁業之發展。並於 92 年進行第一

期建設，於 93 年、95 年續辦理第二、三期工程，目前與布袋漁港

同為嘉義縣著名之觀光休閒漁港。 

2.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觀光發展計畫  

此計畫主要為促進雲嘉南地區均衡發展，在環境保護及永續發

展的前提下，推動地方觀光產業，建立雲嘉南風景特定區整體觀光

空間發展架構。其中，由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辦理之嘉義東石地區自行車道工程，期望透過自行車道建立連接

東石漁港之綠色交通網絡，強化觀光動線，促進來客數成長，如圖

2.1- 2 所示。 

3.東石漁人碼頭—海之夏祭、烏魚季音樂會 

由嘉義縣文化觀光局主辦，為南台灣夏季最盛大的海洋音樂活

動。透過音樂表演吸引遊客到此的同時，推銷東石當地農漁產品及

生態觀光體驗。 

4.台灣好行—鹽鄉濱海線 

此路線從嘉義市先期交通轉運中心出發，沿途停靠嘉義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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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故宮南院、東石漁人碼頭、高跟鞋教堂、好美里 3D 彩繪村、

北門遊客中心，形成一日觀光遊程，東石漁港車站現況如圖 2.1- 3

所示。 

5.朴子溪自行車道 

朴子溪自行車道東起蒜頭糖廠蔗埕文化園區，西至東石漁人碼

頭，途中串連多個朴子市、六腳鄉及東石鄉的觀光景點，形成一觀

光旅遊路線。 

6. 105 年度東石漁港漁人碼頭路燈增設及路面改善工程 

為解決東石漁港漁人碼頭路面破損及照度不足，影響漁民作業

安全，辦理此計畫增加路燈設施並進行路面改善，如圖 2.1- 4 所

示。 
 

  

圖 2.1- 2  嘉義東石地區自行車道工程 

  

圖 2.1- 3  台灣好行東石漁港公車站 圖 2.1- 4  東石漁港路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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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現況 

東石漁港交通網絡，主要透過台 82 線（東石嘉義線）銜接國道 1

號，並以台 61 線（西濱快速公路）和西濱公路對外連結。漁港比鄰東

石村，北側鄰近塭港村聚落，如圖 2.1- 5 所示。 

 

 

圖 2.1- 5  東石漁港周邊交通網絡示意圖 

 

東石漁港漁業相關設施完善，包括漁船停泊碼頭作業區、曬網場、

漁具倉庫、製冰廠及魚市場等。然而漁業相關作業區現況老舊，道路硬

體及觀光相關設施缺乏修繕，區內餐飲商店街招商狀況不佳。此外，由

於地層下陷與海平面上升等現象，東石漁港有排水問題，將為後續工程

設施設置的規劃重點，如圖 2.1-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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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6  東石漁港環境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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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質現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海域環境分類及海洋環境品質標準」，將

國內海域環境分為甲、乙、丙三類，其適用性質如表 2.1- 1 所示；另依

據「民國 105 年環境水質監測年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3)，嘉義

海岸區域為曾文溪口向西延伸線至王功漁港向西延伸線間海域範圍，

屬甲類海域，如圖 2.1- 7 所示 

表 2.1- 1  海域環境分類一覽表 

類別 適用性質 

甲類 適用於一級水產用水、二級水產用水、工業用水、游泳與環境保育 

乙類 適用於二級水產用水、工業用水與環境保育 

丙類 適用於環境保育 

資料來源：「民國 105 年環境水質監測年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3)。 

 

圖 2.1- 7  臺灣沿海海域範圍與海域分類示意圖 
資料來源：「民國 105 年環境水質監測年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3)。 

註：海域水體內河川、區域排水出海口或廢水管線排放口， 

出口半徑二公里的範圍內的水體得列為次一級的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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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光資源概況 

東石漁港位於朴子溪出海口北側，具有豐富的生態資源與特有的

養殖產業，漁港內活動包含特色的魚貨拍賣、觀光船遊外傘頂洲體驗活

動、校外教學，及其周邊地區布袋遊艇海釣、鰲鼓濕地生態體驗等活動，

讓遊客透過親身體驗活動的方式，更進一步認識臺灣西岸沿海的海洋

生態與產業發展。此外，嘉義縣政府也於春季和夏季舉辦東石烏魚祭音

樂會和海之夏祭活動，包含音樂表演、休閒遊憩、主題競賽活動，以此

吸引多元的族群參與，帶動東石漁港及周邊地區的觀光發展。當地漁會

也於每年端午節前後，舉行划龍舟、剖蚵比賽，在地團體、漁民、居民

及遊客共襄盛舉，一同體驗划龍舟、剖生蚵活動，如表 2.1- 2、圖 2.1- 

1 所示。 

表 2.1- 2  東石漁港及周邊地區活動表 

性質 活動名稱 內容 

常態性 

魚貨拍賣 

一般遊客能透過有執照者的帶領，參與東石漁港魚貨競標以及近距離參觀魚貨

拍賣現場。現地也提供代客殺魚的服務，進而強化與遊客間的連結，帶動魚市

場商機。 

觀光船 

觀光船體驗活動遊客可搭乘觀光漁筏，沿途觀賞沿海牡蠣養殖場，並有導覽員

解說朴子溪、沙洲生態與嘉義沿海產業發展，並行經外傘頂洲、鰲鼓溼地讓民

眾親身體驗沙洲與沿海生態。 

布袋遊艇海

釣 

遊客乘坐遊艇出海，沿途欣賞沿海美景與蚵田，並由專人解說西岸海洋生態與

產業，同時進行海釣體驗出海釣魚的樂趣。 

鰲鼓溼地 

生態體驗 

海洋生態體驗一日遊活動，透過鰲鼓濕地生態保育解說員的解說，深入認識鰲

鼓濕地的動植物與嘉義沿岸生態與環境，其中包含膠筏捕魚、環保船競速等體

驗活動。 

校外教學 

東石漁港周邊國高中及小學的校外教學活動，會至東石漁港參觀特色的漁貨拍

賣活動，過程中讓學生親身感受漁市場的運作，以及了解魚貨的來源與作業，

過程具有教育及體驗的意義。 

季節性 

海之夏祭 

以歡度海洋、音樂和歡的夏天為主題，於七月周末假日舉辦，推出大型音樂晚

會，邀請不同的歌手、戲劇團體表演，並有主題遊戲區、趣味遊戲比賽、沙雕

體驗、親子野餐等互動活動供民眾參與。 

東石烏魚祭

音樂會 

於四月烏魚盛產的季節，結合獨立創作音樂及在地藝術的活動。透過多樣的活

動吸引遊客來訪，同時帶動周邊商機。  

划龍舟比賽 

每年端午節時，漁會於東石漁港周邊的海域舉行划龍舟比賽，嘉義縣當地的地

方團體、漁民們皆會組隊參與，藉由團體比賽的活動，增進當地居民的情感，

相互交流。 

剖蚵比賽 
每年鮮蚵盛產期，漁會於東石漁港舉辦一年一度的剖蚵比賽，邀請當地居民、

漁民及遊客體驗剖蚵的樂趣，一同品嚐鮮美的生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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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貨拍賣 校外教學-魚貨解說 

  

划龍舟比賽 剖蚵比賽 

圖 2.1- 8  東石漁港相關活動照片(嘉義區漁會提供) 

（五）生態調查概況 

東石漁港周邊溼地生態豐富、環境多樣，西側有東石潟湖及外傘頂

洲，北側有北港溪及鰲鼓溼地，南側為朴子溪河口溼地，如圖 2.1- 9 所

示，說明如下。根據文獻資料調查結果，現地並未發現關注物種，且後

續工程位於漁港內部作業區、魚市場、觀景平台等使用已久設施，將不

影響周邊生態發展。 

1. 東石潟湖及外傘頂洲 

東石海域開放、海水交換尚佳，為貝類重要養殖區。外傘頂沙

洲內側海域，底棲生動物種類約 73 種以上。而此區架設之蚵架提供

紅嘴鷗、黑嘴鷗等鷗科棲息。 

2. 北港溪 

北港溪魚類達 19 科 30 種，其中河口處以彈塗魚及漢氏稜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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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種；出海口甲殼類有 5 科 12 種，包括 4 種蝦類、8 種蟹類；而

出海口底棲類則有 7 科 8 種，其中以藤壺出現的數量最多。 

3. 鰲鼓溼地 

鰲鼓溼地鳥類達 28 科、75 種。含特有亞種 5 種，分別為大卷

尾、白頭翁、金背鳩及褐頭鷦鶯。保育類鳥類共 10 種，一級保育類

有東方白鸛、黑面琵鷺和遊隼；二級保育類有小燕鷗、白琵鷺、東

方澤鵟和黑翅鳶；三級保育類有大杓鷸和紅尾伯勞。 

4. 朴子溪河口溼地 

朴子溪出海口由灘地和紅樹林組成，土壤富含豐富營養物，孕

育多樣溼地動物，其中以海岸無脊椎動物最多，如招潮蟹、彈塗

魚、螺類、腹足類等。此外，根據鳥會調查紀錄，此區共有 179 種

鳥類，其中以紅嘴鷗為大宗，其次是雁鴨科的小水鴨、尖尾鴨、赤

頸鴨、琵嘴鴨等。 

 

圖 2.1- 9  東石漁港周邊生態環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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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可行用地調查 

計畫範圍位於嘉義縣東石鄉頂東石段黎明小段土地，土地權屬除

加油站處為私有地（不納入計畫範圍），其餘皆為公有，土地權屬示意

如圖 2.1- 10 所示。 

 

圖 2.1- 10 東石漁港規劃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 

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1.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本計畫範圍位於漁港區內，包括作業區、魚市場、觀景平台等

設施人為使用已久，文獻資料與現地並未發現關注物種。分項工作

包括環港親水步道堤岸設施工程、既有人行道環境優化工程、景觀

設施改善工程、魚市場環境改善、環港道路排水改善工程、道路排

水改善工程、生態停車場建置等。並經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

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

案。 

2. 環境友善策略 

為打造友善環境，於基地規劃範圍提出整體水環境營造計畫，

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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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要工程項目下進行分項工程，改善東石漁港作業及休閒遊憩環

境，達到環境友善與環境教育之目標。 

（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1. 107.01.24 嘉義縣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先期規劃決標 

2. 107.02.23 提交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 

3. 107.03.22 訪談嘉義區漁會 

4. 107.04.10 民眾座談會，詳附錄八 

5. 108.03.09「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

水環境改善計畫、新埤滯洪池水環境改善計畫」-公民參與工作坊 

6. 108.03.11「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提報作業南區工作坊 

7. 108.04.03 五河局審查，後續將依照水環境第三批次政策規定修正 

  

圖 2.1- 11 訪談嘉義區漁會 

    

圖 2.1- 12 民眾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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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地取得情形 

計畫範圍皆為公有土地，無用地取得問題。 

（四）相關資訊公開方式等項目 

相關資訊規劃願景、方案及辦理進度，將於嘉義縣政府水利處網站

（http://wrb.cyhg.gov.tw）公開。。 

四、 東石漁港整體水環境改善願景 

本計畫擬配合現有漁港建設基礎， 提出營造「風」、「陽光」、「魚」、

「船」等海港空間意象，打造嘉義海岸生態旅遊探索基地。為達成前述

目標，本計畫提出三大規劃構想(圖 2.1- 13): 

1. 「活力海岸」：優化漁產活動特色及環境，營造出主題性明確的空
間及多元的活動。 

2. 「在地創意」：發展東石漁港傳統漁業活動，透過創新概念的加
入，以及產業環境優化，提升當地文化魅力。 

3. 「綠色港灣」：以建構舒適的碼頭步行環境性為目標，強化兼具綠
美化的休閒景觀設施。 

 

圖 2.1- 13 東石漁港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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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石漁港有 23.5 度北回歸線穿越獨特地理條件，依此特色提出

「23.5 微笑紀行，活力東石灣」觀光發展主題。透過水環境營造的契

機，將漁人碼頭及外傘頂洲等觀光資源，結合特色魚市場的在地資源，

提升東石漁港整體環境，亦加值觀光效益(圖 2.1- 14)。 

 

圖 2.1- 14 東石漁港觀光發展主題 

五、 工程概要 

（一）規劃設計構想 

後續規劃設計工程依據整體構想，並視環境發展現況，提出相對應

之項目以達成計畫目標。將結合排水改善、步道改善與沿岸的水環境營

造、以及東石拍賣魚市場優化等工程，串連社區至漁人碼頭的海港遊憩

空間，打造生態、產業、觀光體驗共存共享的觀光遊憩景點，東石漁港

環境營造構想詳圖 2.1- 15。分項工程位置說明詳圖 2.1- 16，內容包括

環港道路改善工程、區內道路及排水改善工程、地景公園改善工程、魚

市場環境改善、停車場綠美化建置、中央景觀台改善工程、商店街前鋪

面改善工程、親子戲水區防水改善工程等八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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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15 東石漁港環境營造構想圖 

 

圖 2.1- 16 分項工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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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港道路改善工程 

漁港結合休閒遊憩用途，親水性設施導入漁港建設中，乃是必

要的條件。建構環港親水步道及設施的優化，延續既有親水步道鋪

面設計，加入植栽綠美化，加強港區內動線之引導性；採用海岸地

區適用之耐壓材質，降低後續維護管理成本。此外，為改善地層持

續下陷而造成之排水問題，將以不透水織布、填土及打樁等策略，

避免水漫流，導致柏油路面損壞，影響車行及人行之安全。並於不

同條件之路段，採用適合之改善策略。提升東石漁港休閒遊憩之安

全性。(圖 2.1- 17 至圖 2.1- 18) 

 

圖 2.1- 17 環港道路改善工程位置示意圖 

 

圖 2.1- 18 環港道路改善工程排水改善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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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19 環港道路改善工程(東碼頭段)願景示意圖 

 

圖 2.1- 20 環港道路改善工程(北碼頭)願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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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內道路及排水改善工程 

針對港區內道路及人行遊憩景觀美化及再造，以綠化植栽規

劃、排水改善等構想，打造友善的人行與車行空間，並且打造一致

性的空間視覺體驗，營造東石漁港地景環境的自明性(圖 2.1- 19 至

圖 2.1- 23)。排水改善策略說明如下： 

(1) 調整道路高程 

目前現況道路高程因地層下陷影響，其路面已低於鄰近坵塊地

表高程，使得地表逕流易積淹於路面上，將檢視道路高程，局部低

點配合鄰近道路及地勢修順抬高，以改善道路積水問題。 

(2) 舊有排水系統改善 

現況舊有邊溝以及排水箱涵老舊且有異物淤積，將配合道路線

型調整與抬高後予以打除重作，以利收集地表逕流，降低道路積水

機會。 

(3) 減緩坵塊逕流量 

降雨時，由於坵塊地勢較路面高，其逕流量易流入道路面而造

成積水問題，為減緩其逕流量影響，於尚未開發的坵塊，設置帶狀

草溝，並藉由適當的引導，以延遲逕流時間，達到洪峰消減目的，

以降低短時間大面積積水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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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21 區內道路及排水改善工程位置示意圖 

 

圖 2.1- 22 區內道路及排水改善工程—排水改善剖面示意圖 

 

圖 2.1- 23 區內道路及排水改善工程願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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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景公園改善工程 

於拍賣魚市場旁及整網場後閒置綠地空間，設置入口綠化景

觀，提供遊客遊玩停留空間；塑造地景公園，透過整地、改善原生

硬的道路空間、種植植栽，塑造舒適宜人的步行動線，傳達歡迎蒞

臨的到港意象 (圖 2.1- 24 至圖 2.1- 26)。 

 

圖 2.1- 24 地景公園改善工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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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25 地景公園改善工程(彩霞大道入口)願景示意圖 

 

圖 2.1- 26 地景公園改善工程(黎明七路)願景示意圖 

 



 - 36 - 

 

4. 魚市場環境改善 

為提升魚市場衛生安全，落實魚貨不落地政策，魚市場需配合

衛生需求調整室內空間設計，以及建置相關清潔及環保設施。重點

在於分區、區隔、清潔計畫、檢查與記錄，包含販售環境乾淨整

潔、魚產貨物不落地，並將使用空間規劃為拍賣區、卸貨區、理貨

區、過磅區等區域，有效維持舒適的魚貨拍賣環境(圖 2.1- 27)。以魚

市場應具備之五大管理原則，詳細說明東石漁港改善建議如表 2.1- 3

所示。 

並且為配合魚市場作業，採雨、污水分離概念，設置雙排水溝

污水截流溝。於魚市場東南側既有沉水泵陰井設集污區，以利魚貨

等污染物集中，易於清理；並使用金屬網格板攔阻污染物集中於集

污區；處理後污水，可通透金屬網格板，一併與雨水，藉由沉水泵

抽除；金屬網格板採活動式，易於清理。 

 

圖 2.1- 27 魚市場環境改善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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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3 東石漁港魚市場環境改善原則與建議 

五大管理原則 改善建議內容 

物流管理 

改善最直接接觸到魚貨之器材，達到魚貨不落地，並進行鋪面改善。以台東富岡

漁港為例，以魚籃、不鏽鋼平台及移動式塑膠板堆放魚貨，有效隔離地面汙染，且

方便民眾挑選。 

水流管理 
確保魚貨引用乾淨水源，並妥善處理清洗魚貨、器具的廢水。以高雄蚵仔寮漁市

場為例，設置統一排水口，進行廢水管理。 

氣流管理 保持通風，設置排氣設施；並在魚市交易活動結束後，立即清潔。 

人流管理 
嚴格要求從業人員維持清潔且消毒，並提供教育訓練提升人員衛生管理知識，提

升魚市品質。 

車流管理 禁止車輛入場，並於周邊適時增設圍籬，加強人員管理。 

5. 停車場綠美化建置 

於公共停車場用地建置綠美化停車場，結合濱海綠化植物，增

加綠蔭覆蓋。並利用當地養蚵資源，將蚵殼磨粉加入土壤降低土地

酸度，同時可做為肥料使用，實現循環經濟效益。將停車功能使用

與綠化空間緊密結合，達成交通、生態與景觀融合一體的目標(圖

2.1- 28)。 

 

圖 2.1- 28 停車場美化建置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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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央景觀台改善工程 

景觀台主要為漁民作業空間，也是漁港龍舟競賽會場。然而設

施現況老舊且破損，有遊客安全之疑慮。將配合漁民作業需求，使

用耐壓之鋪面材質；透過鋪面改善，融入在地文化地景，引導訪客

遊覽動線；並增加安全警示線的繪製，提升遊憩的安全性(圖 2.1- 

29、圖 2.1- 30)。 

 

 

 

 

 

 

 

 

 

 

 

 

 
 

圖 2.1- 29 中央景觀台改善工程位置示意圖 

 

圖 2.1- 30 中央景觀台改善工程願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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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店街前鋪面改善工程 

此路段步行品質不佳，影響觀光人潮進入遊覽的意願。將透過

鋪面重新鋪設，並加強排水，藉此活絡商店街發展，帶動漁港商業

活動(圖 2.1- 31、圖 2.1- 32)。 

 

圖 2.1- 31 商店街前鋪面改善工程示意圖 

 

圖 2.1- 32 商店街前鋪面改善工程願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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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親子戲水區改善工程 

鯨魚池位於東石夏季限定活動海之夏祭重要節點，然而現況設

施老舊缺乏修繕。判斷水池結構滲漏原因，選擇合適防水施工工

法，如伸縮縫補強、池底防水層鋪設，加強鯨魚池防水功能。提升

觀光品質，塑造舒適安全的遊憩空間 (圖 2.1- 33、圖 2.1- 34)。 

 

圖 2.1- 33 親子戲水區改善工程示意圖 

 

圖 2.1- 34 親子戲水區改善工程願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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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工程項目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之主要項目如下，各項工程明

細說明如表 2.1- 4： 

1. 環港道路改善工程 

(1) 塑鋼板樁 (深 3 米，增加工程費用帽梁) 

(2) 路面墊高 (路寬 15~20 米（含購土）與碼頭道路等高) 

(3) 鋪面改善 (既有堤頂道路 4 米以水泥壓花鋪面為主) 

(4) 人行道側植栽槽 (2 米寬植栽槽種植草本植物) 

2. 區內道路及排水改善工程 

(1) 刨除既有鋪面 (破損鋪面拆除、雜物清理) 

(2) 人行道鋪面改善工程 (2 米人行道，高壓磚) 

(3) 人行道綠美化 (新植草本植栽、部分灌木)  

(4) 箱涵式側溝 

(5) 排水溝 

(6) 機械拆除(既有水溝)及運棄 

(7) 道路鋪面改善 (道路重新舖設) 

3. 地景公園改善工程 

(1) 整地工程 (內部挖填平衡、細整地) 

(2) 景觀鋪面工程 (洗露骨材鋪面) 

(3) 景觀植栽工程 (濱海地被植栽) 

(4) 景觀休憩設施 (石製座椅) 

4. 魚市場環境改善 

(1) 魚市場排水改善工程 (排水管路工程、集中廢棄物收受管道、污

水截流) 

(2) 產銷環境改善工程 (防鳥網、鋪面改善、魚貨處理區) 

(3) 廁所設施 (便蹲*4、小便池*2、洗手台*1、化糞池) 

(4) 消毒清潔相關設施設備 

(5) 魚貨不落地販售設施 (添購魚籃、高壓清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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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停車場綠美化建置 

(1) 停車場及車道工程 (含拆除、鋪面、標線標誌) 

(2) 植栽槽綠化工程 (植栽槽寬 2 米、RC 基礎、覆土、草本植栽) 

(3) 太陽能棚架 

6. 中央景觀台改善工程 

(1) 刨除既有鋪面 

(2) 鋪面改善工程 (水泥壓花) 

(3) 地景設施補強 (防鏽鋼材（鍍鋅、不鏽鋼）、人工地平、牆面粉刷) 

7. 商店街前鋪面改善工程 

(1) 刨除既有鋪面 (既有石材鋪面刨除) 

(2) 道路鋪面改善工程-車道 (水泥壓花) 

(3) 道路鋪面改善工程-人行道 (石材鋪面再利用) 

(4) 植栽槽綠化工程 

(5) 塑鋼板樁 (3 米深) 

(6) 排水溝 

8.親子戲水區防水改善工程 

(1) 工作縫補強 (清理、填縫劑) 

(2) 內面防水處理 (聚脲材料鋪設，含底面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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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4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 

總項次 分項工程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發包工程費        

一 環港道路改善工程      19,744,000   

1 塑鋼板樁 m2 1,200  4,000  14,400,000  

2 路面墊高 m3 4,800  280  1,344,000  

3 鋪面改善 m2 1,600  1,500  2,400,000  

4 人行道側植栽槽 m 800  2,000  1,600,000  

二 區內道路及排水改善工程      41,018,000   

1 刨除既有鋪面 m2 7,800  100  780,000  

2 人行道鋪面改善工程 m2 1,560  1,500  2,340,000  

3 人行道綠美化 m2 780  2,000  1,560,000  

4 箱涵式側溝 m 650  19,000  12,350,000  

5 排水溝 m 1,560  7,300  11,388,000  

6 機械拆除(既有水溝)及運棄 式 1  900,000  900,000  

7 道路鋪面改善 m2 7,800  1,500  11,700,000  

三 地景公園改善工程      6,380,000   

1 整地工程 m2 10,000  200  2,000,000  

2 景觀鋪面工程 m2 2,000  1,500  3,000,000  

3 景觀植栽工程 m2 8,000  150  1,200,000  

4 景觀休憩設施 座 15  12,000  180,000  

四 魚市場環境改善      3,670,000   

1 魚市場排水改善工程 式 1  1,000,000  1,000,000  

2 產銷環境改善工程 式 1  1,000,000  1,000,000  

3 廁所設施 座 1  970,000  970,000  

4 消毒清潔相關設施設備 式 1  500,000  500,000  

5 魚貨不落地販售設施 式 1  200,000  200,000  

五 停車場綠美化建置     19,600,000   

1 停車場及車道工程 m2 7,000  2,000  14,000,000  

2 植栽槽綠化工程 m2 2,000  2,000  4,000,000  

3 太陽能棚架 m2 200  8,000  1,600,000  

六 中央景觀台改善工程      11,257,600  

1 刨除既有鋪面 m2 6,411  100  641,100  

2 鋪面改善工程 m2 6,411  1,500  9,616,500  

3 地景設施補強 式 1  1,000,000  1,000,000  

七 商店街前鋪面改善工程    20,046,000   

1 刨除既有鋪面 m2 3,900  100  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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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次 分項工程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2 道路鋪面改善工程（車道） m2 2,600  1,500  3,900,000  

3 
道路鋪面改善工程（人行

道） 
m2 780  2,000  1,560,000  

4 植栽槽綠化工程 m2 520  2,000  1,040,000  

5 塑鋼板樁 m2 780  4,000  9,360,000  

6 排水溝 m 520  7,300  3,796,000  

八 親子戲水區防水改善工程    9,573,000   

1 工作縫補強 m 300  2,400  720,000  

2 內面防水處理 m2 5,902  1,500  8,853,000  

九 其他及雜項工程 式 1    13,128,860  

十 設計監造費 式 1   15,163,833  

總計 159,58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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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計畫範圍 

布袋港位於朴子溪流域下游，水環境改善規劃原則包括：藍、

綠帶水岸及綠帶空間規劃，引入低衝擊開發構想，導入適當親水遊

憩活動；並針對既有服務設施功能予以加強，提升整體水環境美質

與休憩品質。規劃範圍區位，整理如圖 2.2- 1 所示。 

研究範圍布袋港以西至海埔新生地，以北至布袋第三漁港，以

及周邊聚落，計畫範圍以上海路、鹽館溝、布袋南堤為主，如圖

2.2- 2 所示。 

 

圖 2.2- 1  計畫範圍區位圖（1/25000 經建版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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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2  布袋水環境改善計畫範圍（1/5000 航空照片圖） 

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社經環境及相關計畫 

計畫區位於嘉義縣布袋鎮，因土壤含鹽份高，秋冬季節風強

勁，農業生產環境較差，以鹽田及魚塭占大部分，農業以水稻及雜

糧為主。 

本計畫位於布袋都市計畫內(圖 2.2- 3)，本計畫區範圍內多為

住宅區，而主要道路兩側則以商業區為主。 

 

圖 2.2- 3  布袋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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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周邊相關計畫整理如下: 

1. 國內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110 年) 

布袋港為臺灣本島唯一之國內商港，區位具有發展離島航運之

優勢。此計畫為布袋港規劃三項發展定位:環島及離島航運之作業

港、兩岸直航開放港口、兼具觀光及親水性港口，充分利用地理優

勢及在地產業資源，提升港埠營運量及附加價值。 

2.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  

計畫為改善雲嘉南濱海地區發展弱勢現況，如生活及旅遊服務

機能缺乏、地理區位邊陲、舊有產業弱化、在地資源貧瘠等問題，

以「白色雲嘉南」為發展目標，塑造優質旅遊的風景區。布袋漁港

的部分進行遊客服務設施暨景觀改善工程，透過環境塑造，期望能

促進遊客來訪人次上升。 

3. 台灣好行—鹽鄉濱海線 

此路線從嘉義市先期交通轉運中心出發，沿途停靠嘉義高鐵

站、故宮南院、東石漁人碼頭、高跟鞋教堂、好美里 3D 彩繪村、北

門遊客中心，形成一日觀光遊程。 

（二）環境現況 

布袋港周邊堤岸設施缺乏維護管理，街道設施老舊及髒亂。布袋南

堤位於布袋海埔新生地，包括漁市、海風長堤、遊艇碼頭等，現況如圖

2.2-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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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4  布袋港周邊環境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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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港交通網絡，主要透過台 61 線(西濱快速公路)以及台 17 線

(西部濱海公路)、172 縣道等道路對外聯接。如圖 2.2- 5 所示。 

 

圖 2.2- 5  布袋港周邊交通網絡示意圖 

（三）鹽管溝排水體系 

鹽管溝排水位於布袋出海口為地層下陷區，因低地排水不易，於鹽

管溝防潮閘門關閉時，需將分洪閘門開啟使幹線洪水導入滯洪池以達

分洪效果，並透過鹽管溝抽水站調節滯洪池所蓄之洪水。 

 

圖 2.2- 6  布袋港周邊排水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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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質現況 

1. 水質污染評估分析 

河川污染程度指數（River Pollution Index，RPI）是目前國內環

保署公告水體污染程度及大部分之規劃報告經常應用之水質指數，

屬於水質指數中的特殊用途指數，用以判斷河川之污染程度指數。

由生化需氧量、溶氧量、氨氮及懸浮固體等 4 項理化水質參數組

成，用以根據其數值來對污染程度加以分類，計算方式如下： 





4

1

Si
4

1

i

RPI

 

公式中，Si為水質參數污染點數值，i為水質項目，RPI為河川污

染程度指數，介於 1～10 間，水質項目及點數級分如表 2.2- 1 所示。 

表 2.2- 1  河川污染程度指數 

水質/項目 末（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量（DO） mg/L 6.5 以上 4.6～6.5 2.0～4.5 2.0 以下 

生化需氧量（BOD5） mg/L 3.0 以下 3.0～4.9 5.0～15 15 以上 

懸浮固體（SS） mg/L 20 以下 20～49 50～100 100 以上 

氨氮（NH3-N） mg/L 0.50 以下 0.50～0.99 1.0～3.0 3.0 以上 

點數 1 3 6 10 

污染指標積分值 2.0 以下 2.0～3.0 3.1～6.0 6.0 以上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水質調查 

鹽管溝排水水質調查位置如圖 2.2- 7 所示，水質調查成果整理

如表 2.2-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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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7  鹽管溝排水水質調查位置示意圖 

表 2.2- 2  鹽管溝排水之水質調查成果表 

採樣位置 

溶氧量

（DO） 

生化需氧量

（BOD5） 

懸浮固體

（SS） 

氨氮（NH3-

N） 
河川污染程度指數

(RPI) 
mg/L mg/L mg/L mg/L 

①內田抽水站 7.0 19.3 53.2 2.61 5.75 中度污染 

②布袋大賣場後 

(主線) 
2.0 24.1 20.4 7.62 

8.25 嚴重污染 

③布袋大賣場後 

(支線) 
5.9 20.6 28.4 6.60 

6.5 嚴重污染 

④布袋橋 3.0 17.9 32.8 6.07 7.25 嚴重污染 

⑤兒童公園前 -(註) 15.5 18.4 1.35   

⑥上海路 229 號

前 
8.8 5.0 8.9 0.61 

2.00 末(稍)污染 

⑦防潮閘門 3.0 <2.0 9.4 0.21 2.25 輕度污染 

資料來源：107.4.23 實地採樣成果。 

註：檢驗值異常，故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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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觀光資源概況 

布袋漁港位於八掌溪出海口北側，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又因發展

較早，當地人文資源也十分多樣。周邊觀光資源包括好美寮自然保育區、

布袋溼地公園及高跟鞋教堂、布袋觀光魚市、台鹽驛站及嘉應廟等，詳

表 2.2- 3。 

表 2.2- 3  布袋港周邊觀光資源概況 

性質 觀光資源 內容 

自然 好美寮自然保

育區 

行政院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好美寮自然保護區計畫」。

好美寮又稱「虎尾寮」，起因為臺灣西南沿海積沙作用十分旺盛，將沙洲

塑成各式不同的形態，遠觀有如猛虎俯臥，鄰近的魍港太聖宮的「魍港媽

祖」為明末雕刻。行政院 76 年 1 月 23 日台 76 內字第 1616 號函核定實施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北海岸、北門、尖山、九棚、好美

寮)」，劃設「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布袋濕地公園 行政院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彰雲嘉沿海保護區計畫」之

一般保護區。濕地緊鄰好美寮濕地東側，東至省道台 17，西以西濱快速

道路台 61 為界；北自布袋村南的潮溝起，南至龍宮溪止的舊鹽田，包括

六區及七區鹽場。 

布袋鹽山 清乾隆時所開闢的鹽田，開啟布袋曬鹽業的基礎。隨著機械化曬鹽所及進

口的普遍，布袋鹽田現在已無生產鹽業。然而留存下來獨特的鹽業景觀，

成為了優良的觀光資源。 

人文 高跟鞋教堂 105 年興建完成的高跟鞋教堂，高度約 17m，寬度約 11m，外表共約 320

餘片玻璃組成，造型相當亮麗美觀，每逢假日吸引眾多遊客來訪。 

布袋觀光魚市 布袋觀光魚市是布袋鎮主要漁獲及散地，其中最有名的為當地特有的深海

養殖蚵仔。每逢假日市場內遊客絡繹不絕。 

台鹽驛站 布袋生技三廠成立的「台鹽布袋驛站」，為活化閒置空間而成立。站內設

有遊樂區、餐飲區、照片展示區及單車出租，提供休閒遊憩功能。 

嘉應廟 布袋新塭嘉應廟為早期先民渡海來台，尋求心靈精神寄託所建造。每年農

曆三月廿七日有「迎客王、沖水路」獨特的宗教民俗活動，全台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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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態調查概況 

布袋港南側緊鄰好美寮溼地及布袋鹽田濕地(圖 2.2- 8)，孕育豐富

的物種，為重要的生態棲地。本計畫位置為人為使用已久之已開發港區，

未包含溼地範圍，將不影響溼地生態；若後續鄰近溼地之工程方案，也

將以縮小、減輕工程規模方式，不干擾生態環境為原則，進行港區內各

項環境營造作業。根據環境生物監測與調查研究顯示，好美寮溼地及布

袋鹽田濕地可能出現之生態物種說明如下。 

1. 魚類：魚類約有 19 科 23 種，其中以慈鯛科的吳郭魚數量最多。 

2. 鳥類：鳥類約有 51 種，數量較多的科種為鷸科及鴴科。其中保育

類物種共有 7 種，包含保育類Ⅰ級（瀕臨絕種）黑面琵鷺、白琵

鷺；Ⅱ級（珍貴稀有）魚鷹、紅隼、黑嘴鷗、小燕鷗，以及Ⅲ級

（其他應予保育）紅尾伯勞等。 

3. 植物：多為鹽田及潮溝邊常見的耐鹽植物，鮮少喬木。以多年生禾

本科、莎草科和菊科等植物為主，如鹽地鼠尾粟、海馬齒、裸花鹼

蓬、海雀稗等海濱植物，分佈於鹽田、溝渠旁。 

 

圖 2.2- 8  好美寮溼地、布袋鹽田濕地及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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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可行用地調查 

計畫範圍位於嘉義縣布袋鎮見龍段、復興段、新生段、龍江段、九

江段土地，權屬部分為公有土地，零星部分為私有土地，後續將會避開

私有土地於公有地範圍進行規劃設計。土地權屬示意圖詳圖 2.2- 9，用

地調查情形詳表 2.2- 4。 

 

圖 2.2- 9  布袋港周邊土地權屬示意圖 

表 2.2- 4  布袋港周邊用地調查情形 

地段 地號 權屬 地段 地號 權屬 地段 地號 權屬 

見龍段 1185 公有 龍江段 867-1 公有 龍江段 910 公有 

見龍段 1186 公有 龍江段 868-1 公有 龍江段 911 公有 

見龍段 1187 公有 龍江段 869-1 公有 龍江段 911-1 公有 

見龍段 1187-1 公有 龍江段 869-2 公有 龍江段 912-1 公有 

見龍段 1188 公有 龍江段 871 公有 龍江段 912-2 公有 

見龍段 1189 公有 龍江段 871-1 公有 龍江段 916-1 公有 

見龍段 1190 公有 龍江段 871-2 公有 龍江段 916-2 公有 

見龍段 1191 公有 龍江段 872 私有 龍江段 917 公有 

見龍段 1192 公有 龍江段 872-1 私有 龍江段 917-1 公有 

見龍段 1193 公有 龍江段 890-2 公有 龍江段 917-2 公有 

見龍段 1194 公有 龍江段 890-4 私有 龍江段 918-1 公有 

見龍段 1195 公有 龍江段 890-5 私有 龍江段 918-2 公有 

見龍段 1196 公有 龍江段 890-6 私有 龍江段 919-1 公有 

見龍段 1197 公有 龍江段 890-9 公有 龍江段 920 公有 

見龍段 1198 公有 龍江段 890-10 公有 龍江段 921 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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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龍段 1199 公有 龍江段 890-14 公有 龍江段 922 公有 

見龍段 1200 公有 龍江段 892 公有 龍江段 923 公有 

見龍段 1201 公有 龍江段 892-1 私有 龍江段 924-1 公有 

見龍段 1202 公有 龍江段 892-2 公有 龍江段 924-2 公有 

見龍段 1203 公有 龍江段 892-3 私有 龍江段 925-3 公有 

見龍段 1204 公有 龍江段 892-4 私有 龍江段 925-4 公有 

見龍段 1205 公有 龍江段 892-5 私有 龍江段 925-5 公有 

見龍段 1206 公有 龍江段 893 公有 龍江段 925-6 公有 

見龍段 1206-1 公有 龍江段 894 公有 龍江段 925-13 公有 

見龍段 1206-2 公有 龍江段 894-1 公有 龍江段 925-14 公有 

見龍段 1207 公有 龍江段 894-2 公有 龍江段 925-16 公有 

見龍段 1207-1 私有 龍江段 895 公有 龍江段 925-17 公有 

見龍段 1207-2 公有 龍江段 895-1 公有 龍江段 925-18 公有 

見龍段 1207-3 公有 龍江段 896 公有 龍江段 925-19 公有 

見龍段 1208 公有 龍江段 896-1 公有 龍江段 926 公有 

見龍段 1223 公有 龍江段 896-2 公有 龍江段 926-2 公有 

見龍段 1224 公有 龍江段 896-4 公有 龍江段 931 私有 

見龍段 1224-1 公有 龍江段 898 公有 龍江段 932 公有 

見龍段 1225 公有 龍江段 899 公有 龍江段 933 公有 

見龍段 1229 公有 龍江段 899-1 公有 龍江段 933-1 公有 

見龍段 1254 公有 龍江段 899-2 公有 龍江段 933-2 公有 

復興段 543 公有 龍江段 900 公有 九江段 1 公有 

復興段 577 公有 龍江段 900-1 公有 九江段 2 公有 

復興段 578 公有 龍江段 900-2 公有 九江段 3 公有 

復興段 580 公有 龍江段 901-1 公有 九江段 4 公有 

復興段 581 公有 龍江段 901-3 公有 九江段 5 公有 

復興段 582 公有 龍江段 901-4 公有 九江段 6 公有 

復興段 583 公有 龍江段 901-5 公有 九江段 7 公有 

復興段 584 公有 龍江段 902 公有 九江段 8 公有 

復興段 675 公有 龍江段 903 公有 九江段 9 公有 

復興段 757 公有 龍江段 905 私有 九江段 10 公有 

復興段 875 公有 龍江段 905-1 公有 九江段 11 公有 

新生段 12 公有 龍江段 905-2 私有 九江段 12 公有 

新生段 13 公有 龍江段 905-3 私有 九江段 13 公有 

新生段 13-1 公有 龍江段 906 公有 九江段 14 公有 

新生段 13-2 公有 龍江段 907 公有 九江段 15 公有 

新生段 13-3 公有 龍江段 908 公有 九江段 16 公有 

新生段 113 公有 龍江段 909 公有 九江段 528 公有 

新生段 114 公有 龍江段 909-1 公有 九江段 529 公有 

   龍江段 909-2 公有 九江段 530 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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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1.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計畫提案階段參考國家重要溼地保育計畫調查研究，並諮詢生

態專家學者意見，掌握生態環境現況。若有需求後續將邀集相關團

體及在地居民辦理工作坊，彙整各方專業建議，將其納入規劃設計

考量，完善計畫方案。 

2. 環境友善策略 

為打造親水水景景觀，於基地規劃範圍提出整體水環境營造計

畫，於主要工程項目下進行分項工程，包括鹽管溝排水鹽田主題活

動區、鹽管溝排水生態鹽田鹽鐵地景區、鹽管溝排水社區生活區、

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布袋南堤環境營造、漁港景觀風貌改善策

略、鹽管溝排水水質改善等。工址選擇既有人為活動區為主，採用

減量設計及生態工法等手法；避免干擾現有生物棲地，並強化其生

態營造，改善嘉義縣沿海整體親水環境，達到環境友善與環境教育

之目標。 

（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1. 107.04.18 跨局處會議 

2. 107.07.26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改善計畫說明會，詳附錄九 

3. 108.03.09「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

水環境改善計畫、新埤滯洪池水環境改善計畫」-公民參與工作坊 

4. 108.03.11「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提報作業南區工作坊 

5. 後續將依照政策規定，辦理府內審查及修正後提送水利署第五河川

局審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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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地取得情形 

布袋港水環境改善計畫，計畫範圍部分為公有土地，零星為私有土

地，後續將會避開私有土地進行規劃設計。 

（四）相關資訊公開方式等項目 

本團隊將與在地社區大學合作辦理水環境教育工作坊，將水環境

改善成果宣導以教育活動方式納入社區大學現有活動與志工訓練之中，

透過公民參與的方式，讓在地居民認識當地水環境歷史人文、生態及相

關議題。相關資訊包括規劃願景、方案及辦理進度，也一併將於嘉義縣

政府水利處網站（http://wrb.cyhg.gov.tw）公開。  



 - 58 - 

 

四、 布袋港整體水環境改善願景 

藉由水環境營造的發展機會，布袋漁港應結合自身擁有的產業活

動資源，深化在地特色；並發揮區位優勢，串連周邊多樣的自然、人文

空間，營造舒適宜人的遊憩空間，同時強化觀光吸引力。 

延續前述概念，本計畫依據目前各部會已投入資源，統整七大各區，

分別為「商港娛樂區」、「漁筏停泊區」、「水質淨化區」、「活動水域區」、

「鹽業文化區」、「地方文史區」、「溼地生態區」，並以上海路為主要軸

線，串聯各分區及布袋南堤，完善整體動線規劃(圖 2.2- 10)。本計畫規

劃之工程項目主要位於水質淨化區、商港娛樂區及活動水域區。 

 

圖 2.2- 10 布袋漁港空間發展構想圖 

五、 工程概要 

(ㄧ) 規劃設計構想 

本計畫提出「鹽田鹽鐵地景重現」、「小上海海港營造」、「鹽管溝水

質改善」三大主題，詳細論述如下： 

1. 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鹽田鹽鐵地景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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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合早期鹽田產業文化資源留下的遺跡，重現鹽田與鹽鐵地

景，作為設計主題發想及景觀空間營造策略。配合既有鹽山與台鹽

生技布鹽門市的區位，沿著鹽管溝排水水岸與廢棄鹽田空間，藉由

鹽管溝排水堤岸改善、曬鹽體驗活動營造、鹽鐵路徑地景設計、舊

時鐵路路徑串聯等空間設計，嘗試回復布袋漁港的舊城風貌。主要

工程項目包括鹽管溝排水鹽田主題活動區、鹽管溝排水鹽田鹽鐵地

景區、鹽管溝排水社區生活區。 

2. 串連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小上海海港營造 

漁港的長風左岸海堤是觀光發展新地區，右岸是布袋生活生產

的舊城。以「明暗主題」凸顯新舊空間對比，漁港第一、第二港口

作為新舊轉折空間，左岸海風長堤為鮮明熱鬧小上海意象、右岸則

營造精緻典雅的日常休憩空間。發揮布新橋、海風長堤的夜景特

色，在右岸海堤規劃夜景拍攝點及打卡點。提出布袋右岸海堤景觀

營造、布袋南堤環境營造、漁港景觀風貌改善策略等策略。 

3. 改善水質汙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生態環境─鹽管溝

水質改善 

為改善鹽管溝排水受到菜脯加工廢水汙染，將透過源頭處理、

布袋鎮菜脯廢液處理場、生態淨化池、曝曬結晶等方式，以生物處

理系統建置、人工溼地，改善水質現況，塑造宜人親水的水岸空

間，提升當地生活環境品質。 

（二）分項工程說明 

1. 鹽管溝排水鹽田主題活動區 

為營造鹽田早期時代的地景風貌，將鹽管溝排水原本生硬的堤

岸，透過生態工法重新連結水與鹽田的水資源空間關係。並運用廢

棄鹽田規劃生態體驗區，豐富在地活動體驗，呼應鹽山的空間意

象。以其為核心，回復周邊鹽鐵鐵軌意象營造地景，強化觀光與在

地文化的結合。(圖 2.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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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鹽管溝河堤改善工程：拆單邊側牆採複式斷面，以不改變堤岸高

度為原則，營造水生植物帶，並利用生態工法，以砌石塊處理邊

坡，及種植能淨化水質之水生植物。 

(2) 鹽田濕地體驗區：營造淺水、中水、深水多元水位的環境條件，

豐富水域植栽環境，並規劃鹽田體驗區水系統及生態池水系統二

種水循環系統，穩定體驗區水環境生態景觀。 

(3) 鹽鐵地景意象營造：藉由鹽鐵意象的景觀設計手法，重新串連鹽

山及台鹽產鹽的空間關係。 

(4) 鹽田體驗路徑：整理堤岸親水界面，透過邊坡綠化及增設堤岸步

道設計等方式，讓人與水的關係更加緊密。 

 

 

圖 2.2- 11 鹽管溝排水鹽田主題活動區 

 

圖 2.2- 12 鹽管溝排水鹽田水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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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鹽管溝排水鹽田鹽鐵地景區 

現況鹽田鐵軌路線依舊清楚的交織在廢棄田鹽中，藉由古地圖

的資訊比對，將鹽鐵路徑轉化成體驗路徑，並將舊時鹽鐵工作站作

為教育解說的服務站點，重現鹽鐵與產業工作的空間，深化鹽田觀

光及教育的獨特主題性，空間願景詳圖 2.2- 13。 

(1) 活動入口廣場：對接布袋右岸海堤景觀及海港觀光活動，規劃軸

線性入口廣場，以鹽田鹽鐵的地景為視覺端點，並透過鋪面設計

紀錄鹽田產業的興盛、沒落至生態地景的環境教育空間。 

(2) 鹽鐵路徑網絡：將舊時鹽鐵路徑基礎做為環境體驗的路徑軸線，

營造穿越鹽田地景的體驗步道。 

(3) 鹽田教育活動廣場：指認早期鹽鐵鐵軌交會的工作區，保留建築

遺址的空間及鹽田原地貌，做為環境教育的空間機能。 

 

 

圖 2.2- 13 鹽管溝排水鹽田鹽鐵地景區空間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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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鹽管溝社區生活區 

海與鹽的布袋鹽田，反映著當地生活、生產、生態的關係網

絡。為讓人體驗早期社區與水的共存關係，將於鹽管溝排水水岸，

透過步行空間設計、休憩節點空間規劃、矮牆型式改變等策略，強

化社區與鹽管溝排水的互動模式。另一方面，也營造出舒適的步行

空間，成為鹽田銜接漁港的路徑。其中工程以耐用為考量，選用磨

石子及水泥壓花等方式，減少後續維護管理成本。 

4. 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 

活動水域區左岸海風長堤為人潮聚集區，而區域右堤岸現況髒

亂、雜物堆積，缺乏親水設計。為促進整區活動發展，串連東西兩

側景觀，將透過增設堤上步道及既有步道改善等方式，提升在地休

閒遊憩功能。整理髒亂的堤岸空間，於堤上增設人行步道，跨越堤

岸的阻隔，更能欣賞漁港風光。 

(1) 右岸長堤步道環境優化：改善既有堤岸邊矮牆，並利用鋪面塑造

沿岸步道。工程以耐用為考量，選用磨石子及水泥壓花等材質，

減少後續維護管理成本。 

(2) 碼頭廣場地景營造：營造舒適的堤岸眺望景點，以布新橋及右岸

燈光圍視覺焦點，規劃活動及拍照節點，並加入綠植栽及休憩座

椅的元素，塑造舒適宜人的休憩空間，夜晚以崁燈設計創造引導

效果，整體的海港夜景以呈現「左岸亮右岸柔」的夜光主題(圖

2.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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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14 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配置圖及視覺點說明圖 

 

5. 布袋南堤環境營造工程  

結合堤防步道改善工程與沿岸水環境營造，以及周邊高跟鞋教

堂、海岸自行車道、布袋港水產物流專區等資源，打造生態、產

業、觀光體驗共存共享的觀光遊憩景點。 

(1) 既有步道改善: 改善既有人行步道鋪面及美化堤岸周邊設施，

並串聯第一漁港及觀光魚市，將行人帶入布袋南堤遊賞漁港景

色(圖 2.2- 15)。 

(2) 南岸堤岸優化：以堤岸及鋪面改善的工法，加強整體南岸海堤

的安全性(圖 2.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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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15 布袋南堤環境營造工程-既有步道改善示意圖 

 

 

圖 2.2- 16 布袋南堤環境營造工程-南岸堤岸優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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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漁港景觀風貌改善策略(長期規劃) 

目前布袋漁港第一碼頭、第二碼頭設有船籍之漁筏約 400 餘

艘，第三碼頭目前約有 200 餘位停泊空間，後續建議納入長期規

劃，配套增設冰櫃、卸魚機等設施及建設突堤增加泊位，可將第一

碼頭、第二碼頭之漁船遷移至第三碼頭；第一、二碼頭則結合周邊

觀光資源，加入遊艇、帆船等水上活動，使觀光遊憩功能更多元

(圖 2.2- 17)。 

 

 

圖 2.2- 17 漁港景觀風貌改善策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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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鹽管溝水質改善 

鹽管溝排水現況受到當地醃漬廢水之高有機物污染，導致水環

境衛生惡化。針對食品加工產業所產生的水質，提出「源頭處理」、

「污水處理廠」、「生態淨化池」以及「曝曬結晶」的污水改善策

略。 

(1) 源頭處理 

針對菜脯工廠進行源頭管理，引導業者自設污水收集槽，再交由

合法環保公司或焚化爐處理，並設置相關配套措施及獎勵方式。 

(2) 布袋鎮菜脯廢液處理場 

將於菜脯業者分佈最密集之見龍里，內田抽水站西北側國有地

作為菜脯廢液處理廠位址。透過流水迴流稀釋、接觸曝氣等生物處

理系統，及設置耐鹽溼地之水質淨化手法，改善水質現況。污染去

除能力推算詳表 2.2- 5，全單位污染去除率 BOD 達 97%、COD 達

94.5%、SS 達 88.6%。 

表 2.2- 5  布袋菜脯廢液處理場址水質淨化各單元污染去除能例推算 

單元名稱 
有效容
積(m3) 

HRT 
進流水濃度(mg/L) 出流水濃度(mg/L) 污染去除率(%) 

BOD COD SS BOD COD SS BOD COD SS 

調勻池 360.0 
24.7 

hr 
350.9 598.6 151.4 333.3 568.7 151.4 5 5 0 

第一接觸

氧化池 
266.4 

18.3 

hr 
333.3 568.7 151.4 78.2 160.3 129.0 75 70 10 

第二接觸

氧化池 
177.6 

11.4 

hr 
78.2 160.3 129.0 22.8 54.7 31.3 70 65 75 

人工溼地 1,334.8 
3.89 

day 
22.8 54.7 31.3 9.69 32.9 17.2 57.5 40 45 

全單元 - 
6.16 

day 
- - - - - - 97.2 94.5 88.6 

註:調勻池進流水經混合迴流液稀釋後 BOD、COD、SS。 

將建置「生物處理系統建置」以截流取水設施將需處理水體收

集至場址處理。處理設施包括進流抽水井、調勻池、接觸氧化池、

沉澱池等，進行初步淨化。後續設置「人工溼地」進行水質二次淨

化，種植具淨化功能之水生植栽，同時塑造宜人的綠色空間。(圖

2.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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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18 布袋鎮菜脯廢液處理場示意圖 

(3) 生態淨化池 

以人工溼地的方式進行水質淨化，種植海茄苳、鹽地鼠尾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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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定、濱水菜等耐鹽性植物，透過植物吸附水質中之鹽份，以達水

質淨化之效果。 

 

圖 2.2- 19 生態淨化池植栽選種  

(4) 曝曬結晶 

菜脯廢水中含有大型固體物，初步先將廢水收集於前池進行沉

澱調勻；再利用曝曬結晶的方法，將廢水於蒸發結晶池進行處理，

消化大量廢水；另設置戶外曝曬區，將其曝曬為廢結晶鹽，再行後

續處理，詳圖 2.2- 20。 

 

 

圖 2.2- 20 布袋鎮菜脯廢液處理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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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工程項目 

布袋港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之主要項目包括(表 2.2- 6)： 

1. 鹽管溝排水鹽田主題活動區 

(1) 鹽管溝河堤改善工程 

(2) 鹽田濕地體驗區 

(3) 鹽鐵地景意象營造 

(4) 鹽鐵體驗路徑 

2. 鹽管溝排水生態鹽田鹽鐵地景區 

(1) 活動入口廣場 

(2) 鹽鐵路徑網絡 

(3) 鹽田教育活動廣場 

3. 鹽管溝排水社區生活區 

4. 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 

(1) 右岸長堤步道環境優化 

(2) 碼頭廣場地景營造 

5. 布袋南堤環境營造 

(1) 堤岸改善 

(2) 人行景觀步道 

6. 漁港景觀風貌改善策略 

7. 鹽管溝排水水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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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6  布袋港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直接工程費用    266,254,170  

(一) 鹽管溝鹽田主題活動區 式 1  60,705,000  60,705,000  

1 鹽管溝河堤改善工程 式 1  21,000,000  21,000,000  

2 鹽田濕地體驗區 式 1  20,030,000  20,030,000  

3 鹽鐵地景意象營造 式 1  11,565,000  11,565,000  

4 鹽田體驗路徑 式 1  8,110,000  8,110,000  

(二) 鹽管溝生態鹽田鹽鐵地景區 式 1  19,288,000  19,288,000  

1 活動入口廣場 式 1  3,288,000  3,288,000  

2 鹽鐵路徑網絡 式 1  10,500,000  10,500,000  

3 鹽田教育活動廣場 式 1  5,500,000  5,500,000  

(三 ) 鹽管溝社區生活區 式 1  12,544,000  12,544,000  

(四 ) 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 式 1  27,166,000  27,166,000  

1 右岸長堤步道環境優化 式 1  11,375,000  11,375,000  

2 碼頭廣場地景營造 式 1  15,791,000  15,791,000  

(五) 布袋南堤環境營造工程 式 1  100,320,000  100,320,000  

1 堤岸改善 式 1  7,630,000  7,630,000  

2 人行景觀步道 式 1  92,690,000  92,690,000  

(六 ) 漁港景觀風貌改善策略 式 1  1,000,000  1,000,000  

(七 ) 鹽管溝排水水質改善 式 1  21,026,245  21,026,245  

(八 ) 其他工項 式 1  24,204,925  24,204,925  

(九 ) 規劃設計費用 式 1  14,105,081  14,105,081  

(十 ) 監造費用 式 1  11,082,564  11,082,564  

合計 291,441,814  

 

 

  



 - 71 - 

 

參、計畫經費 

一、 計畫經費來源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451,023 千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

期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405,921 千元、地方分擔款：

45,102 千元)。(備註：本計畫經費不得用於機關人事費、設備及投資) 

二、 分項工程經費 

表 2.3- 1  嘉義沿海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 

優

先

順

序 

分項工

程名稱 

對應 

部會 

經費(千元) 

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總計(A)+(B)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小計 

108年度 109年度 

小計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小計 

1 

東石漁

港水環

境改善

計畫 

漁業署 7,642 849 8,491 67,991 7,555 67,990 7,554 151,090 143,623 15,958 159,581 

2 

布袋港

風華再

現水環

境營造 

水利署、

環保署 
12,695 1,410 14,105 124,802 13,867 124,801 13,867 277,337 262,298 29,144 291,442 

小計 20,337 2,259 22,596 192,793 21,422 192,791 21,421 428,427 405,921 45,102 451,023 

總計 22,596 428,427 45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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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期程 

本計畫各計畫區無用地取得問題，故僅針對規劃、設計、發包、完

工期程等重要時間點，以一甘特圖型式表示預定執行進度，如下圖所示。 

 

伍、計畫可行性 

為確保水環境改善計畫進行，探討計畫中各案之可行性，主要以土

地使用可行性、環境影響可行性二個面向探討。 

一、土地使用可行性 

(一)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範圍位於嘉義縣東石鄉頂東石段黎明小

段土地，土地權屬除加油站處為私有地（不納入計畫範圍），其餘皆為

公有，無用地問題。 

(二)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布袋港水環境改善計畫範圍位於嘉義縣布袋鎮見龍段、復興段、新

生段、龍江段、九江段土地，權屬部分為公有土地，零星部分為私有土

地，後續將會避開私有土地進行規劃設計，故無用地問題。。 

二、環境影響可行性 

確保第三批次提案基地非位於災害地區，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將地

質敏感地區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土石流潛勢溪流等圖資，

與第三批次提案基地套疊，套疊結果顯示各提案基地非位於危險地區，

無安全問題。 

工程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

月

提案階段

規劃設計階段

工程採購發包

施工監造階段

107 108 109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嘉義沿海水環境改善計

畫：東石、布袋，共二處

基地

11 1211 12 1 2 3 4109 15 6 7 8 9 10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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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1  環境影響可行性評估 

陸、預期成果及效益 

一、 景觀生態效益 

本計畫將建設嘉義海岸景觀營造及棲地營造。除了打造海堤周邊

親水及舒適步行空間外，更營造濱海景觀綠美化、親水遊憩、寓教於樂

的環境教育空間。 

二、 觀光遊憩效益  

(一)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實施後，預計可活化及整合嘉義縣東石鄉鄰近區域觀光

景點，並透過市場環境改善工程及「漁貨不落地」觀念宣導，促進

東石魚市場衛生環境及販售空間的轉型，有助於活絡周邊觀光資

源，串聯整體嘉義縣觀光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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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06 年度 1-12

月統計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主要景點總旅客人數統計資料，分派

東石漁人碼頭旅客人次(15%)，得東石漁人碼頭 106 年度總旅客量約

81 萬人次。另依交通部觀光局民國 105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資料顯

示，國人國內旅遊次數 104 至 105 年之成長率為 6.64%，於水環境

工程完成後，預估可成長 15%，每人每次旅遊平均費用為新臺幣

5,334 元，因此概估本計畫實施後因水環境改善所創造的年經濟效益

約 7 億元。3.不可計量效益 

部 

(二)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依據 106 年 5 月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105 年度 1-12 月旅館民宿數

量及旅客人數統計資料顯示，布袋鎮旅館住宿人數 15,848 人、民宿

住宿人數 5,100 人，總計 20,948 人。另依交通部觀光局 2016 國人旅

遊狀況調查資料顯示，國人國內旅遊次數 104 至 105 年之成長率為

6.64%， 於水環境工程完成後，預估可成長 15%，每人每次旅遊平

均費用為新臺幣 5,334 元，因此概估本計畫實施後因水環境改善所創

造的年經濟效益約 408 萬元，若考量不可計量效益加計 25%，則年

計效益為 510 萬元。 

不可計量效益可分為以下四方面說明。 

1. 親水：結合景觀步道及賞景空間，落實親水環境 

2. 生態：透過濱海植生綠美化，打造生態空間 

3. 安全：掌握水質狀況及遊憩設施維護，提昇環境安全 

4. 活力：創造觀光話題並結合周邊資源，促進地方活力 

柒、營運管理計畫 

一、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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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未來管理單位以嘉義區漁會為主體，除了公部門的例行維

護，納入漁民、周邊居民協助經營管理，透過公私部門的合作，達到永

續經營的目標。 

未來維護管理面應從整體巡察，狀況提報與處理，設施維修與相關

保全人員之執行以維護建置資源。提供區域整潔、植栽景觀的維護及完

善安全之休憩空間，並針對重點設施進行定期維護，如漁市場、環港道

路、觀景平台、停車場修繕維護等，透過分級方式將設施損害之修繕內

容區別，依照不同等級的程度定期進行維修，以提升整體空間服務品質。 

二、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本計畫未來管理單位以嘉義縣政府水利處為主體，除了公部門的

例行維護，納入周邊聚落居民、社區組織、邑米社區大學志工隊、洲南

鹽場 NGO 團體參與管理並協助經營周邊軟體活動，透過公私部門的合

作，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未來維護管理面應從整體巡察，狀況提報與處理，設施維修與相關

保全人員之執行以維護建置資源。提供區域整潔、植栽景觀的維護及完

善安全之休憩空間，並針對重點設施進行定期維護，如堤岸空間整理、

漁港景觀風貌維護、鹽田管理等，透過分級方式將設施損害之修繕內容

區別，依照不同等級的程度定期進行維修，以提升整體空間服務品質。 

 

捌、得獎經歷 

無得獎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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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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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全國水環

境改善計畫-嘉義縣八掌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 

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一、有關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 

1. 布袋鎮菜脯廢液處理場之規劃尚有許多細

節仍須釐清，例如預計收多少家工廠之廢水？

設計處理水量為多少？現況水質如何？如為截

流溝渠水量，其廢液與民生用水分別占多少比

率？處理後產生之污泥量多少？污泥如何處

理？ 

依照嘉義縣政府環保局前期計畫估

算，菜脯廢液最大污水量為

60CMD，現況水質 BOD 濃度為

926~1410mg/L，設計進流水量

350CMD，污泥量 6.67CMD，後續

將設置污泥儲存池存放。 

2. 菜脯廢液配合白蘿蔔產季約 5 個月（11

月至隔年 3 月），請說明非產季時廢液處理場

之污水來源為何？並請補充說明高鹽度之菜脯

廢液是否會造成後續維護困難。 

如採用建置菜脯廢液處理場之處理

方案，非菜脯產季期間將以處理生

活污水為主。高鹽度菜脯廢液需透

過流水迴流稀釋、接觸曝氣等生物

處理系統，及設置耐鹽溼地之水質

淨化手法，改善水質現況。 

3. 另查貴縣環保局前於 101 年曾向本署提送

類似之補助計畫，當時計畫書所列之進流水濃

度為 BOD 2,000mg/L、COD 3,333mg/L、SS 

800mg/L 及鹽度 19,400mg/L，均比本次計畫

表 2.3.5-1 之進流水濃度高出將近 6 倍，敬請

確認現今之進流水質狀況，是否經前處理後、

進入人工濕地之水質能為水生植栽自然淨化之

承受範圍內。 

為辦理本次水環境提案，水質資料

係由嘉義縣環保局於 107.4.23 實地

採樣成果，如表 2.3.2-2。針對進入

人工濕地之水質，將選用耐鹽性較

高之水生植物，如鹽定、鹽地鼠尾

粟等。 

二、 有關嘉義縣八掌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

中埔藍綠生活軸線水環境營造與大崙水環境建

設計畫內均為配合景觀工程而設計漫地流，因

其水質處理效益有限，建請改列其他部會。 

有關非點源式污染 BMPS 處理方

式，經 107.12.5 環保署複評會討論

後，奉核補助設計費用。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一、 個案意見 

東石漁港水環境營造 

1. 排水系統改善部分，因涉及地層下陷及海

水面上升等環境變遷議題，擬請先行調查欲

施作範圍之地質現況，並以整體區域排水改

善角度思考，勿僅侷限在港區內，另舊有排

水系統改善及魚市場雨污水排放請依據漁港

法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本計畫提案係參考「東

石漁港鑽探報告」及「嘉義縣東石

海埔地排水改善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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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2. 有關道路鋪面改善工程所用之塑鋼板樁適

逢能承受濱海氣候特性，請予以考量。 

據瞭解塑鋼板樁可以抵擋河水、海

水、土壤、空氣等的侵蝕，且對環

境無污染，原則可承受濱海氣候特

性，縣府已有使用塑鋼板樁之工程

案例，如：栗子崙排水幹線治理工

程及六腳排水系統-應急工程。 

3. 港區內餐飲商店街招商狀況不佳問題，請

提出遊客人數統計資訊以及未來改善後預估

可增加遊客人數，以確認本案執行效益。 

遵照辦理，本計畫係參照嘉義縣政

府「東石漁港漁港計畫書」辦理，

後續將洽嘉義縣政府文觀局提供相

關資料。 

4. 產銷環境改善工程(防鳥網、鋪面改善、

魚貨處理區)、魚貨不落地販售設施(添購魚

籃、高壓清洗機)等產業環境改善部分，建請

向本署養殖組爭取公務預算，請再予以檢

討。 

敬悉。 

5. 請補充說明何謂生態停車場。 敬悉。結合綠色環境基礎為停車場

設計核心理念，留設植栽帶空間提

供喬木生長環境，增加停車空間的

綠覆率，且融入再地蚵殼再利用的

策略，建構綠化及再地化的停車空

間，如報告書第 43 頁。 

6. 魚市場環境改善相關設施及動線請縣府與

關係人確認是否合於其需求。 

提案階段已於 107.3.23 由縣府漁業

科會同拜會漁會，107.4.10 民眾說明

會相關單位亦出席提供使用需求，

納入規劃考量。 

7. 魚貨不落地政策為漁業署既定政策之一，

但仍須請該府確認魚市場及漁民配合意願。 

遵照辦理，提案階段已於 107.3.23

由縣府漁業科會同拜會漁會，

107.4.10 民眾說明會相關單位亦出席

提供使用需求，納入規劃考量。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1. 布袋港南側海堤堤防高度不足致颱風期間

曾發生溢淹問題，並未說明如何改善，請予

以考量。  

遵照辦理。本計劃為建構布袋漁港

整體環境營造的目標，並強調體驗

路徑串連、優化環境等設計理念。

將補充布袋鎮易淹水及近年重大淹

水地區資料於報告書現況環境概述

章節中，將其資訊做為後續設計階

段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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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2. 圖 2.3.5-6 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示意圖

是否會影響當地漁民作業，請納入考量。 

敬悉。右岸海堤景觀營造設計以景

觀鋪面、牆面抿石子等設施優化的

策略，皆施作於既有設施結構上，

因此，與當地漁民作業空間不相衝

突。 

3. 以人工溼地的方式進行水質淨化，種植耐

鹽性植物，僅表示該植物能在鹽度相對較高

之區域存活，但是否能夠有效吸附水質中之

鹽份，達到水質淨化之效果，請再行確認。 

針對進入人工濕地之水質，將選用

耐鹽性較高之水生植物，如鹽定、

鹽地鼠尾粟等。 

4. 本案地下水位較高，布袋鎮菜脯廢液處理

場所採用之處理方式是否有污染地下水之

虞，請予以考量。另菜脯廢液污水排放亦請

依據漁港法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後續設計階段將加強相

關處理之防滲漏措施。 

二、 整體意見 

1. 三案計畫期程有誤，請予以修正。 敬悉。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三

案計畫期程已修正於報告書之中。 

2. 後續維護管理計畫請再詳實說明，籌措地

方工作小組是否為政府之權責，以及是縣政

府或鄉鎮市公所之責，公部門年度編列預算

概估、維管建議頻率、建議之人員組織編制

規模等。 

 

3. 民間自發性的稅金制度標準，建議予以補

充說明。 

遵照辦理。 

4. 本署經費補助範圍主要以漁港範圍為主，

請縣府再行確認計畫中各分項工程所對應之

部會。 

遵照辦理。 

蔡義發 

1. 建議檢視第一、二批次審核意見及已核定

計畫尚待後續辦理者延續性，俾達整體成效

優先考慮提報第三批次計畫辦理。 

遵照辦理，本次提案係以第二批次

之延續性及完善其整體性計畫，優

先提報。 

2. 請已有整體規劃成果及結合或串連既有特

色再加以改善成特有亮點考量用於第三批次

提出。 

遵照辦理。 

3. 為爭取計畫：請依「全國水環境改善計

畫」計畫評分表之評比因子逐項說明實際辦

理情形併附相關圖資佐證。 

遵照辦理。 

4. 各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對應部會請再查明

詳實填列。 

敬悉，已確認各部會對應之經費補

助範圍，並修正於工作明細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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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5. 生態檢核部分：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非僅勾選檢核項目，建購搜集既有生態情資

調查成果，就計畫區範圍於「規劃設計」及

「施工」階段如何減少干擾生態？尤其如有

保育類如何考量之作為建請在自評表加強說

明。 

敬悉。各工區已迴避重要保育物種

之棲地，於施工階段將建立自主檢

核機制，並要求施工廠商於施工日

誌中加入生態記錄並定期查核，若

有異常狀況即時通報。 

6. 估算經費請再核實檢核，以符實際。 遵照辦理。各提案工程經費已檢

核，並修正於報告書各提案章節工

程概要論述。 

游進裕 

一、 沿海風華再現： 

1、 東石漁人碼頭水環境有其必要，除了必要

支安全防護及漁業作業環境改善外，建議可

酌增氣候變遷調適與特色觀光結合之構想，

如此可提高本計畫之前瞻創意。 

敬悉。 

2、 布袋港區改善其中之ㄧ的關鍵處為菜脯製

程排放水之妥適處理，此項國內參考經驗欠

缺，故需有研究智慧引入，建議在設計過程

請酌增試驗證據之呈現。 

設計階段將結合水環境顧問團及相

關學術單位辦理。 

二、 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 

1、 鹿草：本計畫需與水安全計畫密切銜接，

因此建議提案內容宜補充如何銜接之說明(包

括時程及空間)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報告書內文。 

2、 中埔：計畫河段為百年河道變遷之活見

証，因此水環境營造應有百年時空眼光，建

議將生命週期較短暫的設計，部分移轉成有

百年文化意涵的設計，可增加本計畫之競爭

效益。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報告書內文。 

3、 水上：計畫區位於聚落核心地帶，因此水

環境改善效益，宜從環境改善之受益方來思

考，有哪些項目為優先，另外學校的教育功

能引入，亦可成為計畫效益，因此過多的人

為步道系統，建議可酌量調整成更符合受益

者的項目。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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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4、 大埔：庫區水質保護為計畫重心，因此本

計畫係屬基本建設項別，因此相關經費編

列，盡量參考相關案例，或可加速顯現計畫

效益。 

遵照辦理。 

陳本源 

一、東石漁港：老窮舊透過水環境改善計畫可

有效增進漁貨食安，環境綠美化及雨污水

分流處理，總經費估計 1.6 億善加規劃。 

敬悉。 

二、布袋港鹽館溝：排水分級處理菜脯加工廠

高鹽濃度廢液，建議滯洪池蓄水待枯水期

引入館溝維持水質水文，另穿越水面步行

棧道後續如何維護管理。 

遵照辦理。已補充布袋港鹽館溝水

循環系統，論述於報告書工程概要

的分項工程說明第 85 頁。另外，水

面步行棧道基礎結構採設置再既有

地表上，並採用耐腐蝕木材，強調

材料耐用性，將於後續設計階段更

細緻處理景觀工程細節。 

三、白水湖及新埤滯洪池：是很好的構想，考

量面臨全球暖化水資源危機，建議整體規

劃成千島湖之景觀。 

敬悉。以優先滿足白水湖及新埤滯

洪池的基本滯洪功能需求，千島湖

之景觀建議將納入後續設計階段參

考。 

四、鹿草後巷翻轉：鄉村自然風貌佳，建議設

計道法自然朝生態設計以達景觀生態美。 

遵照辦理。 

五、中埔藍綠生活軸線：臺灣ㄧ些三不管地

帶，河岸易遭丟棄廢棄物，尤其是有害事

業廢棄物，透過空間營造可以防止遭佔

用、誤用。 

敬悉。 

六、水上鄉活化埤塘：現況屬半自然風光，生

態資源豐富，但埤塘面積不大，建議不要

放太多的硬體建設，多些環境教育軟體建

設，避免影響生物棲地的維護永續。 

遵照辦理。 

七、透過水環境低衝擊景觀經營營造，嘉義縣

成為山水嘉義養生防老的城市，建議與嘉

義市將來區域水環境共同營造。 

配合辦理。 

八、水環境顧問團世曦公司工程實務經驗優

良，應可協助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之執

行。 

敬悉。 

經濟部水利署 

張健煌 

一、 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案 

1、 鹿草後巷水環境案，尚未召開說明會或公

聽會，請補辦理，另鴨母寮排水有諸多需拆

遷地上物，後續是否可處理，請再檢討。 

配合辦理。 

2、 大崙水環境案，因擬營造之埤塘非屬公有

地，請再檢討是否符合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提報原則。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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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二、 大埔鄉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計畫，依計畫

工作項目，對應部會應為環保署及內政部，建

請修正。 

遵照辦理。 

三、 本次所提及各計畫部分係因維護管理不佳

所造成問題，故請加強後續維管作業。 

配合辦理，已補充於報告書內文。 

景觀總顧問 

李竭政 

一、 雖然是各鄉的計畫，但仍然要有嘉義縣的

總體戰略，其他各鄉才有機會按照戰略模式申

請經費 

配合辦理，已加強說明大河願景，

包括八掌溪、朴子溪流域整體規劃

戰略於報告書內文。 

二、 建立水環境總體戰略原則 遵照辦理。 

1、 水質改良淨化目標 敬悉。本計畫為重新建立人與水環

境的關係，呼應各個基地環境改善

之特性，可分為強化河道自身淨化

（鹿草）、降低生活污水直接排入

河川（大崙、水上、中埔）、處理

加工產業污水水質淨化（布袋）能

力三種類型水質改良淨化目標。 

2、 有湖面水景的部分應該建立園林式的湖面 敬悉。本計畫水環境營造持續已減

量設計為理念，以建構綠色基盤、

景觀既有設施優化等策略，並強調

再地化設計手法，建構整體的水環

境營造。 

3、 線性河道的水環境應有開花植物做為統一

的主題 

敬悉。本計畫於植栽種類選擇，以

容易維護管理的植栽為優先，並根

據環境設計目的，規劃適當種類，

如非點源污染需具備淨化功能植

栽、水岸邊耐濕植栽等功能為設計

主題。 

4、 親水環境的活動應該多元在地，如輕艇水

上活動 

敬悉。本計畫以綠色基盤建構為主

要推動目標，根據社區聚落需求新

設設施，親水活動的多元性將於後

續設計階段內入考量。 

5、 休閒景觀應該結合生態景觀 敬悉。本計畫呼應「營造優質生活

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的中央

政策，各案環境營造皆有主題定

位，如新埤滯洪池的文化教育生態

節點；六腳休憩廊道的苦楝樹下休

憩廊帶；鹿草的自然水岸生活廊

帶；中埔結合 BMPs 社區活動節

點；仁義潭水建構雨水花園的綠色

基盤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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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6、 以耐候、永久材設置景觀為主 敬悉。本計畫減量設計的原則下，

已考量活動設施之設置必要性，景

觀設施的耐候、永久材等工法及材

質，將於後續設計階段納入考量。 

7、 建立社區水環境休閒觀光內容 敬悉。本計畫水環境營造以優化社

區生活休憩場域為目標，因此，再

空間規劃上優先滿足社區活動需

求，如交流空間、活動草坪、兒童

遊樂設施等設計。 

經濟部水利署 顏

宏哲 

1、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屬整合性計畫，工作

項目包括「水岸環境營造」、「水岸週邊水質

改善、污水截流及下水道改善」、「水岸環境

改善結合週邊環境營造」、「水岸遊憩據點特

色地景營造」、「野溪、農田排水、漁業環境

營造」等項，建議府內各項計畫盡量予以整

合，以形成更大亮點。 

遵照辦理。 

2、 本計畫內容跨多個部會主管業務，縣府擬

提之相關計畫，應說明對應之部會，俾利相關

部會提供意見，增進審查效率。 

敬悉，已確認各案件之對應部會及

經費補助範圍，修正於工作明細表

中。 

3、 因前瞻計畫有多個計畫同時推動，為避免

重複核定，故請縣府檢視有無重複提報情形。 

遵照辦理，已配合檢視重複提案情

形。 

4、 本計畫屬競爭型計畫，採審查評分方式辦

理，並訂定評分項目與權重，建議依據本署訂

頒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

項規定程序、事項(例安全無虞、無用地取得問

題)辦理。 

遵照辦理。 

5、 第 1、2 批次已核定整體計畫，分項計畫

尚未核定者，請優先提報，必形成更大亮點。 

遵照辦理。 

6、 本計畫規定應辦理生態檢核、資訊公開與

民眾參與，各階段作業建議應落實。 

遵照辦理，各案辦理情形已補充於

內文。 

7、 貴府已成立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建議

縣府多借重其專業，協助縣府辦理各階段作

業。 

遵照辦理。 

8、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應詳述設施完工後之

維護管理計畫。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報告書維護管

理計畫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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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全國水環

境改善計畫-嘉義縣八掌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 

現場勘查意見回覆 

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蔡義發 

一、 通案性： 

1. 各案計畫應加強說明：現況及問題，再

依願景如何逐項改善或強化方式或工

作。俾達預期成果。 

遵照辦理。 

2. 各案工作計畫書內容請依「全國水環

境改善計畫」計畫評分表之評比因子

內容逐項說明辦理情形並檢討相關圖

資佐證，以利審核。 

遵照辦理。 

二、 個案性： 

(一) 東石漁港水環境 

1. 本計畫具有營造條件，請加強說明以往

擬營造願景，由其串聯或整體成效所遭

遇問題，如今有何有利條件並克服那些

困難或可執行案件。 

2. 魚市場環境改善外，漁貨拍賣文化如何

呈現併請考量。 

1. 遵照辦理。東石漁港「23.5 微笑

紀行，活力東石灣」願景論述以補充

於報告書第 31 頁。 

2. 敬悉。本計畫已考量東石漁港漁

貨拍賣文化之特性，因此，魚市場環

境改善策略強調妥善規劃零售區、拍

賣區，降低人流穿越造成污染，並將

設置清潔計畫、魚貨不落地等措施，

營造衛生的魚貨販賣環境。 

(二)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1. 本計畫請加強說明串連周邊既有景點成

為加成效益之亮點 

2. 涉及零星私有地請務必避開。 

3. 菜脯廢液水質如何處理請說明清楚。 

1. 遵照辦理。已補充周邊資源串聯

之加成效益論述於報告書布袋港整體

水環境改善願景之章節。 

2. 敬悉。將依據可行用地調查，於

後續設計階段調整設計內容。 

3. 遵照辦理。菜脯廢液水質處理

策略說明以補充於報告書第 92 頁，

並依據 2018 年 12 月 5 日環保署第 3

批次提案研商討論會議結論，本計畫

將以曝曬結晶水質淨化為主要水質處

理策略。 

(三) 新埤滯洪池整體水環境改善 

1. 請加強說明第一、二批次以奉核定計畫

內容，目前執行機制及待後續擬第三批

次提出需求俾達整體成效。 

遵照辦理。已補充第一、二批提案內

容說明，及第三批提案之關聯性，說

明內容如報告書分項案件概要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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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四) 鹿草後巷翻轉水環境改善 

1. 請加強說明水與安全改善情形。 

2. 水質如何改善應係本案首要考量，請詳

細說明改善方式及可行性。 

3. 涉及公有地遭佔用建物之排除及零星私

有地之處理，請補充說明。 

遵照辦理，已於報告書內文嘉強敘

明。 

(五) 中埔藍綠生活軸線水環境營造 

1. 計畫書內所述計畫區周邊觀光資源外，

請補充說明鄰近之思親園及興化廊社區

活動中心之既有優勢條件。並洽詢完成

後社區是否有認養意願。 

2. 請參考水源永續與水質問題。 

1. 遵照辦理。已補充周邊觀光資源

優勢條件相關論述於報告書之觀光資

源概況說明。後續於民眾工作坊之活

動確認認養意願。 

2. 敬悉。本計畫採用 BMPs 的設計

策略，透過簡易淨化的策略，降低週

邊社區污染物直接流入白石硅圳，造

成水質污染。 

(六) 大崙社區整體水環境改善： 

1. 大崙國小及沿岸居民廢汙水排入埤塘之

水質改善應有詳細計畫。 

2. 埤塘水源及水質請詳細說明。 

遵照辦理。 

(七) 大埔鄉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計畫 

1. 請列表說明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檢討前

後差異比較表。 

2. 請列表說明截至目前已執行及檢討後待

辦項目。 

遵照辦理。 

經濟部水利署第

五河川局-吳嘉偉

委員 

一、 本案宜多參照 105 年 11 月 22 日考評會

議之工作計畫格式修正。 

遵照辦理。 

二、 各分項雖由分別單位提報，但建議相關

格式宜統一及資料整合。 

遵照辦理。 

三、 後續管理維護計畫成效關係效益呈現，

宜再加強本項目規劃，避免資源浪費。 

遵照辦理。 

四、 分項目計畫內容順序建議參照優先順序

撰寫。 

遵照辦理。 

游進裕 

一、 鹿草：本計畫提案區段河道，曾經 823

水災時溢淹，因此於水環境改善前，請

確認水安全功能的確保。 

遵照辦理，已配合水利處水與安全計

畫進行綜合考量。 

二、 水上：本計畫能與學校教育結合是其亮

點，但請留意後續水環境改善營造也須

要確保學生安全。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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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三、 中埔：本計畫河段為舊河道之場址，除

了現有環境之改善，建議可擴充其河道

變遷之環境場域闡釋，可提升水文化之

意涵。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文化教育以教育

解說牌方式呈現，或可結合於鋪面設

計，將河道變遷過程圖像化呈現，鋪

面設計細節於設計階段納入考量。 

四、 東石：本次改善區段為著名景區，其老

舊改善實屬必要，亦可展現明顯觀光成

效。 

敬悉。 

五、 布袋：本區段亦為 823 災區，水患舒緩

及水環境改善均需並重。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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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

計畫」現勘與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3月 7日 

貳、地點：水環境現地、本府 402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處長谷樺代                   記錄：陳彥儒技士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報告事項： 

案由：有關「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

境改善計畫」，報請討論。 

簡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簡報(略) 

決議： 

  一、本計畫需重視後續維護管理，且應以長遠營運之觀念來

規劃設計。 

  二、各案植栽及地景應配合當地原生物種，並落實生態檢

核。 

  三、「新埤滯洪池景觀及水環境營造」案，本府將儘速完成

流綜計畫治理工程，以利配合本計畫後續提報工程。 

  四、「太保市麻魚寮排水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案，用地問

題將儘速與嘉南農田水利會協商。 

  五、請依據各委員意見及後續 108年 3月 11日第七河川局

工作坊會議意見一併修正後，儘速提送整體計畫書報

府憑辦。 

陸、散會(下午 12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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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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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 

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景觀總顧問 李謁政 

一、 願景規劃的邏輯應設定與環境自然生態

為優先的水環境復育。還地予水所建構

起來的生態水環境，其次結合防災防洪

的設施設置，最後才以自然地景生態棲

地為號召的生活休憩規劃。 

配合辦理，已納入整體願景規劃

（報告書 p.3）。 

二、 各個河段主題設計較為缺乏生態棲地復

育的功能，較多形成逕流排放的的鋪面

工程，可以創造暫時滯洪的濕地水環

境，作為生態棲地復育的基礎，才能適

宜地建構生活及遊憩所需的景觀工程。 

配合辦理，已納入發展課題與對策

內容說明（報告書 p.4）。 

三、 滯洪池的護岸工法太過於單一，以致於

滯洪池水岸景觀非常單一無趣。可以在

控制水位的方式去形成類似自然水岸和

森林與園林式的水岸景觀。在滯洪池上

游創造濕地環境的自然景觀有助於遊憩

和生態的發展，形成連環式的滯洪系

統。 

護岸工法因防洪工程考量，仍以維

持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之設計方案。

後續擬配合水環境設計形塑多樣性

的水岸景觀。 

嘉義大學  

陳文俊 

現勘意見 

一、 麻魚寮： 

1. 用地問題可能需再與水利會溝通取得同

意，尤其該會人員敘明民眾之建構設施

與使用皆未與該會取得同意此見，應該

一併解決。 

遵照辦理，預定於 108 年 3 月 14 日

召開協調會討論用地問題，爭取水

利會同意。 

2. 獨角仙之復育是否需要建議再議，概十

年前之放養至今是否仍有群組留存，如

現地環境不適於，亦無須以人為方式強

迫設計出非適種之生態。 

遵照辦理，後續擬以棲地營造為優

先，種植環境適應力強，形態優美

之誘蟲樹種，並增加綠地空間，改

善自然環境。 

3. 水路之水質狀況目前是否尚可，只避免

水岸陸側景觀營造後因為水質問題，民

眾親近及水生物種無法營造。 

基地因鄰近太堡市區及麻魚寮夜

市，目前有垃圾棄置、環境髒亂問

題影響水質，後續擬結合村里及社

區營造協會能量，加強維護管理，

降低污染來源。 

二、 新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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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8. 目前一批、二批之工程正在施作且二批

核可工程需在 109 年中才完工，本案三

批之申請施作有其必要與延續性，惟需

考慮期程搭配能否符合補助單位之管控

期程，另外亦須預留二階工程若延怠或

變更時三階設計之彈性調整。 

感謝委員提醒，新埤滯洪池屬於縣

府水利處辦理之工程，後續將保持

密切之橫向聯繫，搭配期程辦理。 

三、 六腳： 

1. 本案排水之管理單位似無定論，如能釐

清對未來維管權責較易處理。 

基地屬於朴子溪自行車道範圍，目

前由嘉義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維護管

理。 

2. 本原生態景觀現況尚不錯，建議於延續

一階狀況下，能減量及避免干擾過大現

況擾動之規劃。 

遵照辦理，將以減量設計為原則，

避免大面積擾動現況。 

3. 現況左、右岸高程不一致，且主辦單位

提及去年 11 月現勘時水路水位幾乎與右

岸齊高（雖退水很快），惟目前極端水

文下能需考量水與安全下才能是永續之

規劃，故應了解去年 11 月時該高漲水位

之原因。(因水工科人員敘述無淹水情事) 

遵照辦理，設計構想不影響目前通

水斷面，並種植護坡植物減少現況

表土崩落情形。 

4. 自行車道施做仍應考慮下方鐵軌之穩定

性，避免未來上層自行車站鋪面之毀損

或凹陷，造成行車安全。 

考量自行車道鋪面現況尚佳，本次

提案以改善圳路及景觀環境為主，

後續配合文化觀光局定期維護管理

自行車道品質。 

書面報告 

1. 檢視報告措辭，加強宏觀及有力之敘

述，比如發展問題與對策，河段構想主

題著重於山邊而本案目前係為”原”之

規劃，另外預期效益亦可再針對可計

量，不可計量強化 

遵照辦理，本次提案主要分布於平

原區及海區，將於個案加強說明整

體構想。 

2. 各案中部份背景較老舊者，建議給予更

新或再補入 

遵照辦理，將持續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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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3. 目前各案土地有屬台糖、水利會或私人

宮廟，報告中雖無提無土地使用問題，

推似非完全如此，建議能強化此方面之

解決。 

1. 新埤滯洪池台糖用地：配合新

埤滯洪池本體工程已完成徵

收。 

2. 太保麻魚寮公園水利會用地：

續辦用地取得工作。 

3. 大崙水環境新興宮用地：已取

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將納入報

告書。 

4. 本計畫共提六案，惟似非皆有呈現，公

民參與資料之呈現，且公民參與中 NGO

團體似參與偏少，建議未來可廣邀在地

相關環保或生態等團體之參與提供意

見，可避免未來之紛擾，亦可提升助

力。 

遵照辦理，本計畫於 108.3.9 與邑米

社區大學合作辦理民眾參與工作

坊，近 40 名河川巡守隊志工及社區

大學學員、居民出席簡報討論及基

地走讀活動，並與船仔頭文教基金

會(108.3.9)、布袋嘴文教基金會

(108.3.6~108.3.7)等在地 NGO 組織

交流討論，相關資訊以補充於報告

書附錄。 

5. 部分案件之提案背景仍需考量在地、自

然、減量及低維管之考量，避免刻意之

營造，概有社區聚落者可以強化景觀來

搭配未來生態之復育，無過多要聚落地

方，則以生態營造重於景觀之概念來規

劃，尤其安全問題必須先予考量。 

遵照辦理。 

6. 本計畫中搭配共有六案，於未來維管各

有不同負擔與肩負對象，建議可加強具

體之維管研擬，除可增加競比之優勢

外，亦可有利未來細設規畫時參考納

入。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維護管理策略

於報告書第六章。 

嘉 義 大 學 景 觀 系 

王柏青 

 

一、 流域各計畫點，建議在功能上（例如遊

憩）盡可能增加彼此之互動，互補性，

以增加其效益。 

遵照辦理，補充於報告書院警內

容。 

二、 麻魚寮： 

1. 規劃單元提出之水利日常文化之展現，

立意即好。建議後續相關的規劃細部能

予以呼應 

敬悉。 

2. 生態調查之資料，建議能多加運用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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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3. 現勘過程發現許多鳥類以河道為活動廊

道，建議對河道兩岸之植栽、棲地予以

優化。現區有亞成鳥出現，顯示有其生

態價值。 

遵照辦理，將著重於植栽及棲地環

境優化之設計。 

4. 社區居民所提之獨角仙計畫，需有評

估。在生態調查中，對該物種之描述不

多。 

遵照辦理，後續擬以棲地營造為優

先，種植環境適應力強，形態優美

之誘蟲樹種，並增加綠地空間，改

善自然環境。 

5. 本計畫採用了許多都市景觀設計常用之

植物元素（例如草皮），建議考慮鄉土

植物之運用。 

遵照辦理，擬選用本土植栽為原則

供後續階段執行參考 

6. 河川步道與水面高層有較高差距，可考

慮利用此高度，選擇合適之植物，減少

人對動物之視覺衝擊。 

遵照辦理，擬納入設計原則供後續

階段執行參考。 

7. 水域外來種甚多，可考慮如何運用生態

工法、環境教育以減低其衝擊。 

遵照辦理，擬以生態平衡的概念，

種植相互制衡生長之植栽，作為設

計原則供後續階段執行參考。 

8. 強化水利文化之發揚 遵照辦理，擬將與水利文化呼應之

舖面設計、教育節點說明內容納入

設計原則，供後續執行參考。 

9. 現有許多大喬木被直接去頂，可考慮提

供其改善方式。 

遵照辦理，於後續設計階段進行植

栽調查，識植栽生長狀況適度移除

及補植。 

三、 新埤： 

1. 強化整體景深知塑造。例如步道植栽，

微地形之處理。 

遵照辦理，擬採用喬木、灌木及草

本，營造不同視覺景觀效果。 

2. 植物落葉、落果對水體、步道舖面之影

響，請予以考慮。 

遵照辦理，設計階段植栽將擬選用

易維護管理之樹種，減少後續清理

成本。 

3. 請考慮出入口之空間處理（機能、視

覺） 

遵照辦理，於入口空間設置廣場，

提供休憩停留功能；並種植植栽綠

化環境，營造舒適的景觀空間。 

四、 六腳 

1. 材料形式之運用建議能延續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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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2. 機能之提供需強化，以增自行車使用者

之舒適度。 

遵照辦理，於自行車道兩側補植遮陰

喬木，營造舒適的騎乘環境；設置教

育解說牌及休憩點，推廣在地農業文

化。 

嘉義大學   

曾 碩 文 

 

一、 與社區民眾的溝通及整合，不要只是特

定針對邑米社區大學。 

遵照辦理，本計畫於 108.3.9 與邑

米社區大學合作辦理民眾參與工作

坊，近 40 名河川巡守隊志工及社

區大學學員、居民出席簡報討論及

基地走讀活動，並與船仔頭文教基

金會(108.3.9)、布袋嘴文教基金會

(108.3.6~108.3.7)等在地 NGO 組織

交流討論，相關資訊以補充於報告

書附錄。 

二、 植栽的選用可考量使用灌木，有複層植

栽的意象，木本科的植栽等可符合嘉義

的鄉村意象。 

遵照辦理，擬選用在地適合之樹種

為原則。 

三、 新埤部分 

1. 與工廠村的串聯引導為例，如何適度引

導觀光客進入 

以植栽引導觀光動線，並於入口節

點設置廣場空間，營造入口意象，

吸引遊客進入並提供停留休憩功

能。 

2. 入口是否可考慮與糖鐵意象的整合 遵照辦理，擬於後續設計納入考

量。 

四、 六腳休憩廊道部分 

1. 自行車廊道的串聯元素（如糖業元素

等）如何使用，指標系統的設計 

於停留點設置教育解說設施，介紹

廊道周邊農作；保留糖鐵軌道痕

跡，說明廊道歷史變遷；並於設計

階段納入委員意見，建置設計整體

指標系統。 

2. 元素的延伸使用與 1階 2階計畫的串聯

融合減量。 

遵照辦理。 

3. 食農教育、環境教育與社區之間的溝通

較為重要，未來如何操作。 

透過與社區大學 NGO 團體辦理工

作坊，建立與在地居民共同營造意

識。 

五、 麻魚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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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1. 獨角仙的復育是否合適，請再考量其環

境狀況。 

遵照辦理，後續擬以棲地營造為優

先，種植環境適應力強，形態優美

之誘蟲樹種，並增加綠地空間，改

善自然環境。 

2. 使用者為何，目前的使用方式未來維護

管理是否可行。 

目前使用者為村里居民與社居發展

協會，於 108.2.23 民眾說明會中社

區發展協會明確表達維護管理之意

願，將有助於整體環境之維護。 

六、 赤蘭溪部分 

1. 共融式遊具與社區的溝通後，再確立是

否設計 

遵照辦理，於設計階段將加強與社

區溝通，確認地方意向後確定遊具

形式。 

嘉南農田水利會  

林子筠 李銘塗 

 

有關「新埤滯洪池景觀及水環境營造」、「六

腳休憩廊道及水環境營造（延伸段）」、「太

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等 3案涉及

本會用地部分，請編列預算辦理用地取得。 

新埤滯洪池及六腳休憩廊道兩案，

設計範圍將控制於已徵收用地範

圍，以及目前由縣府文化觀光局租

用管理之用地範圍。太保麻魚寮公

園水利會用地將持續與貴會協調討

論，續辦用地取得工作。 

綜合規劃處 

一、 旨案係屬「水環境計畫」補助範疇，建

議後續提案多與本府「城鄉建設」計畫

提案作結合，本處所提城鎮之心工程計

畫已核定施作地點為本縣民雄鄉及大林

鎮，倘後續仍有水環境計畫提案需求，

建議將上述鄉鎮納入優先考量，以擴大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整合投資效益。 

配合辦理。目前民雄之森範圍內無

水環境相關內容，大林鎮城鎮之心

範圍內尚未完成治理工程，待水與

安全相關工作完備後，可考量與水

環境之結合，擴大整合效益。 

二、 建議水環境計畫多結合觀光、產業面向

的元素，提高計畫豐富性。 

敬悉。 

三、 水岸環境營造請多選用濱水植栽。 遵照辦理，將以適合水岸環境且兼

具護坡功能之在地植栽為主。 

四、 水環境營造計畫請再考量與地之計畫結

合的可行性。 

遵照辦理。 

五、 水環境營造建議凸顯提案地區在地文化

與故事性，型塑在地亮點，以提高計畫

通過的機會。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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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六、 請注意用地取得及後續施作可行性的問

題。 

遵照辦理，設計範圍將控制於公有

土地、已徵收用地，以及目前已由

縣府承租並維護管理之用地範圍。

太保麻魚寮公園水利會用地將持續

與水利會協調討論，續辦用地取得

工作。 

工程施作將以減量設計，避免大面

積的開挖擾動，以及選擇易維護管

理材料，以提升施作之可行性。 

七、 水環境提案地區，請再瞭解可否配合社

區營造的精神，進行在地性的環境改

造。 

遵照辦理，將納入歷次民眾說明會

與工作坊討論內容加強論述。 

八、 提案計畫和設計階段建議要與在地持續

溝通，以減少後續推動阻力。 

遵照辦理。 

九、 後續經費建議要編列植栽修剪養護費

用。 

配合辦理，將納入設計原則。 

文化觀光局 

翁順源 

 

一、 有關麻魚寮公園整建部分，該公園屬性

偏向社區公園，非風景區之觀光遊憩據

點，不符觀光局的補助原則，建議轉向

其他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遵照辦理，將改列申請水利署補

助。 

二、 新埤滯洪池植栽，考慮蟲害防治，建議

不要種植刺桐。 

配合辦理，修正報告書。 

環保局 

蘇義雄 

一、 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該場址主

要有社區生活排水，如能將水質改善設

施納入該場址，會有加分效果。 

敬悉。 

水利署 

一、 水環境提報計畫需無用地問題且防洪無

虞，本次提案部分案件涉及台糖、水利

會或私人土地，故有關用地部分請再洽

權管單位研商妥處。 

遵照辦理，設計範圍將控制於公有

土地、已徵收用地，以及目前已由

縣府承租並維護管理之用地範圍，

私人用地部分，已取得土地使用同

意書。 

太保麻魚寮公園水利會用地將持續

與水利會協調討論，續辦用地取得

工作。 

二、 請落實計畫面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問

題，執行前、中、後隨時檢討，依檢討

結果，辦理調整工項。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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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三、 計畫核定後工程預算書請編列「工程生

態保育措施」相關經費。 

遵照辦理。 

四、 請避免大面積裸露或開挖，施工中案件

如有影響生態之疑慮，應先停止施工並

補充調查監測評估，採取必要之補償及

回復措施，待改善後再行復工，無法改

善應考慮取消辦理。 

遵照辦理。 

五、 第三批次提報案件將以 109年可完工案

件為主，相關提案工作項目請再予檢

討。 

遵照辦理。 

六、 貴府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案件資

料，應於貴府網站設置專屬網頁供民眾

查詢，以加強資訊公開。 

遵照辦理。 

七、 民眾參與、NGO、相關關切團體、在地居

民意見，請參採納入計畫書修正。 

遵照辦理，將納入歷次說明會、工

作坊及訪談地方組織意見於報告書

附錄二，並參酌調整提案內容。 

八、 “六腳休憩廊道及水環境營造(延伸

段)”案，現地環境景觀自然，後續相關

工程請保留既有樹木，並採近自然工法

與現地地景融合。 

遵照辦理。 

九、 後續維護管理單位請明確敘明，並請確

認是否可編列例行性維護管理經費，另

可適度推動社區認養，以提升維護品

質。 

遵照辦理。 

十、 新埤滯洪池目前尚在施工中，本次所

報”新埤滯洪池景觀及水環境營造”

案，相關施工界面、期程及辦理工項

等，請再檢討，並以 109年底前完工為

原則修正。 

遵照辦理。將協調滯洪池本體工期

以利介面之銜接。 

十一、 目前所報計畫書係將 6 個案子集中

提報，較難看出計畫亮點，建議以個案

亮點營造方式研擬計畫書，以利後續評

核爭取經費。 

遵照辦理。後續將分別以延續型提

案及地方自提型提案論述，以加強

亮點營造。 

十二、 水質改善為水環境計畫重點項目，

本次所提個案件請再評估是否納入水質

改善項目。 

遵照辦理。目前中埔、布袋兩案已

納入水質改善項目並獲環保署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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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十三、 第三批次提報作業將採兩階段方式

核定計畫，將先要求落實生態檢核作

業，並視落實情形再行核定計畫，故建

議縣府先行邀請相關環團溝通，尤其是

有生態敏感區位案件，應積極溝通協

調，以利後續評核爭取經費。 

遵照辦理。本次提案已陸續完成生

態檢核與民眾參與工作，已納入報

告書內容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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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提報作業南區工作坊 

下午場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一） 

貳、 地點：屏東縣政府南棟 302 會議室 

參、 主持人：李局長宗恩     記錄：涂俊宏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主辦單位報告：略 

柒、 會議意見回覆(嘉義縣) 

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張委員坤城 

1. 嘉義縣各項提案對於 NGO組織、社區大

學、專家學者邀請相當用心，另生態檢

核亦較完善給予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2. 縣府以水系概念進行規劃是不錯之方

式，但在第一、二批次已通過，於第三

批次延伸中又包裹新案，未來在申請

中，如遇未通過將影響過去提案之進

行，建議提出縣市亮點發展優先次序，

在未來實際提案前審慎評估。 

遵照辦理。後續將分別以延續型提

案及地方自提型提案論述，以加強

亮點營造。 

3. 就建築設施部分應盡量符合水環境改善

宗旨。 
遵照辦理，將以減量設計為原則，

避免造成生態擾動。 

4. 部分規劃案現地地層下陷問題嚴重，各

項設施未來管理有沒有疑慮，另濱海植

栽建置不易，規劃團隊宜在設計過程多

加注意。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將透過調整路

面高程、排水系統改善及打設塑鋼

板樁等方式，改善海水滲漏及排水

不良等問題。 

布袋漁港水環境改善經現況調查，

基地位置無排水問題，因此本計畫

以水質改善為重點。 

濱海植栽選種以現地既有樹種為原

則。 

陳委員逸杰 

1. 民雄之森的城鎮之心計畫，若無再尋求

水環境改善計畫的補助，請縣府統籌單

位宜述明。 

遵照辦理，經洽負責單位綜規處，

民雄之森的城鎮之心計畫係以公園

環境改善為主，不申請水環境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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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2. 至於大林慢城門戶計畫，其中有育菁清

水公園、明華濕地、鹿堀溝所涉之水環

境議題，有多少計畫內容被排除，縣府

是否預計由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因應，

宜說明。 

遵照辦理，大林慢城門戶計畫尚待

完成水安全設施，並以公園環境改

善為主，不申請水環境計畫。 

紀委員純眞 

1. 本次各縣市簡報內容，主要仍以第三批

次水環境改善計畫擬提報計畫為主，倘

其中需與其他方案(計畫)跨域整合，建

議各縣市政府具體表列原因與爭點，載

明屬延續、新增或與待協調計畫，以及

其關聯性與優先順序，俾有效檢視其必

要性，提供後續各計畫實質審查參考。 

遵照辦理，以水環境延續性案件或

跨單位整合之計畫為優先排序，並

於報告書第一部份說明。 

2. 另建議經濟部對於水環境改善計畫與其

他方案需整合之子計畫，與相關部會有

一協調處理機制，就類別調整、優先原

則、計畫衝突或避免重複提案等，有原

則處理方式，如有必要再於後續審查提

列討論。 

遵照辦理，擬依案件工程性質，辦

理跨局處整合會議。 

3. 學術與公民團體參與合作，建議邀請嘉

義大學等院校自然資源相關科系師生參

與生態檢核等相關工作，並建立更為長

期的監測，據以為環境改善之重要參

據。 

遵照辦理，與嘉義大學景觀學系合

作，辦理生態檢核相關作業。 

4. 嘉義縣擬提報計畫，多屬具有豐富自然

資源，極具有結合生態與與休閒功能潛

力之提案，有機會營造豐富多樣的水域

濕地亮點，惟因需配套處理交通問題、

環境整理等，方能在短期間聚焦呈現示

範案例的效果。建議擇要排定優先順

序，以可確實解決並整合中央地方資源

者，集中規劃執行重點，透過生態景觀

經營與生活文化的結合，營創為之一

亮、熱門休閒選擇的好據點。 

遵照辦理。後續將分別以延續型提

案及地方自提型提案論述，分為

「新埤滯洪池水環境改善計畫」及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

境改善計畫」，以加強亮點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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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王委員立人 

1. 提案計畫之簡報，於第二梯次有三

個工程已在施工中，建議補充說明

預定完成日期及預算執行率，新埤

滯洪池規劃設計的執行狀況。 

水環境第二批次核定工程已於 107

年 12 月 23 日決標，108 年 1 月 8

日開工，預計 108 年底完工。新埤

滯洪池池體工程執行中，滯洪池景

觀及水環境營造已於第二批次核定

規畫設計費用，現正納入第三批次

提案。 

2. 縣政府提案簡報之原則性予以肯

定，但建議提案說明仍應放在個案

之內容說明及工程提案排序，尤其

是首長施政考量，請在提案文件或

評估表內容顯現。 

遵照辦理，以水環境延續性案件或

跨單位整合之計畫為優先排序。 

3. 各提案請補充敘明是否已完成規劃

設計，建議相關期程亦應在計畫內

容敘明。 

於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書 P.9

及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書 P.15 說明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

執行情形。 

4. 工程預算之編列，請在計畫案(係

指執行個案)應敘明工程範圍面

積，及依工程會規定，直接工程

費、間接工程費、管理費等內容之

敘明，避免一個計畫案含括好幾個

工程案。 

遵照辦理，請詳報告書各案分項工

程明細表。 

5. 各提案之土地使用範圍，是否已取

得同意書，民眾說明會民眾參與在

個案之認同度，管理維護計畫。 

遵照辦理，各提案之土地使用範圍

若非公有地，已請各公所等單位協

助協調取得同意書；民眾說明會之

相關資料請參考附件。 

行政院環保署水保

處 

陳啟仁 

1.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鹽管溝排

水水質改善（水質淨化設施）有關本案

水質改善策略，本署於 107年 12 月 5日

邀集貴單位協商第三批提案之內容，未

見修正至計畫書內。請說明 P.73提出之

4 種改善策略是否有進一步之考量。 

於 108 年 3 月 8 日拜訪洲南鹽場，

詢問曬鹽相關執行細節。由於曬鹽

人力需求大，且曝曬流程隨氣候有

所變化等管理維護困難因素，故將

設計策略調整為沉澱、氧化塘、雨

水回收池等淨化流程，配置於既有

魚塭水池中，以改善水質。後續擬

安排與相關專家學者討論其淨化的

可行性與效益。 

2. 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赤蘭

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無意見。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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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行政院漁業署 

溫博文 

1.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各工項對應部

會，建議予以明列。 

遵照辦理，對應部會請詳附件六。 

2. 東石漁港排水改善請注意排水方向，除

避免淹水外，應考量排入港區是否造成

港城水質污染。 

遵照辦理，將於設計階段納入考

量。 

3. 東石魚市場污水收集後之處理方式，請

補充說明。 

魚市場污水收集後將排放至水利處

排水系統。 

4. 布袋漁港增設空堤以增泊位，其用途是

否合於水環境改善計畫之規定，建請予

以考量。 

遵照辦理，將持續與民眾討論，並

於設計階段納入考量。 

交通部觀光局 

楊規劃師文龍 

一、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1. 因位於本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經

管範圍，有關觀光建設請逕洽該處。 

遵照辦理。 

2. 漁港及海堤皆有專法專管，宜請中央相

關單位協助。 

遵照辦理。 

二、 「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及「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

畫」要本局支持，惟皆於排水流域旁進

行美化或公園化，且非觀光或遊憩景

點，對應單位不宜列入「交通部觀光

局」。 

「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

畫」及「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

改善計畫」周邊皆有豐富的在地文

化資源，具發展觀光或遊憩景點潛

力，補充相關說於報告書中。 

林務局嘉義林管處 

汪技士琮瑋 

1. 林務局目前正推行建置「國土生態綠色

網絡」，水環境雖注重在水域的治理，

但水域同時也是重要的生態藍帶及廊

道，而沿岸也是有許多空間宜進行一體

性的綠化，也請縣府可考慮河流沿岸，

甚至是臨近閒置的公有土地進行「生態

造林」，如此串連起來可形成對野生動

物友善的網絡。 

遵照辦理。 

2. 林務局也負責國有林的集水區治理及治

水防洪工程，而一條河的上下游是一體

的，故若水環境相關工程著臨近國有林

地，還是請注意橫向的溝通。 

遵照辦理，目前提報案件並無鄰近

國有林地。 

經濟部水利署 
1. 各分項案件對應部會宜對應清楚，對應

之經費額度亦應載明。 

遵照辦理，修正對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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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顏簡任正工程司宏

哲 

2. 水質不佳部分，應優先改善或併辦改

善。 

遵照辦理。 

3. 既有設施改善部分，應力求工程減量，

能留用部分儘量留用，並使用透水鋪

面，既有喬木建議儘量保留。 

遵照辦理，依此原則規畫設計。 

4. 後續維護管理經費由縣府自籌，請補充

說明各計畫維護管理組織與經費來源。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維護管理策略

於報告書第六章。 

5. 簡報內容與時間應更精準掌握。 感謝委員指點。 

6. 所擬部分整體計畫規模過於龐大(例嘉義

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

畫)，計畫績效難以掌握呈現。 

遵照辦理。後續將分別以延續型提

案及地方自提型提案論述，分為

「新埤滯洪池水環境改善計畫」及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

境改善計畫」，以加強亮點營造。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

河川局 

許錫鍾 

1. 計畫中主要在打造水岸風貌，建議可增

加改善水質污染工作及加強活絡在地文

化之說明。 

遵照辦理，補充相關說明。 

2. 計畫未具後續維護管理之說明，建議增

加維護管理方式及經費來源。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維護管理策略

於報告書第六章。 

結論 
一、 各縣市提報案件，請依本工作坊各委員及各相關單位意見修正計畫。 

二、 二、修正後之計畫書請依規定時程逕送轄區河川局辦理評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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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政府第 3 梯次提報案件 

評分委員會議紀錄 
 

壹、審查時間：民國 108 年 4 月 3 日 

貳、審查地點：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後棟 2 樓） 

參、主持人：陳局長中憲                記錄：吳嘉偉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發言者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林委員連山 

一、嘉義縣第 1、2 批次之執行效果佳，

唯提報四件均自評 89分。 

感謝委員肯定，四件計畫期望能爭取中央補助，

優先順序以工作明細表呈現。 

二、嘉義縣沿海水環境計畫 

1.請確認二個子計畫均非位於相關濕地保

護區域林班地範圍而可以即時執行。 

遵照辦理，經與營建署環境敏感區圖資套疊，計

畫位置均非位於相關濕地保護區域範圍，周邊濕

地範圍詳第二部分-壹-二-(五)及第二部分-貳-二

-(六)。 

2.東石漁港目前已具有一定規模，本計畫

又列 1.59億元之緣由請說明。 

東石漁港內包含文觀局 BOT經營之東石漁人碼頭

及漁業處管理之漁港作業區。然而本次提案之漁

港作業區現況老舊、道路硬體及觀光相關設施缺

乏修繕、區內排水不良、區內餐飲商店街招商狀

況不佳。透過整合現有資源，清楚盤點現況問

題，重點式進行改善，與漁人碼頭觀光串聯，加

值整體工程效益。 

3.計畫區有黑面琵鷺等保育類動物未知有

無邀請鳥會參與？ 

感謝提醒，工址位於漁港區，漁港內部工程不影

響周邊生態環境。本計畫於於 107.09邀請荒野保

護協會參與生態檢核討論會。 

三、新埤滯洪池水環境計畫 

1.實施範圍經調查有環頸雉、黑翅鳶、燕

鷗、雨傘節、草蜥等珍稀動物有具體的保

育對策。 

工址位於新埤滯洪池池體工程範圍內，本計畫期

許以補償策略，針對防洪工程影響之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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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棲地復育。 

2.工區內的私有土地應有解決對策。 

工址位於新埤滯洪池池體工程範圍內已徵收之公

有土地，無用地取得問題。後續設計階段將再度

與台糖、水利單位會勘並確認工程範圍。 

3.雖與在地 NGO 團體邑米社區合作但宜針

對特定物種，邀請相關領域人員參與意見

如六腳休憩廊道的植物保護作為。 

遵照辦理，配合規劃設計進度，邀請嘉義大學景

觀學系、森林學系、土木學系、生物學系等教授

及生態學會等，舉辦生態檢核討論會、參與現

勘，持續聽取專家意見調整設計內容。 

四、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區內有諸羅樹蛙、斑龜等珍稀動物，應

有迴避、縮小等作為。 

工址選擇既有人為活動區為主，採用生態工法及

低衝擊開發等手法；避免干擾現有生物棲地，並

強化其生態營造，已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為目

標。 

2.請說明公民參與有沒有邀請 NGO或相關

團體參與？ 

遵照辦理，本計畫除了於 108.3.9 與邑米社區大學

合作辦理民眾參與工作坊，近 40 名河川巡守隊志

工及社區大學學員、居民出席簡報討論及基地走

讀活動，並與船仔頭文教基金會(108.3.9)、布袋嘴

文教基金會(108.3.6~108.3.7)等在地 NGO 組織交

流討論，相關資訊以補充於報告書附錄。 

張委員皇珍 

一、嘉義縣符合地方創生第一優先的鄉鎮

有東石、布袋、大埔及阿里山。本次會議

嘉義縣政府提出的水環境改善計畫其中有

公園、景觀、社區..等等相關工作項目，

建議應融入鄉鎮地方特色的 DNA、文化。

未來地方發展才有整體性。 

遵照辦理，東石漁港及布袋港皆以在地漁業鹽業

文化為主題，進行環境規劃設計。並於 107.4 及

107.7 分別舉辦在地民眾說明會，透過與漁會和在

地居民交流，促進環境關懷，有助於未來維護管

理的執行。 

二、在民眾參與操作部分，對於工作坊、

說明會等地方人士、民眾的建議及反對意

見，如何回應及處理？另外在資訊公開部

分亦應在縣府的社群如 FB、LIN@或網站

揭露。 

針對民眾的意見積極討論回應，並持續調整設計

內容。如東石漁港魚市場規劃與漁民討論後，以

魚籃取代平台放置漁貨，保持清潔同時不影響運

貨作業。 

嘉義縣水環境資訊於嘉義縣政府水利處網站公開

外，社區大學臉書社團也有工程執行之現況資

訊。 

三、對應觀光局的水環境計畫，在規劃設

計上，應在休閒觀光效益或目標，最好要

亮點。 

遵照辦理，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以

翻轉後巷為主題進行環境規劃，創造跨鄉之水岸

綠地，將成為社區亮點；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

境改善計畫則以獨特的地理位置，結合廟宇及農

田水利，發展環教育，並吸引周邊鄰近產業區人

口聚集，提升觀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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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委員駿明 

一、嘉義縣所提沿海水環境改善計畫，因

鹽業沒落及漁撈資源匱乏，無法保住吸收

大量人潮繁榮地方僅注意地景改善，增設

遊憩設施，期待風華再現若無創新作法，

恐無法成功，建議鼓勵發展海水養殖事業

策略，並結合東石瀉湖、外傘頂洲、鰲鼓

溼地及北港溪、朴子溪河口溼地等豐富自

然風貌辦理生態之旅，可能效果會更好。 

遵照辦理，將東石瀉湖、外傘頂洲、鰲鼓溼地及

北港溪、朴子溪河口溼地等資源一併納入遊程規

劃。 

二、布袋右岸海堤重建休憩觀景(鹽田)廊

道，採用抗鹽蝕材料、形式儘量簡單，一

定間隔才設觀景台乙處，原渠道化鹽館溝

排水、拆單邊側牆採複式斷面，以營造水

生植物帶，為豐富植被，請就為當地原生

種、潮漲潮退水位變化或採用緩坡自然調

整，以營造複層式植生綠化。 

遵照辦理，於設計階段納入考量。 

三、新埤滯洪池租用台糖土地，因糖業沒

落而轉形未耕作土地，請溝通業者同意將

鐵軌鋪面拆除，以恢復自然原始風貌，減

少人為侵入性干擾，以利珍貴稀有保育類

野生動物(二級)環頸雉、黑翅鳶、燕鷗等

繁延，若需解說糖業（種甘蔗插秧）文

化，可保留部分，以利解說。 

本計畫工址位於新埤滯洪池池體工程範圍內，以

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並復育生態棲地為規劃原

則，周邊台糖土地及鐵軌不在本次規劃範圍內。

後續設計階段將與台糖公司協調工程介面，可建

議恢復自然構想供參，並納入解說系統。 

 四、六腳親水廊道，除邊坡改採近自然砌

石工法施設外，河中請建立深水河槽，除

可控制雜草生長面積，水流流動可減臭，

並利水中生物棲息。 

溪厝排水主要功能為大雨排水，無固定水源補

給。參考委員意見，後續將於設計基段納入考

量。 

王委員立人 

一、嘉義縣於第一批次之執行效率予以肯

定，但建議本次提案的整合在縣府之最高

成層級為何(請提供佐證資料)，另雖提案

四大案，但各大案有 2-4個子計畫，但子

計畫又有 3-9項的次子計畫，請考量如何

管控執行效率及品質，次子計畫的工程項

目是否整合成一件工程應做更明確的資訊

呈現，包括民眾參與，生態評估，工作期

程等項目。 

嘉義縣水環境提案整合最高層級為縣長，計畫執

行受歷屆縣長關注，於 107.04.23 向張前縣長簡

報，並於 108.03.09向翁縣長簡報本計畫內容。 

發包作業原則以各子計畫為單位。第二批次案件

考量規模及管理，將三子計畫合併以最有利標發

包，以徵選業績較佳之廠商。後續也將視核定計

畫之規模，採有效管理之方式辦理。 

二、民眾參與不僅在列舉說明會的場次，

更應整理民眾的回應意見在計畫案敘述內

容。 

遵照辦理，計畫書內皆有詳細記錄民眾之提問與

意見，請詳附錄八~十公民參與工作坊之會議紀

錄。 

三、提案之內容如有涉及水質改善之目

標，建議應明確敘述預定改善之數值，尤

其是利用水生植物或滯洪池、濕地淨化、

可應說明淨化的粗估值及未來水體的等

級，另配合管理維護計畫之擬辦。 

遵照辦理，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水質改善

推算詳第二部分-貳-五-(二)。 

四、生態評估有些有珍稀動物但如何反映

在規範設計準則應補強或者區化生態核心

區緩衝區在設計規範內容的考量，尤其是

如何運用棲地觀念與動植物特性的規劃更

與維管強結合考量 

遵照辦理，優先採取迴避策略，計畫皆以不影響

周邊生態環境並復育生態棲地為規劃原則。以減

輕策略提出工程設計，採易維護管理鋪面材質及

植栽種類，降低後續管理成本，促進環境永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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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盡量縮小工程範圍，將綠化面積最大化作為

目標，全數保留現地植栽，並種植植栽補償工程

影響之棲地環境。 

五、計畫案工項費用之編列內容單價有部

分偏高另屬於設備範圍是否屬補助範圍，

例如東石漁港案之停車場綠美化商店街鋪

面改善魚市場改善之設備。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經與漁業署討論，已所

減工項內容，後續將持續與漁業署確認補助範

圍。 

漁港現況有海水滲漏問題，商店街前鋪面改善工

程將一併改善排水環境。 

水利署 

顏簡任 

正工程司宏哲 

一、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案 

1.水環境改善計畫規定提報案件必須無安

全之虞，惟依計畫書列有拓寬排水道工作

項目，請說明是否違背計畫前開原則。 

鹽管溝河堤改善工程拆單邊側牆，採複式斷面，

以營造水生植物帶。修改於報告書第二部分-貳-

五-(二) 

2.人行景觀步道一項提列經費 9269萬元

其必要性請補充說明。 

遵照辦理，將在檢視單價合理性。布袋南堤未來

工廠將遷移，遷移後之空間有潛力營造成為堤岸

休憩平台，另長期規劃建議可納入周邊步行空間

一併規劃，提升整體發展。 

3.用地取得情形，請補充說明。 
設計範圍皆位於公有地，無用地取得問題，已修

正於計畫書第二部分-貳-二-(七) 

二、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書：

用地取得與民眾占用排除部份，請補充說

明。 

設計範圍皆位於公有地，遭佔用之公有地已與鄉

公所協調，無用地取得問題。已修正於計畫書可

行用地調查。 

三、工程設施宜減量，宜儘量採用透水性

鋪面，生態調查資料應融入工程設計中並

提出因應方案。 

遵照辦理，於後續設計階段納入考量。 

環保署 

王技正建東 

一、本署支持「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

造-鹽館溝排水水質改善（水直淨化設

施）及「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BMPS工

程等 2案規劃設計」。 

敬悉。 

交通部觀光局  

陳奕威 

一、有關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改善工程

計劃，其中太保市麻魚寮及鹿草鄉鴨母寮

等地打造休憩據點，惟前 2案都屬於較地

方性的休憩據點，周邊也缺乏觀光景區，

亦不是嘉義縣政府觀光單位推動重點，如

上開 2案計畫重點為推動發展觀光，建議

應先以活化在地産業為主，其次才是水質

及景觀改善。 

遵照辦理，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以

翻轉後巷為主題進行環境規劃，創造跨鄉之水岸

綠地，將成為社區亮點；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

境改善計畫則以獨特的地理位置，結合廟宇及農

田水利，發展環教育，並吸引周邊鄰近產業區人

口聚集，提升觀光效益。 

二、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缺

乏觀光效益應請補充。 

遵照辦理，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以

翻轉後巷為主題進行環境規劃，創造跨鄉之水岸

綠地，吸引周邊鄰近馬稠後工業區人口，提升觀

光效益。 

一、東石漁港水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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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 

溫博文 

1.請補充改善本漁港水環境後之效益評估

量化。預估效益亦請分案呈現，以利檢

核。 

遵照辦理，調整於計畫書第二部分-陸-二。 

2.道路路面加高是否影響周邊排水效益或

反造成周邊土地淹水，請再予以整體評

估。 

區內整體排水皆與水利處排水系統銜接，優化環

境。 

3.漁市場環境工項 4消毒清潔相關設備，

以及工項 5漁貨不落體販售設施雖屬漁業

署政策之一，但請對應水環境改善計畫原

則，以避免爭議。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經與漁業署討論，已所

減工項內容，後續將持續與漁業署確認補助範

圍。 

4.塑鋼板樁工項費用，建請核定估訪價。

道路舖面刨除之有價料後續建請考量。 

遵照辦理，後續於設計階段建議設計單位進行訪

價作業。 

5.太陽能棚架之用途為何？請補充說明。 
考量停車場遮陰問題，設置太陽能棚架，以達到

綠能低碳的永續環境。 

二、布袋港水環境營造 

1.塩管溝排水排入布袋港之水質，請核於

相關排水水質規範，以避免污染布袋港海

域水質。 

遵照辦理，於後續設計階段納入考量。 

2.第三碼頭建設突堤增加泊位以及增設冰

櫃，卸漁機等設施，請對應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原則，以避免爭議。 

遵照辦理，策略後續建議納入長期規劃。 

結論 

一、本次經評分委員會議彙整評分結果附件 1，後續由本局提報經濟部水利署彙辦依優先順

序核辦。 

二、本工程範圍經縣府確認無防洪疑慮及用地問題，且工程可於 109 年底完成發包，如未能

於 109 年底發包時同意取消補助。 

三、本工程建議於本批次同意辦理，各委員意見詳如本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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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生態檢核自評表-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嘉義沿海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東石海岸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 紀錄日期 108.01.03 

工程期程 108.10～109.12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159,581 

基地位置 行政區：_嘉義 縣_東石__鄉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東石漁港早期以傳統漁業漁港功能為主，近年來融入觀光遊憩元素，陸續建立漁人碼頭等親水、綠美化及遊憩設施，逐漸轉型為結合漁業觀光之多元

化漁港。惟港區因地層下陷、海浪淘刷及結構老舊等因素，整體環境已有改善必要，後續藉由專業的規劃、提供具體的改善方案。 

工程概要 

1. 環港道路改善工程 

2. 區內道路及排水改善工程 

3. 地景公園改善工程 

4. 魚市場環境改善 

5.停車場綠美化建置 

6.中央景觀台改善工程 

7.商店街前鋪面改善工程 

8.親子戲水區防水改善工程 

預期效益 

1. 親水：結合景觀步道及觀景點改善，落實親水環境。 

2. 生態：整理作業區東側綠地，打造生態空間。 

3. 安全：改善排水問題，提昇環境安全。 

4. 活力：創造觀光話題並結合周邊資源，促進地方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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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東石潟湖、朴子溪河口溼地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1)東石海域為貝類重要養殖區，底棲生動物種類約 73種以上。而此區架設之蚵架提供紅嘴鷗、黑嘴鷗等鷗科棲息。 

(2) 朴子溪出海口由灘地和紅樹林組成，以海岸無脊椎動物最多，如招潮蟹、彈塗魚、螺類、腹足類等。此區共有 179種鳥

類，其中以紅嘴鷗為大宗，其次是雁鴨科的小水鴨、尖尾鴨、赤頸鴨、琵嘴鴨等。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工址位於漁港區，且漁港內部工程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農業處漁業科及漁會召開會議，後續將會舉辦地方民眾說明會，廣納民眾意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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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辦理民眾說明會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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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資料來源：嘉義縣 106 年度東石海岸濕地背景環境生物監測及生態保育行動計畫，嘉義縣政府，105.12。 

附件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東石漁港拍攝) 工程設施照片(既有人行設施) 工程設施照片(既有人行設施)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 附 40 - 

 

附錄三、生態檢核自評表-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嘉義沿海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朴子溪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設計單位 招標辦理中 紀錄日期 108.01.03 

工程期程 108.10～109.12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291,442 

基地位置 行政區：_嘉義 縣_布袋 鎮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布袋漁港應結合自身擁有的產業活動資源，深化在地特色；並發揮區位優勢，串連周邊多樣的自然、人文空間，營造舒適宜人的遊憩空間，同時強化觀

光吸引力。本計畫提出空間發展構想，包括七大分區，分別為「商港娛樂區」、「漁筏停泊區」、「水質淨化區」、「活動水域區」、「鹽業文化區」、「地方文

史區」、「溼地生態區」，並以上海路為主要軸線，串聯各分區及布袋南堤，完善整體動線規劃。 

工程概要 

1. 鹽管溝排水鹽田主題活動區：運用廢棄鹽田規劃生態體驗區，豐富在地活動體驗，呼應鹽山的空間意象。回復周邊鹽鐵鐵軌意象營造地景，強化觀
光與在地文化的結合。 

2. 鹽管溝排水生態鹽田鹽鐵地景區：將鹽鐵路徑轉化成體驗路徑，並將舊時鹽鐵工作站作為教育解說的服務站點，重現鹽鐵與產業工作的空間，深化
鹽田觀光及教育的獨特主題性。 

3. 鹽管溝排水社區生活區：於鹽管溝排水水岸，透過步行空間設計、休憩節點空間規劃、矮牆型式改變等策略，強化社區與鹽管溝排水的互動模式。 

4. 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為促進整區活動發展，串連東西兩側景觀，將透過增設堤上步道及既有步道改善等方式，提升在地休閒遊憩功能。 

5. 布袋南堤環境營造：結合堤防步道改善工程與沿岸水環境營造，改善既有步道舖片及南岸堤岸優化，串聯第一漁港及觀光魚市，將行人帶入布袋南
堤遊賞漁港景色。 

6. 漁港景觀風貌改善策略：可將第一碼頭、第二碼頭之漁船遷移至第三碼頭，並結合周邊觀光資源，加入遊艇、帆船等水上活動，使觀光遊憩功能更
多元 

7. 鹽管溝排水水質改善：將於菜脯業者分佈最密集之見龍里，內田抽水站西北側國有地作為菜脯廢液處理廠位址。透過流水迴流稀釋、接觸曝氣等生
物處理系統，及設置耐鹽溼地之水質淨化手法，改善水質現況。 

預期效益 本計畫將建設嘉義海岸景觀營造及棲地營造，增設休憩設施。除了打造親水空間外，更營造景觀綠美化、親水遊憩、寓教於樂的環境教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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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3.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4.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

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好美寮溼地及布袋鹽田濕地，保育類物種共有 7 種，包含保育類Ⅰ級（瀕臨絕種）黑面琵鷺、白琵鷺；Ⅱ級（珍貴稀有）魚

鷹、紅隼、黑嘴鷗、小燕鷗，以及Ⅲ級（其他應予保育）紅尾伯勞等。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工址位於布袋港，南側緊鄰好美寮溼地及布袋鹽田濕地，。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本計畫位置未包含溼地範圍，將不影響前述兩大溼地生態。根據環境生物監測與調查研究顯示，好美寮溼地及布袋鹽田濕地可

能出現之生態物種說明如下。 

1.魚類：魚類約有 19 科 23 種，其中以慈鯛科的吳郭魚數量最多。 

2.鳥類：鳥類約有 51 種，數量較多的科種為鷸科及鴴科。其中保育類物種共有 7 種，包含保育類Ⅰ級（瀕臨絕種）黑面琵鷺、

白琵鷺；Ⅱ級（珍貴稀有）魚鷹、紅隼、黑嘴鷗、小燕鷗，以及Ⅲ級（其他應予保育）紅尾伯勞等。 

3.植物：多為鹽田及潮溝邊常見的耐鹽植物，鮮少喬木。以多年生禾本科、莎草科和菊科等植物為主，如鹽地鼠尾粟、海馬

齒、裸花鹼蓬、海雀稗等海濱植物，分佈於鹽田、溝渠旁。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針對周邊雖以人為使用區域為主，但本工程仍會持續關注周邊生態狀況及是否有需保全對象之出現，且均將採生態保全策略為

主。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本計畫將結合堤防步道改善工程與沿岸的水環境營造，及周邊高跟鞋教堂、海岸自行車道、布袋港水產物流專區等資源，在工程

輕量化之原則下，打造生態、產業、觀光體驗共存共享的觀光遊憩景點。 

  □否：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

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各據點之環境營造，均將先調查是否有關注物種或重要棲地之確實分布，落實研擬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提出對環境最

少衝擊之工程配置方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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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

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後續將會舉辦地方民眾說明會，廣納民眾意見。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後續將辦理民眾說明會、縣府新聞稿公開資訊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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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附件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 

  
 

水岸及護坡 水岸及護坡 水岸及護坡 



 附-44 

 

附錄四、自主查核表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自主查核表                日期：108/01/03 ver3. 

整體計畫案名 嘉義沿海水環境改善計畫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 

1.整體計畫 ■正確   □應修正 
整體計畫案名應確認一致及其內容應符合「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目標、原則、適用範圍及無用地問題。 

2.整體工作計畫書格式 ■正確   □應修正    

本工作計畫書一律以「Ａ４直式橫書」裝訂製作，封面應
書寫整體計畫名稱、申請執行機關、年度月份，內頁標明
章節目錄、章節名稱、頁碼，附錄並須檢附工作明細表、
自主查核表、計畫評分表等及內文相關附件。 

3.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整體計畫範圍、實施地點，並以 1/25000 經建版地圖
及 1/5000 航空照片圖標示基地範圍與周邊地區現況。 

4.現況環境概述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整體計畫基地現況及鄰近區域景觀、重要景點及人
文社經環境情形、地方未來發展規劃內容及生態、水質環
境現況。 

5.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完整   □應修正 

確認府內審查會議之建議事項、用地取得情形、生態檢核
辦理情形及相應之環境友善策略、召開工作說明會或公
聽會等公民參與情形、資訊公開方式等項目及府內推動
重視度(如督導考核辦理情形)等項目 

6.提報案件內容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本次申請整體計畫之內容、動機、目的、擬達成願景
目標、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已核定案件執行情
形、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等內容 

7.計畫經費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提案計畫之經費來源、需求，並述明各中央主管機關
補助及地方政府分擔款金額，及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8.計畫期程 ■完整   □應修正    
確認用地取得情形及各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發包、完
工期程等重要時間點，以一甘特圖型式表示預定執行進
度。 

9.計畫可行性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提案分項案件相關可行性評估，例如：工程可行性、
財務可行性、土地使用可行性、環境影響可行性等，請檢
附相關佐證資料。 

10.預期成果及效益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提案分項案件預期成果及效益，例如：生態、景觀、
水質改善程度、環境改善面積(公頃)、觀光人口數、產業
發展…等相關質化、量化敘述 

11.營運管理計畫 ■完整   □應修正    
確認內容包括具體維護管理計畫、明確資源投入情形、營
運管理組織、或已推動地方認養。 

12.得獎經歷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核定案件參加國際競賽或國內中央單位舉行之相關
競賽項目、內容、成績。 

13.附錄 ■完整   □應修正 檢附上開各項目相關佐證資料 

檢核人員：嘉義縣政府水利處       機關局(處)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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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計畫評分表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計畫評分表         ver3. 

整體計畫名稱 嘉義縣沿海水環境改善計畫 提報縣市 嘉義縣 

分項案件 
名稱 (1)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2)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經費(千元) 159,581 291,442 

所需經費 
計畫總經費：451,023 千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補助：405,921 千元，地方政府
自籌分擔款：45,102 千元) 

項

次 

評比 

項目 
評比因子 

佔

分 

整體計
畫工作

計畫書
索引 

評分 

地方政
府自評 

河川局

評分會
議評分 

一 

計畫

內容
評分 
(77分) 

整
體
計
畫
相
關
性 

(一) 

計畫總體規
劃完善性 

(7 分)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現況環境概

述、前置作業辦理進度、分項案件、

計畫經費、計畫期程、可行性、預期

成果、維護管理計畫、及辦理計畫生

態檢核、公民參與、資訊公開情形及

相關檢附文件完整性等，佔分 7 分。 

7 
詳整體計

畫書 
7  

(二) 

計畫延續性 

(8 分) 

提案分項案件與已核定整體計畫之關

聯性高者，評予 8 分，關聯性低者自

3 分酌降。 

8 
詳第一部

分陸、四 
8  

環
境
生
態
景
觀
關
聯
性 

(三) 

具生態復育
及生態棲地
營造功能性 

(8 分) 

(1) 整體計畫生態檢核工作完善者，

佔分 4 分。 

(2) 全部提案分項案件內容已融入生

態復育及棲地營造者，佔分 4

分。 

8 

詳第二部

分-壹-一-

(五)、-三

-(一)、附

錄二 

8  

(四) 

水質良好或
計畫改善部
分 (7 分) 

計畫區域屬水質良好(依環保署相關

評定標準認定)、或已納入計畫改善

者、或已具有相關水質改善設施者，

評予 7 分。其他狀況自 3 分酌降。 

7 

詳第二部

分-貳-二-

(四) 

7  

(五) 

採用對環境
友善之工法

或措施(8 分) 

包括低衝擊開發、生態工法、透水性

材質、減少人工舖面使用等對環境生

態友善工法或措施，佔分 8 分。 

8 

詳第二部

分-壹-五

及第二部

分-貳-五 

8  

(六) 

水環境改善
效益 

(8 分) 

具水質改善效益、漁業環境活化、休

閒遊憩空間營造、生態維護、環境教

育規劃、整體水環境改善效益顯著，

佔分 8 分。 

8 
詳第二部

分-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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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認
同
性 

(七) 

公民參與及
民眾認同度 

(8 分) 

已召開工作說明會、公聽會或工作坊

等，計畫內容獲多數 NGO 團體、民

眾認同支持，佔分 8 分。 

8 
附錄八~

十 
8  

(續) (續) 

重
視
度
及
執
行
成
效
性 

(八) 

地方政府發
展重點區域 

(5 分) 

未來該區域地方政府已列為如人文、

產業、觀光遊憩、環境教育等相關重

點發展規劃，佔分 5 分。 

5 
詳第一部

分 
5  

(九) 

計畫執行進
度績效 

(8 分) 

(1) 第一批次核定分項案件於 107 年

底全數完工者，評予 3 分。 

(2) 第二批次核定分項案件於 107 年

底全數發包者，評予 5 分。 

其餘部分完成者視情況酌予評分。 

8 
詳第一部

分-陸-三 
  

重
要
政

策
推
動
性 

(十) 

計畫納入「逕

流分攤、出流
管制」實質內
容(10 分) 

提案計畫納入「逕流分攤、出流管

制」精神及具體措施者，佔分 10

分。 

10 

詳第二部

分-壹-五

及第二部

分-貳-五 

10  

二 

計畫
內容
加分 
(23分) 

(十一) 

營運管理計畫完
整性(5 分) 

已有營運管理組織及具體維護管理計

畫、明確資源投入者，最高加分 5

分。 

5 
詳第二部

分-伍 
5  

三 

(十二) 

規劃設計執行度 

(3 分) 

提案分項案件已完成規劃及設計者，

最高加分 3 分。 
3 

詳第一部

分-陸-三 
3  

四 

(十三) 
地方政府推動重
視度(7 分) 

已訂定督導考核機制，並由秘書長以

上層級長官實際辦理相關督導(檢附

佐證資料)者，予以加分 7 分。 

7 附錄七 7 

 

五 

(十四) 
環境生態友善度 

(5 分) 

計畫具下列任一項：(1)經詳實生態檢

核作業，確認非屬生態敏感區、(2)設

計內容已納入相關透水鋪面設計、(3)

已採取完善水質管制計畫、監測計

畫，最高加分 5 分。 

5 

詳第二部

分-壹-五

及第二部

分-貳-五 

5 

 

六 

(十五) 
得獎經歷 

(3 分) 

核定案件參加國際競賽或國內中央官

方單位舉行相關競賽，獲獎項者，最

高加分 3 分。 

3  0 

 

 合計  89  

 

【提報作業階段】    縣（市）政府   機關局(處)首長：            (核章)

【評分作業階段】水利署第   河川局    評分委員：                     

備註 1：以上各評分要項，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納入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供參 
備註 2：上表各項分數合計 100分，惟其中第一項(九)僅由河川局評分會議辦理評分，故地方政府自

評分數欄位總分為 92分。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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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工作明細表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政府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明細表                     ver.3 

日期：108/04/15 

優

先

順

序 

縣

市

別 

鄉

鎮

市

區 

整

體

計

畫

名

稱 

分項案件

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對

應 

部

會 

用地取得情

形：(已取得以代

號表示，如待取得

請逕填年/月) 

A：已取得 

B：待取得，預計

完成時間：年/月 

預計

辦理

期程
(年/月~

年/月) 

總工程費(單位：千元) 

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總計(A)+(B)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小計 

108 年度 109 年度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小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合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1 

嘉

義

縣 

東

石

鄉

、 

布

袋

鎮 

嘉義

沿海

水環

境改

善計

畫 

東石漁港

水環境改

善計畫 

1. 環港親水步道改善工程 

2. 既有人行道環境優化工程 

3. 地景公園改善工程 

4. 魚市場環境改善 

5. 道路鋪面及排水改善工程 

6. 停車場綠美化建置 

7. 中央景觀台改善工程 

8. 商店街前鋪面改善工程 

9. 親子戲水區改善工程 

漁

業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13,648  1,516 15,164  43,325  4,814  48,139  86,650  9,628  96,278  129,975  14,442  144,417  143,623  15,958  159,581  

2 

布袋港風

華再現水

環境營造 

1. 鹽管溝排水鹽田主題活動區 

2. 鹽管溝排水生態鹽田鹽鐵地景區 

3. 鹽管溝排水社區生活區 

4. 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 

5. 布袋南堤環境營造 

6. 漁港景觀風貌改善策略 

水

利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8,409  934 9,343  124,802  13,867  138,669  124,801  13,867  138,668  249,603  27,734  277,337  

262,298  29,144  291,442  

7. 鹽管溝排水水質改善(水質淨化

設施) 

環

保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4,286  476  4,762  42,433    4,715  47,148  42,433  4,715  47,148  84,865  9,430  94,295  

3 

嘉

義

縣 

六

腳

鄉 

新埤

滯洪

池水

環境

改善

計畫 

新埤滯洪

池水環境

營造 

1.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 

2.水文化地景工程 

3.入口景觀環境工程 

4.植被過濾帶景觀工程 

水

利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0  0  - 15,355  1,706  17,061  15,355  1,706  17,061  30,710  3,412  34,122  30,710  3,412  34,122  

4  

六腳休憩

廊道及水

環境營造

(延伸段) 

1.親水廊道堤岸改善工程 

2.親水廊道景觀綠化工程 

3.親水行道景觀設施工程 

水

利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3,069  340  3,409  18,819  2,091  20,910  18,819  2,091  20,910  37,638  4,182  41,820  40,707  4,522  45,229  

5 

嘉

義

縣 

大

埔

鄉 

大埔

鄉水

質改

善建

設計

畫 

既設污水

管整建工

程第一標 

區段翻修：1208.8m 

管線更新：1401.2m 

營

建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2,989  61  3,050  28,511  582  29,093  18,997  388  19,385  47,508  970  48,478  50,497  1,031  51,528  

截流系統

工程 

截水井：27 處 

電動調節閘門：27 座 

截流管線：1614m 

2,568  52  2,620  40,756  832  41,588  0  0  0 40,756  832  41,588  43,324  884  44,208  

水資源回

收中心工

程 

水資源回收中心 1 座 

(約 700CMD) 
5,243 107 5,350 16,602  338     16,940  66,404 1,356 67,760  83,006  1,694  84,700  88,249  1,801  9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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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嘉

義

縣 

鹿

草

鄉

、  

中

埔

鄉

、 

番

路

鄉

、 

水

上

鄉

、 

太

保

市 

八掌

溪水

及朴

子溪

水環

境改

善計

畫 

太保市麻

魚寮公園

水環境改

善計畫 

1. 河岸漫步道 

2. 三角綠洲景觀營造 

3. 農田水路藍帶營造 

4. 人行通廊 

觀

光

局 

A：已取得 
108.1-

109.12 
1,136 126 1,262 11,166 1,240 12,406 11,167 1,240 12,407 22,333 2,480 24,813 23,469 2,606 26,075 

7 

鹿草鄉鴨

母寮排水

水環境改

善計畫 

1.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 

2.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 

3.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 

觀

光

局 

A：已取得 
108.1-

109.12 
2,958  328  3,286  15,635  1,737  17,372  15,635  1,737  17,372  31,270  3,474  34,744  

74,409  8,268   82,677  

4.鴨母寮排水護岸改善工程 

水

利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3,473  386  3,859  18,354  2,040  20,394  18,354  2,040  20,394  36,708  4,080  40,788  

8 

赤蘭溪水

環境改善

計畫 

1.藍綠地景景觀工程(BMPs) 

2.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BMPs) 

3.舊河路意境空間營造(BMPs) 

環

保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2,205  245  2,450  21,677  2,409  24,086  21,676  2,409  24,085  43,353  4,817  48,170  

       

66,998  

     

7,444  

       

74,442  

4.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程 

水

利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1,038  115  1,153  10,201  1,133  11,334  10,201  1,133  11,334  20,402  2,267  22,669  

9 

大崙水環

境建設計

畫 

1.大崙水塘景觀工程 

2.社區生活排水改善工程 

3.生態保育 

水

利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3,059  339  

       

3,398  
20,521  2,280  

    

22,801  
20,521  2,280  

      

22,801  

        

41,042  

     

4,560  

         

45,602  

       

44,101  

     

4,899  

       

49,000  

合計 54,081  5,025  59,106  385,724  35,069  420,793  428,580  39,875  468,455  814,304  74,944  889,248  868,385  79,969  948,354  

總計 59,106  420,793  468,455  889,248  948,354  

 

審查核章：    承辦人：          科(課)長：     局(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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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嘉義縣水環境建設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一、為推動「水環境改善計畫」業務，擬設「嘉義縣水環境建設計畫推動

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辦理嘉義縣（以下簡稱本縣）水環境建

設計畫之先期規劃、執行協調及其他相關事項，並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協調各階段實施計畫之先期規劃相關事項。 

  （二）協調排除本計畫工程執行面臨問題。 

  （三）協調本計畫推動應配合事項。 

  （四）工程品質及進度督導。 

   (五) 其它需辦理事項協商。 

三、本小組設召集人由縣長擔任；副召集人由副縣長及秘書長擔任；並擬

執行秘書，除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執行秘書為當然委員外，另就下列

人員指派之： 

  （一）本府水利處處長。 

  （二）本府地政處處長。 

  （三）本府建設處處長。 

  （四）本府經濟發展處處長。 

   (五) 本府綜合規劃處處長長。 

   (六) 本府文化觀光局局長。 

(七) 水環境輔導顧問團協助審查計畫內容及其它專業協助事項。 

四、本小組幕僚作業由本府水利處水利工程科辦理，執行秘書承召集人之

命，綜理本小組行政幕僚作業。 

五、本小組依計畫提報需求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一、 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時，得

指派副召集人或執行秘書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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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小組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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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嘉義縣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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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4月 10日 13時 30分 

 地點：嘉義區漁會 

 主持人：蕭俊明副處長(代) 記錄：熊子維 

 出席單位：詳如簽到簿 

 發言內容：(依發言順序) 

(1) 文化觀光局： 

漁人碼頭之鯨魚池底部有滲漏現象，希望能納入計畫內一併改

善。 

(2) 嘉義區漁會： 

 建議將魚市場屋頂漏水問題納入計畫。 

 建議將魚市場之漁貨保鮮流程及設施納入計畫。 

 建議新增魚市場零售相關設施。 

 建議防鳥網採用較密之網目。 

(3) 東石鄉公所： 

 因港區有滲漏問題，希望港區的排水系統不要與住宅區的排水

系統連接。 

 建議將黎明七路西側的排水溝及路燈改善納入計畫。 

2. 會議結論 

(1) 請規劃公司考量各與會單位意見，並洽相關單位討論後，評估工

作可行性，將之納入計畫。 

(2) 請規畫公司重新檢討工程經費，於經費明細表中詳列各工項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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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費用。 

(3) 請將修正後工作計畫書，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前提報縣府。 

3. 散會：15 時 15 分 

4. 影像紀錄 

 

  

東石漁港民眾座談會現場 民眾討論現況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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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改善計畫」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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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改善計畫」說明會 

貳、 時間：107年 7月 26日下午 3時 30分 

貳、地點：布袋鎮公所 3F禮堂 

參、主持人：陳彥儒技士代                    記錄：陳彥儒技士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報告事項： 

案  由：「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改善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  明：因應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本府擬提報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

境改善計畫，妥召開本次說明會向所屬鄉公所及社區組織

等，妥予說明整體計畫推動方向及內容，並邀請社區民眾及

NGO團體等共同參與，整合收集各單位意見，建立共識後納

入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 

簡  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簡報(略)。 

決  議：本案經各與會單位及民眾充分說明溝通，一致通過支持本案

提報水環境改善計畫。 

委員意見及與會單位說明： 

興中里辦公處里長柯博賢 

1.同意改善漁港硬體設施。 

2.反對後續將第一及第二漁港船隻遷移到第三漁港。 

陸、散會(下午 4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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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

域水環境改善計畫、新埤滯洪池水環境改善計畫」-公民參與工

作坊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3月 9日 上午 9時 00分 

貳、地點:嘉義縣圖書館 人文咖啡館多功能教室 

参、主持人:邑米社區大學程裕隆教務處長 

肆、出列席人員：(詳附件簽到表) 

伍、會議紀錄： 

 

1. 台灣世曦蕭經理、水利處陳彥儒技士、盧理事長、賴隊長分別致詞。 

 

台灣世曦蕭經理: 

感謝各位邑米社區大學的夥伴來參與今天的水環境工作坊活動，各位若有任何意見與

想法皆能提供出來予規劃團隊參考，下週ㄧ本團隊將至第七河川局進行審查簡報，屆

時我們能將各方意見納入水環境改善計畫之中，並向中央的委員報告，使其了解在地

居民之意見與想法。期望今天下午水環境實地探勘行程各位參與的夥伴能盡興，皆下

來邀請水利處陳彥儒技士來為我們致詞。 

 

水利處陳彥儒技士: 

今天跟大家報告的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為中央前瞻計畫中的水環境計畫的子計畫，

這個計畫屬於全國競爭型的計畫，此計畫會至第五河川局、水利署與國全的計畫競

爭，其中競爭項目包含工程提案內容等等，但其中最重視的就是民眾參與的部份，除

了定期性舉辦民眾說明會之外，還需於假日時舉辦公民參與工作坊，請各位民眾給予

我們批評與指教，提供各方意見讓嘉義縣水環境計畫能更符合民眾的需求，謝謝。 

 

盧理事長: 

感謝各位於下雨天的天氣能出席今日工作坊的活動，也感謝顧問公司來到嘉義為各位

做水環境計畫的解說，我想這會是個很好的座談機會，期望各位如果有任何想法都可

以提出來討論，也感謝各位的蒞臨。 

 

賴淑妙(志工隊隊長): 

感謝社大邀請志工團隊參與今天的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坊活動，期待今天下午實地走

訪探勘後，各位皆能獲得不一樣的想法與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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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葉工程師進行簡報 

 

3. 決議：本案經各與會單位及民眾充分說明溝通，一致通過支持本案提報水環境改

善計畫。 

 

民眾問答及意見回覆: 

Q1 謝大姐(環保局環境教育志工):我是船仔頭藝術村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船仔頭位

於東石、朴子、六腳交接處的小聚落，民國 84年就成立這個文教基金會，我們極力於

推動農村社造、朴子溪再生，透過辦理朴子溪相關之生態及休閒活動，如划龍舟、獨

木舟、動力船遊朴子溪、環溪自行車騎乘活動，將朴子溪的故事與生態介紹給居民與

遊客，此外我們基金會也透過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青年壯遊計畫，每年接待許多國外

青年學子進行朴子溪體驗活動。因此建議可將船仔頭的碼頭進行整建維護，將其納入

計畫之中，使朴子、六腳、東石能整體規劃，ㄧ起帶動周邊產業發展。 

 

A1台灣世曦蕭經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政府希望規劃團隊與在地居民共同討論，在規

劃設計階段與民眾走在一起，讓計畫符合民眾需求。此次活動期望更了解大家對於空

間的想像以及需求，讓我們能透過空間改善的方式，提供嘉義縣民友善、親水的水環

境空間，另外我們更重視後續的經營管理與維護，這是需要在地居民以及組織團體的

投入與協助，把相關體驗活動、文化故事帶給在地居民、遊客等。我們在水環境計畫

中，另一個案件為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之計畫，六腳鄉的部份我們提了六腳休憩廊道

的計畫，當中也改善整理當地的碼頭設施，很感謝大姐提供目前基金會於朴子溪流域

上活動操作的資訊。 

 

Q2 大姐:我本身是布袋人，目前住在朴子，我目前的感覺是布袋，因為高跟鞋教堂屬

於熱門景點，在國定假日期間，交通壅塞，其實造成蠻多不便的問題，另外堤岸週邊

的步道環境，我認為需要當地居民以及鄉鎮市公所，共同維護環境整潔，讓布袋的好

讓大家看見，我認為布袋有很棒的發展潛力與環境，可以搭配像故宮、阿里山做ㄧ系

列遊程的規劃，將嘉義的觀光資源推廣出去。 

 

水利處陳彥儒技士: 

感謝大家的意見，透過今天的工作坊才了解船仔頭的發展，我們會將資訊帶回縣府，

進行各方意見的討論。另外布袋的堤岸部分，已有納入此次計畫之中， 

前瞻計畫之中，包含水與環境、水與發展、水與安全等三大部分，今天提案的部分屬

於水與環境，但水與安全的部份也積極爭取中央補助費用，我們藉由廣開說明會、工

作坊的方式，了解在地居民的需求。 

 

Q3 邑米社區大學程裕隆教務長:我先代表沒有參加的人提出一個意見。在用地方面得

問題，第一個在用地方面需要有同意書，同意書簽定的時間為多長？是否要有使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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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書才能執行工程? 

 

A3 水利處陳彥儒技士:我簡單說明一下，計畫前提為水安全、防洪、不會淹水的需求

情況下，去進行水環境改善，第一個情形是沒有淹水，第二是沒有用地取得問題，因

中央未編列用地徵收費用，因此計畫皆不能有用地取得問題，地三為最重要的後續維

護管理，公部門部無法限制供給經費，因此希望由在地社區發展協會自主認養與管

理，透過公私部門協力的方式，一同維護環境的品質。因此用地借用的時間應與後續

維護時間相互搭配，我們期望各計畫能有社區組織、居民共同管理維護。 

 

A3.邑米社區大學程裕隆教務長:希望藉由這次水環境得改善計畫將被占用的國有地回

收，提升在地居民的生活品質及安全。這次計畫需要公民參與，要有一定程度的溝通

協調，因許多土地被占用而造成安全上的疑慮，期望能藉此計畫將這些被占用的土地

回收整理，並達到公眾利益的效果以及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請大家一起提出意見並

將這些概念帶回社區與更多的人分享與討論。 

 

Q4 謝大姐:我的訴求未被列在第三期計畫中但我仍有這需求，何時才會等到，您剛剛

所述此為由下往上的計畫那我們何時才能提出？ 

 

A4 水利處陳彥儒技士:我們這計畫是 106年底到現今，現在已到第三梯次，水利處爾

後還會推動第四、第五批次的提案計畫，現在這個計畫下禮拜一就必須到水利署進行

審查，因此相關期程較緊湊，我們計畫有函文至各公所及各局處，水利署是一個窗口

大家可以尋各局處室之管道踴躍提案。主要找可對應主管機關再與我們水利處接洽，

達到有組織性的橫向溝通整合與協調。 

 

A4邑米社區大學程裕隆教務長: 管道包含各局處、民意代表和我們社大已及組織的社

團皆可提案。我們社區大學為專法保障，我們需要推動公民任務、地方創生及公民教

育，我們可以藉由這次機會一起合作，未來也可能彙整提出關於中埔鄉易淹水地區的

提案計畫。主要是人跟土地得連結，公部門及各單位很願意協助與服務各為，為我們

家鄉帶來更好的居住環境。 

 

Q5大姐:是否可以加強建設像是親水公園這樣的遊憩空間，之前曾在朴子溪內厝附近土

地徵收過，是否可以延伸到內厝？ 

 

Q6吳主任:曾在民國 88、89年蓋過親水公園位在朴子溪下游，河水容易暴漲淹水。 

A6水利處陳彥儒技士:您剛剛所說的親水公園是十幾年前環保局做的，當初設計為生態

池的概念，每年有補助六腳鄉公所經費進行維護管理，我們這次計畫不是要各地方做

大量建設，主要在維護生態，並減少人工設施及鋪面，除重視民眾參與之外，更最重

視工程的生態檢核，像是苗栗縣石虎公園的案子，因生態問題，因而被勒令停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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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嘉義縣會更重視工程進行之生態檢核狀態。 

 

Q7 謝大姐:我覺得這些年政府在個別點上皆有做規劃，像是蒜頭工廠、船仔頭等，但

是設施壞了就不去整修，我們船仔頭皆為自主維護。希望能於朴子溪週邊規劃浮動碼

頭，提供在地居民及遊客觀光遊憩的休閒場所，並為地方帶來觀光收益，可透過舉辦

假日音樂會、市集等活動來推廣。 

 

Q8 陳大哥:過去親水公園做得很完善，當時還有志工隊和龍舟隊等組織在此活動，現

在荒廢閒置真的相當可惜，因此後續的管理維護真的非常重要。 

 

Q9邑米社區大學程裕隆教務長: 父母小時候在八掌溪上游洗衣服撿鴨蛋，我自己對八

掌溪印象就是很髒因位有人在水上養豬，這些都是人為的沒有好好對待大自然。 

 

Q10大姐:其實我們所有的建設都是用意良善但都缺乏後續維護，跟大家分享我住在

BRT旁邊，對面是公園但它不能開發因過去是埋垃圾，現在種很多植物因此環境維護相

當不易，公園內的環境都是透過救國團大哥大姐主動整理維護所維持的。我認為未來

要建設公園還是需要與在地居民、社團組織共同開會討論，做對於地方有意義的改善

設施，當地居民、社團組織也有義務共同維護。 

 

Q11謝大姐:剛剛我們吳主任有提到，親水公園曾經舉辦環保局「百年老樹婚禮」的活

動，透過騎單車連接朴子、六腳 2棵百年老樹的活動。我認為不一定要做硬體建設，

可以透過推動軟體活動營造朴子溪周邊假日休憩場所，朝著健康休閒發展的方向前

進，我認為嘉義不需像都市一樣做過多的硬體建設。 

 

Q12 大姐:我家就住在步道附近，後面即為嘉南大圳，88風災時差點淹水，想請問工程

師我們水環境計畫是否有與嘉南大圳結合？我們家還是 823受災戶，聽說 7、8點水就

退了，但是我們家到凌晨 1、2點才退，這跟鴨母寮那邊的整治有關嗎？ 

 

A12台灣世曦蕭經理:跟各位鄉親報告我們的水環境營造，第一件事就是考量是否符合

水與安全的要件，要先有安全的環境以及乾淨的水質，才會使人民願意親水，因此我

需要透過一些硬體設施的改善與增設，改善水域的水質與營造安全的水環境空間，有

乾淨的水質、安全無虞的空間，人們才願意走進水岸、親近河川。然而接著就是水岸

環境的改善，我們以保留原始地形地貌，營造出自然且具生態豐富性之休憩空間，而

非觀光硬體設施，提供大家安全、健康、永續的水環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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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工作坊活動照片記錄 

  

  

  

  

 



 附-64 

 

柒、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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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附表三-5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 
名稱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 
名稱 

桃園市南崁溪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下

游護岸整建暨水域營造 

工程 
期程 

107年 01月至 108年 06月 

主辦 
機關 

桃園市水務局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基地 
位置 

行政區：_桃園_市_桃園__區

工程 
目的 

南崁溪在桃園市東西部跨四個區域

74-03區間，左右 2岸護岸老舊或原有土堤

整體亮點景觀。 

工程 
概要 

1. 經國二號橋上游右岸至大檜溪橋下游左岸舊有護岸修復

2. 施設一次跨越二座車道鋼筋混凝土鋼構造斜張吊橋

預期 
效益 

(1)護岸改善長度：現有護岸多為蛇龍或著是

因此本計畫將致力於提昇護岸品質

將老舊護岸重做及基礎加固、

(2)自行車道增加並完成串聯：

路二條交通繁忙路口，減少自行車穿越交通要道肇事風險

                                                                                         

附二-20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南崁溪 

桃園市南崁溪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下
設計單位 株式會社象設計集團 

 監造廠商 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設施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工程預算/經
費 

（千元） 
200,000 

區______里(村)     ；     TWD97座標  X：  281190.982  

南崁溪在桃園市東西部跨四個區域；龜山區、桃園區、蘆竹區及大圍區。本計畫位於桃園區南崁溪斷面

岸護岸老舊或原有土堤，為提升該範圍水環境亮點營造，將於施作護岸後設置自行車道作為南崁溪

經國二號橋上游右岸至大檜溪橋下游左岸舊有護岸修復 
施設一次跨越二座車道鋼筋混凝土鋼構造斜張吊橋，包括上下游坡道總長 655公尺、

現有護岸多為蛇龍或著是 RC混凝土壁，且有許多地方已經呈現損壞狀態

因此本計畫將致力於提昇護岸品質，待計畫完成後將有約約 357m 長度的護岸得以改善

、加深，以 100年洪水不溢堤為原則，排洪量 50年計畫洪水

：本次水環境自行車道可打通最後一處斷點，藉由跨越交通流量

減少自行車穿越交通要道肇事風險，亦可塑造桃園南崁溪水環境新地標

                                附錄 

填表人 
曾晴賢教授 
莊連春教授 

紀錄日期 107.02.12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281190.982   Y：  2767087.555   

本計畫位於桃園區南崁溪斷面 72-02 至斷面

將於施作護岸後設置自行車道作為南崁溪

、寛度約 4公尺。 

且有許多地方已經呈現損壞狀態，另外親水性也多半不高，

長度的護岸得以改善。其護岸提高堤岸防洪等級，

年計畫洪水，大幅提升防洪安全等級。 
藉由跨越交通流量 4000PCU之經國路及慈文

亦可塑造桃園南崁溪水環境新地標，使龜山區、桃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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蘆竹區 67.5萬人口親近南崁溪河岸

階段 
檢核 
項目 

評估 
內容 

工程

計畫

提報

核定

階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

□是    □否：                                        

二、 
生態資

料蒐集

調查 

地理 
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

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關注物

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

  □是：                                              
  □否 

生態環

境及議

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

育對策 

方案 
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

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

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

  □是：                                              
  □否：                                              

                                                                                         

附二-21 

崁溪河岸，串聯藍帶延伸生活圈。 

檢核事項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

                                         

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

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附錄 

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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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 
參與 

地方 
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

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是    □否：                                      
五、 
資訊 
公開 

計畫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調查

設計

階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及工

程專業

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 
成果 

生態保

育措施

及工程

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

復確認可行性後，

  ■是    □否 

三、 
資訊 
公開 

設計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

  ■是：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及工

程專業

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

育措施 

施工 
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

  □是    □否：                                      
施工 
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

  □是    □否 

                                                                                         

附二-22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

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否：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

，完成細部設計。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否：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附錄 

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

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

                                       

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生態保

育品質

管理措

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 
參與 

施工 
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

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 
覆核 

完工後

生態資

料覆核

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是    □否：                                      

五、 
資訊 
公開 

施工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維 護

管 理

階段 

一、 
生態資

料建檔 

生態檢

核資料

建檔參

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

  □是    □否 

二、 
資訊 
公開 

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附二-23 

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

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

                                       

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否：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否：                                      

                                附錄 

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

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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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6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 
名稱 

桃園市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 
名稱 

桃園市南崁溪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下

游護岸整建暨水域營造工程 

工程 
期程 

於 107 年 1 月至 108 年 6 月辦理工程施工

主辦 
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

基地 
位置 

行政區：___桃園___市(縣)___

Y：  2767087.555   

工程 
目的 

南崁溪在桃園市東西部跨四個區域

區間，左右 2岸護岸老舊或原有土堤

亮點景觀。 

工程 
概要 

1.經國二號橋上游右岸至大檜溪橋下游左岸舊有護岸修復

2.施設一次跨越二座車道鋼筋混凝土鋼構造斜張吊橋

預期 
效益 

(1)護岸改善長度 

現有護岸多為蛇龍或著是 RC 

力於提昇護岸品質，待計畫完成後將有約約

                                                                                         

附二-24 

桃園市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南崁溪 

桃園市南崁溪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下

 
設計單位 株式會社象設計集團 

月辦理工程施工 監造廠商 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施工廠商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設施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
費 

（千元） 
200,000 

___ 桃園___區(鄉、鎮、市)______里(村)        ；      

南崁溪在桃園市東西部跨四個區域；龜山區、桃園區、蘆竹區及大圍區。本計畫位於桃園區南崁溪斷面

岸護岸老舊或原有土堤，為提升該範圍水環境亮點營造，將於施作護岸後設置自行車道作為南崁溪整體

經國二號橋上游右岸至大檜溪橋下游左岸舊有護岸修復 

施設一次跨越二座車道鋼筋混凝土鋼構造斜張吊橋，包括上下游坡道總長 655 公尺、

RC 混凝土壁，且有許多地方已經呈現損壞狀態，另外親水性也多半不高

待計畫完成後將有約約 357m 長度的護岸得以改善。其護岸提高堤岸防洪等級

                                附錄 

填表人 莊連春教授 

紀錄日期 107.08.08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TWD97 座標  X：  281190.982  

本計畫位於桃園區南崁溪斷面 72-02 至 74-03 

將於施作護岸後設置自行車道作為南崁溪整體

、寛度約 4公尺。 

另外親水性也多半不高，因此本計畫將致

其護岸提高堤岸防洪等級，將老舊護岸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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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礎加固、加深，以 100 

(2)自行車道增加並完成串聯

本次水環境自行車道可打通最後一處斷點

行車穿越交通要道肇事風險，

河岸，串聯藍帶延伸生活圈。

階段 
檢核 
項目 

評估 
內容 

工程

計畫

提報

核定

階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

□是    □否：                                        

二、 
生態資

料蒐集

調查 

地理 
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

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關注物

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

  □是：                                              
  □否 

生態環

境及議

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

方案 
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

  □是    □否：                                       

                                                                                         

附二-25 

100 年洪水不溢堤為原則，排洪量 50 年計畫洪水，大幅提升防洪安全等級

自行車道增加並完成串聯 

本次水環境自行車道可打通最後一處斷點，藉由跨越交通流量 4000PCU 之經國路及慈文路二條交通繁忙路口

，亦可塑造桃園南崁溪水環境新地標，使龜山區、桃園區、

。 

檢核事項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

                                         

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附錄 

大幅提升防洪安全等級。 

之經國路及慈文路二條交通繁忙路口，減少自

蘆竹區 67.5 萬人口親近南崁溪

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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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對策 調查評

析、生

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

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

  □是：                                              
  □否：                                              

四、 
民眾 
參與 

地方 
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

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是    □否：                                      
五、 
資訊 
公開 

計畫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調查

設計

階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及工

程專業

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 
成果 

生態保

育措施

及工程

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復確認可行性後，

     ■是    □否 

三、 
資訊 
公開 

設計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

  ■是：未來會有資訊公開交流平台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及工

程專業

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附二-26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

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

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否：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

，完成細部設計。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未來會有資訊公開交流平台     □否：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 未包含生態背景團隊                                     

                                附錄 

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

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

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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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二、 
生態保

育措施 

施工 
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

     ■是    □否：

施工 
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

     ■是    □否 

生態保

育品質

管理措

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 
參與 

施工 
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

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 
覆核 

完工後

生態資

料覆核

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

  □是    ■否：

五、 
資訊 
公開 

施工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未來會有資訊公開交流平台

                                                                                         

附二-27 

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

 

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

：                                       

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  尚未完工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未來會有資訊公開交流平台      □否：                                      

                                附錄 

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

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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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維 護

管 理

階段 

一、 
生態資

料建檔 

生態檢

核資料

建檔參

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

  □是    □否 

二、 
資訊 
公開 

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附二-28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否：                                      

                                附錄 

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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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附表三-21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 
名稱 

桃園市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 
名稱 

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

工程 
期程 

108年 1月-108年

主辦 
機關 

桃園市水務局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基地 
位置 

行政區：_桃園_市_中壢__區

工程 
目的 

淨化黃墘溪上游水質以改善埔心溪水質

工程 
概要 

於中山公園槌球場下方新建一座地下化礫間處理設施

預期 
效益 

汙染項目削減率達 70%。 

階段 
檢核 
項目 

評估 
內容 

                                                                                         

附二-86 

桃園市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埔心溪 

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鼎欣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年 12月 監造廠商  

施工廠商  

工程設施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工程預算/經
費 

（千元） 
45,000 

區_ _里(村)     ；     TWD97座標  X：  275344.031   

淨化黃墘溪上游水質以改善埔心溪水質。 

於中山公園槌球場下方新建一座地下化礫間處理設施，並將上部綠地復原為槌球場使用

檢核事項 

                                附錄 

填表人 廖翊鈞教授 

紀錄日期 107.05.09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Y：  2764184.228   

並將上部綠地復原為槌球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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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工程

計畫

提報

核定

階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

□是    □否：                                        

二、 
生態資

料蒐集

調查 

地理 
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

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關注物

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

  □是：                                              
  □否 

生態環

境及議

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

育對策 

方案 
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

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

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

  □是：                                              
  □否：                                              

四、 
民眾 
參與 

地方 
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

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是    □否：                                      

                                                                                         

附二-87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

                                         

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

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

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附錄 

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

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

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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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五、 
資訊 
公開 

計畫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調查

設計

階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及工

程專業

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 
成果 

生態保

育措施

及工程

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

復確認可行性後，

  ■是    □否 

三、 
資訊 
公開 

設計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

  ■是：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及工

程專業

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

育措施 

施工 
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

  □是    □否：                                      
施工 
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

  □是    □否 

                                                                                         

附二-88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否：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

，完成細部設計。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否：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附錄 

                                       

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

                                       

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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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生態保

育品質

管理措

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 
參與 

施工 
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

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 
覆核 

完工後

生態資

料覆核

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是    □否：                                      

五、 
資訊 
公開 

施工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維 護

管 理

階段 

一、 
生態資

料建檔 

生態檢

核資料

建檔參

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

  □是    □否 

二、 
資訊 
公開 

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附二-89 

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

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

                                       

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否：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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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

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1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富林溪 填表人 余美英 

工程名稱 富林溪礫間淨化 設計單位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09/07/22 

工程期程 108/9/25~110/12/31 監造廠商 待招標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 施工廠商 待招標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85,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桃園_市(縣)_觀音_區(鄉、鎮、市)       ；      TWD97 座標  X： 25.0620640020473  Y：121.13088100189  

工程目的 
大觀橋測站水質多呈現缺氧，溶氧量及氨氮(NH3-N)濃度值達嚴重污染等級，為改善富林溪大觀橋周邊河段水質並提升該段之水域環境，針對該區污染之雨、污排水規劃適宜之

水質改善措施。 

工程概要 完成 1 處水質淨化系統(4,500 CMD)及沿岸截流工興建及運轉。 

預期效益 
使樹林後溪橋至樹林橋間民生污水排水內之晴天污水截流處理而不積留於前述河段之水域營造空間內，同步針對晴天雜排污水或逕流污水提出污染改善方案，藉此改善河川污染

問題，同時提升該區水域環境品質。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保安林地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富林溪出海口為藻礁地形，多孔隙環境形成眾多海洋生物的棲地，因此富林溪水質對於沿岸藻礁生態影響甚大。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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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如生態檢核附表 D-02、D-03 說明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2019/01/16  說明會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將於「桃園市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展示平台」，公開前瞻計畫之水環境建設相關文件及最新進度□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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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9年 02 月 27日 

(基設審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年 7月 22日 

紀錄人員 劉廷彥 勘查地點 桃園市政府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劉廷彥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技術

經理 
參加基設審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廖琦峯/磐誠工程顧問(股)公司 

1.可先行確認基地位置是否有大樹，現勘評估原生種

保留之樹木大小或徑級及是否有特殊需要保留的種

類，若為先驅樹種建議不全面剷除，待後續天然下種

演替即可 

2.本計畫預計截流工業區事業廢水至榮工橋下游排

放， 對下游許厝港國家重要濕地可能產生水質之衝

擊及影響應加以詳述，並於後續辦理民眾參與說明

會時應邀請生態保育關注團體詳加說明，以避免誤

解情形產生 

1.基地內無大樹，本場後續景觀將優先栽種原

生或先驅樹種，並評估將原場地既有數種移

株，以維持既有生態環境。 

2.本計畫已於 108年 1月提案階段邀集生態關

注團體召開說明會，會議中已說明本場之興建

緣由及初步方案規劃，此外本計畫因後續管理

單位未能釐清，已移除工業區截流管線之設

置。 

說明： 

1. 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9年 05 月 04日 

(基設審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年 7月 22日 

紀錄人員 劉廷彥 勘查地點 桃園市政府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劉廷彥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技術

經理 
參加基設審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廖琦峯/磐誠工程顧問(股)公司 

1.選用植栽需優考量原生種，並尚須依照當地氣候條

件考量適生物種，例如計畫書中植栽藍花楹多種植

於熱帶低區，於空曠風大的桃園海邊是否適存需審

慎考量 

2.昭萬事業放流水直接排放於富林溪主流河道，設計

現況仍有滲透土壤污染河道旁灌溉用水的疑慮，事

業廢水雖符合放流水標準，對河川生態及下游許厝

港國家重要濕地仍造成一定衝擊，雖然非本計畫預

計處理民生廢水之範疇內，仍應審慎考量計畫區域

內事業廢水之處理方式 

1.遵照辦理。因考量場址處臨海環境，植栽選

用過程，耐鹽及強風等因素將一併納入評估，

並以臺灣原生種為第一優先選擇。 

2.遵照辦理。右岸之事業廢水，本計畫優先建

議由權責單位輔導廠家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

亦或加強源頭管制，管制建議辦法如下: 

(1)協調本市環保局於兩家事業放流口前增設

導電度即時監控儀器。 

(2)針對目標事業進行訪查及專家現勘，提供可

行性改善方式及建議，作為後續與目標事業

溝通及執行方向依據，達成雙方減量協議之

成果。 

(3)可請本市環保局依據水污法第 7 條加嚴轄

內之放流水標準，報請環保署核定之。 

說明： 

1. 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龍潭大池及上游溪流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工作報告 
 

一、調查範圍 

1. 龍潭大池池區：範圍包含龍潭大池水域範圍，面積約8 公頃。 

2. 入池溪流：自風櫃口埤出流口至龍潭大池為止，主河道長度約2.5 公里 

 

圖 1、調查範圍圖 

二、現地生態調查 

實際調查前於 3 月 2 日進行樣區勘查，以確認各調查標的的合適調查動線

及方式。各項調查說明及調查成果如下: 

(一)、鳥類調查 

1.調查方法：以穿越線方式進行，調查動線為龍潭大池環湖步道及入池溪流

旁之自行車道，以緩步行進的方式記錄沿途所目擊或聽到的鳥種及數量。



夜行性鳥類調查於 3 月 2 日入夜後進行；日行性鳥類調查則於 3 月 3 日進

行，於日出後三小時內鳥類活動較頻繁的時段進行。 

2.調查結果：兩次調查共記錄 21 科 37 種 233 隻次的鳥類，其中含 10 種特有

或特有亞種，保育類物種共記錄 3 種，其中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包含彩

鷸、八哥 2 種，另外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類為紅尾伯勞 1 種。。 

由數量視之，麻雀、白頭翁及綠繡眼是計數隻次最高的 3 種鳥類，牠們一

般也被視為平地環境中分布最普遍、數量最豐富的鳥種，甚至在都市化很

高的環境中都相當優勢。 

依物種主要族群的遷留屬性視之，由於調查時間接近初春，尚有多達 10 種

冬候鳥物種在此棲息，屬性為夏候鳥的家燕則以有零星個體出現，其餘多

數種類則為全年可見的留鳥。而雁鴨科中的綠頭鴨，其野生族群在台灣是

不甚普遍的冬候鳥，但依據調查期間所見個體的習性及雜交狀況，推測這

些個體應該是先前由人為放養的歸化鳥群。 

以區域來看，龍潭大池水體及周邊環境記錄到 13 科 16 種 96 隻次，並沒有

保育類或稀有鳥種。以龍潭大池如此廣闊的水體面積來看，水鳥類群的種

類及數量並不多，推測這與水體周圍立面過陡且水域型態單調有關，可涉

水較深的鷺科鳥類數量也很零星，頻繁的釣客、遊客及工程施作等人為干

擾應該也是影響鳥類在池畔停駐與否的因素。相較之下，外圍樹林環境的

樹棲型性鳥種則略為豐富，尤其在龍潭大池西南測的區段，因此區栽植較

多的正榕，形成樹冠頗為鬱閉的連續綠帶，加上有幾棵樹正值果熟，吸引

許多鵯科鳥類群及於此覓食，形成龍潭大池鳥類分布較集中的區域。 

入池溪流段在調查期間記錄到 8 科 11 種 24 隻次的鳥類，種類及數量都不

多，在溪流水域環境及外圍樹籬帶觀察到的鳥種約略各半，鳥類的分布也

很分散，並未觀察到在特定區段有大量的鳥類聚集。整個調查範圍中鳥類

物種分布最豐富的區域都在水域外圍的樹林、水田或開墾地環境，共觀察

到鳥類 17 科 27 種 139 隻次，調查期間的保育類鳥種彩鷸、八哥及紅尾伯



勞也均是在前述環境中所發現。 

各區的調查結果顯示鳥類雖然是區域內最易於觀察且種類、數量俱豐富的

動物類群，但實際上棲息或利用水域環境的鳥種比例偏低。這可能與龍潭

大池人為干擾過大、入池溪流水域面積狹小，且整體水域環境太過人工

化，多由水泥化、立面過陡的護坡形成深水域，也不利於鷺科這類較大型

涉禽以外的鳥種前來棲息利用。 

 

(二)、兩生類調查 

1.調查方法：以穿越線目視搜索搭配鳴聲辨識的方式進行，調查區域，循龍

潭大池環湖步道及入池溪流旁之自行車道進行沿線之調查。調查於 3 月 2

日入夜後進行。 

2.調查結果：調查期間記錄到 5 科 5 種青蛙，均是平地環境廣泛分布的物

種，其中斑腿樹蛙為近年來分布大幅擴張的外來種。從數量上來看，除了

澤蛙及黑眶蟾蜍有較多的計數數量外，其他物種都是零星個體的觀察。由

於調查時間為初春，夜間氣溫仍偏涼，多數兩生類還沒進入鳴唱、活動頻

繁的繁殖期，因此可以察覺到的種類及數量均有限。分布上也以周邊區域

的水田環境數量較為龐大，龍潭大池如此廣大的水域，也僅有東南角的仿

人工濕地區域記錄到幾種青蛙，入池溪流段沿途護岸多為水泥化的陡峭立

面，少量的青蛙也都在有自然坡岸及出水石礫地的區段出現。 

 

(三)、爬行類調查 

1.調查方法：以穿越線目視搭配掩體翻找的方式方式進行調查，範圍為龍潭

大池環湖步道及入池溪流旁之自行車道沿線。夜間調查主要針對蛇類、壁虎這

類主要在夜間活動的物種，於 3 月 2 日入夜後進行。日間調查則於 3 月 3 日上



午氣溫較溫暖的時段進行，調查對象為龜鱉目、蜥蜴及偏好日間活動的蛇類。 

2.調查結果：調查共記錄 7 科 8 種 24 隻次的爬行類動物，包含 2 種透過居

民訪談所獲致資料的蛇類(分布位置為周邊聚落及農墾地)。龍潭大池周邊僅記錄

到 2 種龜類，此區因水體開闊且深，多數烏龜均是在北側水面燈光架上曬太陽

時被觀察到。入池溪流的多數區段的環境雖然不利於爬行類動物移動遷徙，但

還是記錄到 3 種龜鱉目的動物，顯示保存溪流段中少數天然土坡及突出水面的

石礫灘地之重要性。 

日間調查期間層觀察到半水棲習性的草花蛇在溪流活動，夜間調查於溪流

上游段近乾涸的溪床則記錄到保育類蛇種龜殼花。 

 

(四)、水生昆蟲調查 

1.調查方法：水生昆蟲調查分為蜻蛉目物種以及底棲水生昆蟲，前者以穿越

線方式於調查規劃時間3月21、27日及4月9日進行三次調查，但因該時期尚未進入

多數蜻蛉目昆蟲的主要發生期，因此於6月12日再進行一次蜻蛉目昆蟲複查。後者

則於3月21日以蘇伯氏採集網進行，採樣地點為以卵石、礫石且水深不多於50 公分

之水域進行，分別於龍潭大池及入池溪段設置2、3個採樣點。 

2.調查結果：由於昆蟲的分布及數量受溫度影響巨大，因而在三、四月所執行

的3天次蜻蛉目調查中僅記錄到5種的零星數量；俟六月份日間氣溫提高，蜻蜓物種

的活動更為顯著，總計四次調查共記錄蜻蛉目4科105種55隻次，蜻蜓科的黃紉蜻蜓

及細蟌科的青紋細蟌是數量略多的物種，所記錄到的物種中亦無保育類或稀有蜓

種，均是平地環境普遍分布且數量豐富的物種。依區域來看，豆娘或蜻蜓物種及個

別數量在龍潭大池或溪流的分布並沒有非常顯著的差距，但共同的現象是記錄到牠

們的環境都有水生植物或濱水的植群分布。除蜻蛉目物種外，其餘水生昆蟲僅採集



到搖蚊科物種，此類群為適應高有機質低溶氧量的類群，採集量在靜水域環境

的龍潭大池較流水域環境的入池溪流稍多。 

 

 

(五)、魚類調查 

1.調查方法：魚類調查透過籠具誘捕及訪談方式進行。調查採用市售籠具

作為採集器具，內置誘餌，引誘魚類進入。所使用籠具為具有一開口外大內小

的多重漏斗型設計，魚類進入最內層後，便不易再覓得出口而逸逃。籠具放置

時間至少經過一次傍晚以及清晨，以期捕捉到不同時間活動的魚種。以籠具誘

捕法捕捉之魚類個體，記錄物種、數量、捕獲單元位置後，隨即野放回原捕捉

地點。魚類籠具誘捕調查於 3 月 9 日夜間進行佈籠，3 月 10 日回收。釣客訪談

則於 3 月 3 日、10 日、27 日等三天向總計 17 名釣客或設定置網的居民進行釣

獲、捕獲物種的訪談。 

2.調查結果：透過網捕及訪談記錄，共記錄 5 科 14 種魚類，台灣石鮒為

特有種，但也有多達 5種為外來歸化的的魚類。訪談記錄中，最常為釣客釣獲

的魚種為俗稱吳郭魚的混種麗魚科，這種強勢外來種在龍潭大池及整段溪流中

也都可輕易目擊。籠捕資料中，除了吳郭魚外，鯽在龍潭大池也有為數不少的

捕獲量。 

 

(六)、植物調查 

1.調查方法：沿龍潭大池池畔步道及入池溪流河濱步道或車道行進，詳細

記錄沿途環境的所有植物種類。 

2.調查結果：植物調查於 3 月 4 日及 4 月 9 日分別進行普查及複查兩次作

業。調查共記錄 62 科、127 種。 



龍潭大池與入流溪周邊植被環境，基本上長期受到人為干擾，包含景觀工

程、農業活動等，因此植被環境自然度偏低，但仍保有部分次生林環境。從植

群類型分類，屬於低海拔闊葉次生林與農村平原環境物種，常見原生木本植物

包括紅楠、香楠、樟樹、山黃麻、血桐、野桐及白匏仔等，皆是臺灣低海拔環

境常見的種類。 

受到景觀植栽的影響，因此區內外來種景觀植物種類與數量皆多，而且分

布廣泛。包括鳳凰木、雞冠刺桐、大花紫薇、山櫻花、印度橡膠樹、橢圓葉赤

楠、桂花、春不老以及垂柳等種類。區內的臺灣欒樹、樟樹、厚葉石斑木、水

柳雖然皆為臺灣原生種，但也非本地原產，由景觀工程引進種植。 

調查中發現兩種 IUCN 紅皮書列的稀有物種，包括極危級（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的臺灣三角楓（Acer buergerianum var. formosanum）及易危

（Vulnerable, VU）級的小葉海金沙（Lygodium microphyllum）。但經過現場狀況

評估，臺灣三角楓僅有一株小苗，龍潭地區非原產地，因此應是人為栽植；小

葉海金沙圍臺灣廣布卻稀有的種類，而且僅分布於生態關注區 G 的農田樹籬

上，符合該種分布與生態狀況，應為原生種。 

 

三、生態關注區指認及現況說明 

生態關注區的概念是在整體規畫範圍內進行動物與植物的調查，同時考慮

景觀生態的異質性，挑選出自然度較高的區域，進行精細動、植物調查，尤其

以野生與原生生物為重點，特有種與稀有種更是生態敏感區挑選地重要指標。

藉由生態關注區的指認及保育對測的提出，以減少施工時對自然度較高環境的

負面影響，以達到保護生態環境地目地。 

龍潭大池周邊及入流溪段沿岸為人工化程度極高的環境，由於當地居民及

假日遊客眾多，因此過去數十年投入非常多的工程，包括週邊的行道樹、水泥



池岸、步道、遊樂設施、行道樹以及廁所等，因此區域內的環境自然度低，僅

有地點 1、2 為自然度較高的環境。以下為範圍內透過調查資料及現地勘查經驗

所指認之環境自然度較高、且對物種保存有重要意義的生態關注區： 

 

圖 2、龍潭大池及周邊區域生態關注區位置 

 

圖 3、龍潭大池入池溪段生態關注區位置 

生態關注區 A 



位於大池南側的帶狀步道區，由竹林、灌木或竹籬笆與外圍農耕地區隔，

分界還有一卵石水泥砌水溝。此區樹木生長良好，樹冠鬱閉度高也有不少大徑

木，水溝周邊受到竹林及附近樹木遮蔭因此濕度極高，生長多種蕨類植物，包

括克氏鱗蓋蕨、山蘇花、大星蕨等種類，其中以橢圓線蕨數量最多。附近樹上

也因為環境潮濕，也有零星的著生蕨類瓦葦分布。另外，桃園台地埤塘附近常

見的原生種灌木海桐數量也相當多。 

由於林木帶完整且面積頗大，相對龐雜的的棲地結構使得此處的鳥類豐富

度及數量特別突出，可以視為龍潭大池周邊自然度最高的環境。而外側緊鄰水

田、廢耕地及雜木林，串連成大面積的異質性棲地，可以提供動物覓食、休

憩、繁殖、躲藏等全面需求，更讓此區域保存多樣性較高的動、植物物種。 

  

生態關注區 A 環境現況。此區為龍潭大池周

邊樹林環靜最連續且樹冠鬱閉的綠帶，鳥類

資源豐富。 

此區外圍由卵石堆砌的溝壁上蕨類植物種類

繁多。 

生態關注區 B 

位於龍潭大池東南隅，推測為龍潭大池營造出的的仿人工溼地環境，岸邊

淺水環境長有零星的蘆葦，並栽植外來的輪繖莎草、野薑花等。是整個水體中

少有挺水植物叢生的區域，形成草澤、淺灘、水域等鑲嵌式的濕地環境。調查

期間池區的兩生類動物均記錄於此，也有部分偏好灌叢、長草環境的鳥種侷限

分布於此。整體來說也是龍潭大池環境自然度較高的區域。由於調查期間時值

春季，還不是蜻蛉目物種的發生期，目前僅有杜松蜻蜓 1 種記錄，但預期夏季



此處密生的水生植物環境將是龍潭大池蜻蜓物種分布的熱區。 

  

生態專注區 B 環境現況，此處為仿人工濕地

的環境，為龍潭大池周邊生態度較高的區域

之一。 

此區在特定季節預期將是龍潭大池蜻蛉目及

兩生類分布的熱區。 

 

生態關注區 C 

位於國道 3 號通過之次生林區段。此處護坡上生長的植物種類眾多，而且

護坡下方的水溝也是水泥卵石的構造，有鳳尾蕨、華九頭獅子草、姑婆芋等原

生植物，喬木以相思樹、構樹、白匏子、臺灣欒樹等為優勢種，灌木層以海桐

為主，另外路旁有數棵過去人為種植的雞冠刺桐，樹高可達 3 層樓以上，是建

議保護的大徑木母樹。由於此帶狀森林為國道 3 號的護坡，完整鬱閉的林相幾

乎無人為活動干擾，除了是自然度較高的環境外，對於周邊野生動物的遷徙、

移動形成重要的廊道連結。 

 

生態關注區 D 

此區位於入池溪流由開闊至縮窄的河道區段，溪流兩側為水稻田及道路所

包圍，靠近道路測的河段為垂直水泥化的立面，臨稻田側則為自然土坡面，長

有整排水柳、紅楠作為護岸，另外還有零星的錫蘭饅頭果，地被層植物密集，

在水域與農田之間形成一條帶狀區域，能夠成為周遭環境野生動物重要的廊

道，也是此區段爬行類（蛇類、龜鱉）、兩生類動物由水域進入陸地繁殖或活動



的重要通道。 

  

成排的水柳大樹是植物類群中的生態保全對

象之一，該側河岸的主坡坡岸對於野生動物

也有重要生態意義。 

生態關注 D 區環境現況，此處的連續綠帶是

動物棲息、遷徙的重要通道。 

 

生態關注區 E(圓潭) 

所記錄到的動、植物種類雖然不多，但此區為入池溪段中少數水體開闊且

坡度和緩的區域，是溪流中段爬行類（蛇類、龜鱉）及兩生類動物進出水域、

陸地的通道，可以成為良好的自然觀察地點。區域內的樹木包含山櫻花、小葉

欖仁、烏臼、錫蘭饅頭果、臺灣欒樹、江某、紅楠以及樟樹，由於生長空間開

闊，目前本區樹木生長狀況良好。 

  

生態關注 E 區(圓潭區)環境現況，此處為入池

溪段中少數水體開闊且坡度和緩的區域。 

圓潭區兩側的水岸均為自然坡面，是兩生

類、爬行類動物在水域及陸地間移動的重要

通道。 



 

生態關注區 F(六分埤) 

六分埤為開闊的蓄水水域，水岸為卵石砌水泥，上面布滿各類地被植物，

包含錫蘭饅頭果等樹木從岸邊生長出來，樹木上密布著生蕨類伏石蕨，為視覺

景觀自然度高的樹木，建議該樹應予以保留。由於六分埤水流較緩，環境開

闊，為溪流段偏好開闊水域的蜻蛉目昆蟲重要的潛在棲地，雖然調查期間因非

屬蜻蛉目主要發生期而僅記錄到黃紉蜻蜓單種 2 隻次。但預期此區在夏季所出

現的蜻蜓種類及數量應有顯著增加。 

  

生態關注 F 區，即為入池溪流中段的六分

埤。 

此處的開闊靜水域型態異於前後的入池溪

流，且水岸密生植物，預期為蜻蜓目重要棲

息環境。 

 

生態關注區 G 

此區在農田與入池溪流間形成狹長的竹林與樹木帶，除了棲地較為完整且

連續外，河濱步道對岸為未經人工施作的自然土坡，對比河濱步道側陡立的水

泥護岸，此區應為動物遷徙、移動的重要廊道。在此記錄到的植物種類也非常

豐富，包含了紅楠、鵝掌柴、山黃麻、白匏仔、野桐、樟樹、小葉桑，另外還

有零星奧氏虎皮楠等眾多種類喬木，灌木層則以海桐、臺灣山桂花較多。另

外，竹林中也發現稀有蕨類植物小葉海金沙散生，該物種於「臺灣維管束植物

紅皮書初評名錄」中依照 IUCN 瀕危物種所評估之等級，屬於 VU 易受害級。



是目前全區植物調查中最具有保育意義之種類。 

  

生態關注 G 區環境現況，相對於車道/步道側

的高度人工化，另一岸並未水泥化且為連續

的帶狀生態廊道型態。 

此區環境自然度高、人為干擾小，濱岸植物

的多樣性頗高。 

 

此外，本區位於溪流較上游段，水質較佳，而且臨溪區段的樹林繁密、遮

蔭效果佳，對於各類群動物而言，都是重要且品質較佳的棲息環境。調查期間

時值小葉桑果熟時期，即觀察到許多鳥類包括白頭翁、紅嘴黑鵯以及小彎嘴畫

眉等鳥類前來食用。由於此區段的人為活動也偏低，兩生爬行類夜間調查時，

唯一的保育類物種-龜殼花也是記錄於此區偏乾的溪床。 

 

四、生態保育對策及規劃階段工程施作建議 

1. 施工前劃定工程施作範圍，儘可能保留生態關注區域之原有環境現況，不進

行任何工程施作，並在工程後續階段針對生態關注區進行自主檢核及生態調

查監測，以追蹤環境的變化。關於各生態關注區之建議如下: 

A. 緊鄰施工區域外圍，因此區的綠帶完整、有許多大徑木且動植物物種

豐富，應完整保留此區的現生環境，顧需留意施工通道或工區範圍擴增及

於此區。 

B. 保留原有水生植物與水域環境鑲嵌的棲地異質性。 



C. 應屬施工區範圍之外，只要避免河道以外的施工，減少河岸上的任何

干擾即可。 

D. 河道僅進行水泥岸單側施工，另一側的土堤河岸保持現況，避免工程

施作。且土堤河岸帶狀的水柳大徑木枝葉繁密，施工時避免工程機具對樹

木枝葉造成大規模的損害。 

E. 圓潭區為入池溪流河段中少數水體開闊且水岸均為自然緩坡的環境，

建議此區保留原狀。如有工程需求，建議僅做水岸邊植生種類的調整或增

植，避免對水體與自然護岸的干擾。 

F. 保留六分埤原有之開闊及較深之水域特性，提供特定動物物種的棲息

環境，增加入池溪流區段中景觀、棲地型態及生物組成的多樣性。六分埤

水體岸上生長的零星喬木不建議砍除或移除，除了是動物的也可以增加自

然與視覺美感。水體周圍的卵石砌已經長出許多植物，亦應保持現狀，做

為昆蟲、兩生類、爬行動物停棲躲藏的棲所。 

G. 自然河岸的樹籬綿長，為最漂亮的自然景觀，也是鳥類、兩棲類、爬

行類與蜻蜓、蝴蝶等昆蟲最佳的棲息地與廊道，因此施工時僅進行目前水

泥河岸的美化，請避免自然河岸的任何干擾。 

2. 儘可能減少對周邊原生樹木的傷害，尤其對於大樹及母樹應予保留，並在施

工過程中於大樹/母樹外圍設立與樹冠冠幅等等寬之保護圍籬，減少工程施

作對樹皮、枝幹的直接損害，也避免車輛或機具壓輾表土而造成根系的不

利。 

3. 入流溪段之工程以分段方式施作，避免造成大面積區間的水流乾涸，進而影

響魚類及兩生動物及水棲昆蟲的生存。工程施作中亦避免工程廢水及機具、

車輛的油料直接排入水體。 

4. 避免入池溪流水域型態均質化。例如溪段中原有之淺水域石礫區為龜鱉目物

種在良好天候時停棲調節體溫的環境，也是部分鳥種如鷺科在溪流環境中覓



食、停棲的地點。保留或透過後期工程營造靜流淺水域、深潭、草澤、裸露

灘地等多樣形態的水域環境對於物種組成的多樣性有重要意義。 

5. 植被復育或依景觀營造需求而有植物栽植的必要時，應以原生植物種類為選

擇標的。除原生植物的大原則外，如能選擇不同型態(如沉水性、挺水性)的

水生植物，使其錯落生長營造出空間結構的異質性，預期對於魚類、兩生

類、蜻蜓及小型鳥類的空間分布、族群數量及物種多樣性都有顯著的助益。

同時，應避免選擇漂流型水生植物，因調查的溪段水流偏緩，且最終會匯入

龍潭大池，漂流型的水生植物可能生長繁盛而覆蓋大面積的水域，除了可能

阻塞水道亦可能造成水體溶氧量降低，進而影響水生生物的情形。 

 



附錄一、生態檢核調查工作影像 
 

  

小葉海金沙名列台灣植物紅皮書中的易受害

等級(VU)，是施工範圍中植物類群的生態關

注對象。 

各項生態調查多採穿越線方式進行，調查動

線為龍潭大池湖畔步道及入池溪流沿岸之自

行車道。 

  

魚類調查採籠具誘捕及釣客訪談等兩種方式

進行，龍潭大池共放置 3 個誘捕籠、入池溪

流則放置 7 個誘捕籠。 

魚類調查中所捕獲之台灣石鮒為台灣特有種

的淡水魚類。 

  

夜間調查在入池溪流上游段溪床記錄到列屬

保育類二級物種的龜殼花。 

斑龜是調查區域中爬行類動物中數量較優勢

的物種之一。 



  

青紋細蟌是台灣最常見的小型豆娘之一，長

有挺水植物的濱水區域是本種偏好的環境。 

黃紉蜻蜓偏好開闊的靜水域，在圓潭及六分

埤有少量的觀察紀錄。 

 

 

 

  



附錄二、各類物種調查名錄 
 

一、鳥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龍潭大池 渠道 週邊 

雁鴨科 綠頭鴨 Anas platyrhynchos 
冬、不普/引進

種、稀 

  
18 

  

鷺科 蒼鷺 Ardea cinerea 冬、普 
  

2 
  

 
大白鷺 Ardea alba 夏、不普/冬、普 

  
2 1 1 

 
中白鷺 Mesophoyx intermedia 夏、稀/冬、普 

    
1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不普/夏、普

/冬、普/過、普 

   
2 4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不普/夏、普

/冬、普/過、普 

    
9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普/冬、稀/

過、稀 

  
2 2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留、普 
   

2 2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12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留、普(orii)/過、

稀 
特有亞種 

   
3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普 

    
2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留、普 特有亞種 
   

2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留、普/過、不普 
  

1 1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冬、普/過、普 
 

III 
 

2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留、普/過、稀 特有亞種 
   

3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留、普 特有亞種 
 

1 2 5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夏、普/冬、普/

過、普 

  
4 

 
7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普 特有亞種 
 

15 3 11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留、普 特有亞種 

 
10 

 
4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留、普 
    

7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留、普 特有亞種 

 
2 

 
6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留、普(simplex)   5 2 14 

畫眉科 山紅頭 Cyanoderma ruficeps 留、普 特有亞種    2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龍潭大池 渠道 週邊 

畫眉科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留、普 特有種 
   

2 

鶲科 黃尾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冬、不普 
    

1 

鶇科 赤腹鶇 Turdus chrysolaus 冬、普 
  

1 
  

八哥科 黑領椋鳥 Gracupica nigricollis 引進種、不普 
    

2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普 

   
6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普 

  
1 

 
2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留、不普 特有亞種 II 

  
1 

鶺鴒科 東方黃鶺鴒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冬、普/過、普 
    

2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冬、普 

   
1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留、普/冬、普/迷 

  
2 

  

 
赤喉鷚 Anthus cervinus 冬、不普 

    
3 

鵐科 黑臉鵐 Emberiza spodocephala 冬、普 
    

3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普 
  

18 
 

12 

          種類數 16 11 26 

          隻次 94 35 137 

 

二、兩生類名錄：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大池 溪流 週邊 總計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1   15 16 

樹蟾科 中國樹蟾 Hyla chinensis 

  
 

1 
 

1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2 2 50 54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1 
 

1 2 

樹蛙科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外來種     3 1 4 

        種類數 3 3 5 5 

        隻次 4 6 67 77 

 

三、爬行類名錄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大池 溪流 週邊 總計 

河龜科 斑龜 Ocadia sinensis  
  

7 4 
  

澤龜科 紅耳泥龜 Trachemys scripta  外來種 
 

12 7 
  

鱉科 鱉 Pelodiscus sinensis  
   

1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大池 溪流 週邊 總計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特有種 
  

1 
  

黃頷蛇科 草花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  
 

 
 

1 
  

蝙蝠蛇科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III 
  

* * 

 
眼鏡蛇 Naja atra  

 
III 

  
* * 

蝮蛇科 龜殼花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III 
 

1 
  

        種類數 2 6 2 8 

        隻次 19 15 - 34 

 

四、水生昆蟲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龍潭大池 溪流 總計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3 11 14 

琵蟌科 環紋琵蟌 Copera ciliata  
  

2 3 5 

 
脛蹼琵蟌 Copera marginipes  

  
2 4 6 

蜻蜓科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4 3 7 

 黃紉蜻蜓 Pseudothemis zonata   4 7 11 

 霜白蜻蜓    1 2 3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2 - 2 

 紫紅蜻蜓 Trithemis aurora    - 1 1 

 橙斑蜻蜓 Brachydiplax chalybea   - 1 1 

春蜓科 粗鉤春蜓 Ictinogomphus rapax   2 3 5 

搖蚊科 搖蚊類 Chironomidae sp.     31 19 50 

        種類數 9 10 11 

        隻次 51 54 105 

 

 

五、魚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龍潭大池 渠道 總計 

鯉科 鯉 Cyprinus carpio   * * * 
 鯽 Carassius auratus   * * * 
 圓吻鯝 Distoechodon tumirostris   *  * 
 䱗 Hemiculter leucisculus   * * * 
 鱅 Hypophthalmichthys nobilis 外來種  *  * 
 青魚 Mylopharyngodon piceus 外來種  *  * 

科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龍潭大池 渠道 總計 

http://gaga.biodiv.tw/new23/s3-64.htm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 * * 
 高體鰟鮍 Rhodeus ocellatus   * * * 
 台灣石鮒 Tanakia himantegus 特有種   * *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外來種   * *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外來種   * * 

鰕虎科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 * 

鯰科 鯰 Silurus asotus   *  * 

麗魚科 
混種麗魚科物種

(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外來種  * * * 

        種類數 9 10 14 

 

六、植物名錄 

 

科名後括弧內為該科之物種總數。"#" 代表特有種，"*" 代表歸化種，"†" 代表栽培種。

中名後面括號內的縮寫代表依照「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中依照 IUCN 瀕危物種

所評估等級， EX: 滅絕、EW: 野外滅絕、RE: 區域性滅絕、CR: 嚴重瀕臨滅絕、 EN: 瀕臨滅

絕、VU: 易受害、NT: 接近威脅、DD: 資料不足。若未註記者代表安全(Least concern) 

蕨類植物 Ferns and Lycophytes 

1. Aspleniaceae 鐵角蕨科 (1) 

1. Asplenium antiquum Makino 山蘇花 

2. Davalliaceae 骨碎補科 (1) 

2. Humata griffithiana (Hook.) C. Chr. 杯狀蓋陰石蕨 

3. Dennstaedtiaceae 碗蕨科 (1) 

3. Microlepia hookeriana (Wall. ex Hook.) C. Presl 虎克氏鱗蓋蕨 

4. Lygodiaceae 海金沙科 (1) 

4. Lygodium microphyllum (Cav.) R. Br. 小葉海金沙 (VU) 

5. Polypodiaceae 水龍骨科 (6) 

5. Colysis elliptica (Thunb. ex Murray) Ching 橢圓線蕨 

6.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C. Presl 伏石蕨 

7. Lepisorus thunbergianus (Kaulf.) Ching 瓦葦 

8. Microsorum fortunei (T. Moore) Ching 大星蕨 

9. Pseudodrynaria coronans (Wall. ex Mett.) Ching 崖薑蕨 

10. Pyrrosia lingua (Thunb.) Farw. 石葦 



6. Pteridaceae 鳳尾蕨科 (1) 

11. Pteris multifida Poir. 鳳尾蕨 

7. Thelypteridaceae 金星蕨科 (2) 

12. Cyclosorus acuminatus (Houtt.) Nakai 毛蕨 

13. Cyclosorus parasiticus (L.) Farw. 密毛毛蕨 

雙子葉植物 'Dicotyledons' 

8. Acanthaceae 爵床科 (1) 

14. Dicliptera chinensis (L.) Juss. 華九頭獅子草 

9. Adoxaceae 五福花科 (1) 

15. Sambucus chinensis Lindl. 冇骨消 

10. Amaranthaceae 莧科 (2) 

16.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蓮子草 * 

17.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 ex DC. 蓮子草 * 

11. Araliaceae 五加科 (2) 

18.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銅錢草 † 

19. Schefflera octophylla (Lour.) Harms 鵝掌柴 

12. Asteraceae 菊科 (8) 

20.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 

21.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 

22. Bidens pilosa L. 大花咸豐草 

23.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24.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 

25.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 L. 銀膠菊 * 

26. Sigesbeckia orientalis L. 豨薟 

27. Soliva anthemifolia (Juss.) R. Br. 假吐金菊 * 

28. Taraxacum officinale F.H. Wigg. 西洋蒲公英 * 

13. Brassicaceae 十字花科 (1) 

28.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k. 薺 * 

14. Cannabaceae 大麻科 (2) 

29. Celtis sinensis Pers. 朴樹 

30.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15. Caryophyllaceae 石竹科 (1) 

31.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 鵝兒腸 

16. Combretaceae 使君子科 (1) 

32. Terminalia mantaly H. Perrier 小葉欖仁 † 

17.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1) 

33. Ipomoea nil (L.) Roth 牽牛花 * 

18. Cordiaceae 破布子科 (1) 

34. Cordia dichotoma G. Forst. 破布子 

19. Daphniphyllaceae 虎皮楠科 (1) 

35. Daphniphyllum glaucescens subsp. oldhamii T.C. Huang 奧氏虎皮楠 

20. Elaeocarpaceae 杜英科 (1) 

36. Elaeocarpus serratus L. 錫蘭橄欖 

21.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4) 

37. Macaranga tanarius (L.) Müll. Arg. 血桐 

38. Mallotus japonicus (Spreng.) Müll. Arg. 野桐 

39.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üll. Arg. 白匏子 

40. Triadica sebifera (L.) Small 烏臼 † 

22. Fabaceae 豆科 (6) 

41.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42. Archidendron lucidum (Benth.) I.C. Nielsen 頷垂豆 

43. Delonix regia (Bojer ex Hook.) Raf. 鳳凰木 * 

44. Derris elliptica (Roxb.) Benth. 魚藤 * 

45. Erythrina crista-galli L. 雞冠刺桐 † 

46. Pueraria lobata subsp. thomsonii (Benth.) Ohashi & Tateishi 大葛藤 * 

23. Fagaceae 殼斗科 (1) 

47. Quercus glauca Thunb. 青剛櫟 

24. Haloragaceae 小二仙草科 (1) 

48. Myriophyllum aquaticum (Vell.) Verdc. 粉綠狐尾藻 * 

25. Lamiaceae 唇形科 (1) 

50. Clinopodium gracile (Benth.) Kuntze 光風輪 

26. Lauraceae 樟科 (5) 

51. Cinnamomum burmannii (Nees & T. Nees) Blume 陰香 * 



52.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樟樹 

53. Machilus japonica var. kusanoi (Hayata) J.C. Liao 大葉楠 # 

54. Machilus thunbergii Siebold & Zucc. 紅楠 

55.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香楠 # 

27. Lythraceae 千屈菜科 (1) 

56.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九芎 

57. Lagerstroemia flos-reginae Retz. 大花紫薇 † 

28. Malvaceae 錦葵科 (1) 

57.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 

29. Mazaceae 通泉科 (1) 

58. Mazus pumilus (Burm. f.) Steenis 通泉草 

30. Melastomataceae 野牡丹科 (1) 

59. Melastoma candidum D. Don 野牡丹 

31. Meliaceae 楝科 (1) 

60. Melia azedarach L. 楝 

32. Menispermaceae 防己科 (1) 

61.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Miers 千金藤 

33. Moraceae 桑科 (7) 

62.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ér. ex Vent. 構樹 

63. Ficus elastica Roxb. ex Hornem. 印度橡膠樹 † 

64. Ficus formosana Maxim. 天仙果 

65. Ficus microcarpa L. f. 榕樹 

66. Ficus septica Burm. f. 稜果榕 

67. Ficus superba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68.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34. Myrtaceae 桃金孃科 (3) 

69.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 

70. Syzygium buxifolium Hook. & Arn. 小葉赤楠 

71. Syzygium elliptifolium (Merr.) Merr. 橢圓葉赤楠 

35. Oleaceae 木犀科 (2) 

72. Fraxinus griffithii C.B. Clarke 白雞油 

73. Osmanthus fragrans (Thunb.) Lour. 桂花 



36. Oxalidaceae 酢醬草科 (2) 

74.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漿草 

75.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漿草 * 

37. Pentaphylacaceae 五列木科 (1) 

76. Eurya loquaiana Dunn 細枝柃木 

38. Phyllanthaceae 葉下珠科 (3) 

77.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苳 

78.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土密樹 

79. Glochidion zeylanicum (Gaertn.) A. Juss. 錫蘭饅頭果 

39.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1) 

80. Pittosporum tobira (Thunb.) W.T. Aiton 海桐 

40. Plantaginaceae 車前科 (1) 

81. Plantago asiatica L. 車前草 

41. Polygonaceae 蓼科 (2) 

82. Polygonum chinense L. 火炭母草 

83. Rumex crispus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 

42. Primulaceae 櫻草科 (3) 

84. Ardisia sieboldii Miq. 樹杞 

85. Ardisia squamulosa C. Presl 春不老 * 

86. Maesa perlaria var. formosana (Mez) Y.P. Yang 臺灣山桂花 

43.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2) 

87. Clematis grata Wall. 串鼻龍 

88. Ranunculus sceleratus L. 石龍芮 

44. Rosaceae 薔薇科 (6) 

89. Duchesnea indica (Andrews) Teschem. 蛇莓 * 

90.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 山櫻花 † 

91. Prunus mume (Siebold) Siebold & Zucc. 梅 

92. Rhaphiolepis indica var. tashiroi Hayata ex Matsum. & Hayata 石斑木 

93. Rhaphiolepis indica var. umbellata (Thunb.) H. Ohashi 厚葉石斑木 (NT) 

94. Rubus rosifolius Sm. 刺莓 

45. Rutaceae 芸香科 (1) 

95. Murraya exotica L. 月橘 



46. Salicaceae 楊柳科 (2) 

96. Salix babylonica L. 垂柳 * 

97. Salix warburgii Seemen 水柳 # 

47.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3) 

98. Acer buergerianum var. formosanum (Hayata ex H. Lév.) Sasaki 臺灣三角楓 # (CR) 

99.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 * 

100. Koelreuteria henryi Dümmer 臺灣欒樹 # 

48. Solanaceae 茄科 (3) 

101. Lycianthes biflora (Lour.) Bitter 雙花龍葵 

102.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 

103. Solanum nigrum L. 龍葵 

49. Symplocaceae 灰木科 (1) 

104. Symplocos chinensis (Lour.) Druce 灰木 

50. Urticaceae 蕁麻科 (2) 

105. Boehmeria formosana Hayata 臺灣苧麻 

106. Pilea peploides (Gaudich.) Hook. & Arn. 矮冷水麻 

51.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1) 

107. Duranta repens L. 金露花 * 

52. Vitaceae 葡萄科 (3) 

108.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v. 山葡萄 

109.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虎葛 

110. Tetrastigma formosanum (Hemsl.) Gagnep. 三葉崖爬藤 

單子葉植物 Monocotyledons 

54. Araceae 天南星科 (1) 

111. Alocasia odora (Roxb.) K. Koch 姑婆芋 

55. Asphodelaceae 金穗花科 (1) 

112. Dianella ensifolia (L.) DC. 桔梗蘭 

56. Commelinaceae 鴨跖草科 (1) 

113. Commelina communis L. 鴨跖草 

57. Cyperaceae 莎草科 (1) 

114. Cyperus involucratus Rottb. 輪傘莎草 † 



58. Hydrocharitaceae 水鱉科 (1) 

115. Egeria densa Planch. 水蘊草 * 

59. Marantaceae 竹芋科 (1) 

116. Thalia geniculata L. 垂花水竹芋 † 

60. Musaceae 芭蕉科 (1) 

117.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61. Poaceae 禾本科 (7) 

118.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巴拉草 * 

119.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Nees) C.E. Hubb. 白茅 

120.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121.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 

122.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蘆葦 

123. Poa annua L. 早熟禾 

124. Setaria palmifolia (J. Koenig) Stapf 棕葉狗尾草 * 

62. Zingiberaceae 薑科 (3) 

125. Alpinia zerumbet (Pers.) B.L. Burtt & R.M. Sm. 月桃 

126. Hedychium coronarium J. Koenig 野薑花 * 

 



附錄一、生態調查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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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溪周邊景觀與水質淨化營造計畫(第一期)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本計畫生態檢核工作係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

核機制」辦理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令參考經濟部水利署對於河川、區域排水

生態調查評估相關準則進行辦理，希望於二林溪水質及周邊環境規劃設計，仍可

維持更加的自然生態環境。生態檢核流程如圖 1。 

 

 

 

圖1 生態檢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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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範圍  

本計畫調查範圍以二林溪排水(信義橋~忠孝橋，計 788m)，及洪醒夫紀念公園，

其範圍如圖 2 所示。  

 

圖2 生態調查計畫範圍 

 

二、 工作方法  

生態檢核目的在於將生態考量事項融入既有治理工程中，以加強生態保育措

施之落實。透過檢核表提醒工程單位，在各生命周期中了解所應納入考量之生態

事項內容，將生態保育措施資訊公開，使環保團體、當地居民及與工程單位間信

任感增加。依工程周期，包含施工前、中、後等階段，提出各階段於生態層面 (圖

1)。經由資料蒐集、現場勘查而掌握現地之生態議題，套疊工程設計圖說整合為生

態關注區域圖，評估工程各階段可能造成之生態影響，以提出具體環境友善對策

與措施。  

 (1)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透過現場勘查，評估潛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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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2) 辦理生態勘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

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3) 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

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生態專業人員進行工程之生態評析，可藉由現場勘查、資料蒐集、生態評估、

生態關注區域繪製評估工程範圍內之生態議題，提供設計單位工程範圍之生態衝

擊預測及對應方法及保育對策。生態專業人員於現場勘查應記錄工程施作現場與

周邊的主要植被類型、潛在棲地環境、大樹等關鍵生態資訊，初步判斷頇關注的

生態議題如位於天然林、天然溪流等環境，擬定工程相關生態注意事項，標示定

位並摘要記錄。生態評析過程中所有調查資料、生態議題、衝擊評估、保育對策

以報告形式完整論述，並完成本階段生態檢核表，包括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表 1)、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表 2)、規劃設計階段環境友善檢核表(表 3)、

施工階段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承攬廠商填寫)(表 4)，生態團隊成員、現場勘察紀

錄表、生態調查表、生態關注區域圖、生態保育對策及相關照片詳見附件 D1~附件

D7。各類別生物調查方法請參考附錄一。 

 

三、文獻蒐集及其他環境生物背景資料 

本計畫並蒐集相關文獻及其他環境生態物背景資料，包括 108 年度彰化縣政府

「二林溪水域景觀環境營造計畫」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108 年 4 月版本)、108 年

度彰化縣政府「二林溪水域環境營造計畫」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108 年 12 月版本)、

eBird 網路平台、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等，並進大尺

度生態敏感區評估，相關資料摘要如附件 D-2，相關背景詳附錄四。 

根據相關參考資料顯示本計畫區域環域半徑 1,000 公尺範圍內無公告之生態敏

感區域亦未靠近 IBA 野鳥重要棲息，亦無 eBird 熱門鳥點。在保育類物種方面，往

昔記錄有東方鵟、黑翅鳶、大冠鷲、鳳頭蒼鷹、遊隼、紅隼、彩鷸、小燕鷗、燕

鴴及紅尾伯勞等，以鳥類為主。水域動物方面，由於本計畫河段屬低海拔淡水域

環境，部份文獻記錄水域動物以耐汙染之外來種為主，如吳郭魚、琵琶鼠、線鱧

及福壽螺等，但有部份文獻中亦記錄有洄游性或海洋性物種，可能需由現地調查

再作評估。植物方面，在二林溪排水周邊之文獻調查有記錄蘭嶼羅漢松，但有補

充說明屬景觀綠美化之非野生族群。 

 

四、設計階段調查結果 

本計畫於 109 年 6 月 29~7 月 1 日進行設計規劃階段現場調查，調查範圍為二

林溪排水信義橋以西至忠孝橋及洪醒夫紀念公園周邊環境，輔以空照圖進行相關

敏感區位之評估。水域及陸域動物調查結果詳附錄二-生態調查資源表、附錄三-規

劃設計階段生態調查植物名錄及附錄五-生態環境調查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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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期間，二林溪排水渠道水體偏濁且流速緩慢，生物調查結果如下：鳥類

30 種：以麻雀、紅鳩及白頭翁數量較多，保育類記錄黑翅鳶及鳳頭蒼鷹，其中黑

翅鳶在二林溪排水周邊飛行覓食，鳳頭蒼鷹飛進洪醒夫紀念公園內之樹林；爬蟲

類 6 種：包括王錦蛇、疣尾蝎虎、斯文豪氏攀蜥、綠鬣蜥(美洲鬣蜥)及中國石龍子

等，其中綠鬣蜥屬外來種，調查時發現有綠鬣蜥在忠孝橋上游右岸小喬木休憩，

此外，在忠孝橋上游訪談釣客，釣客表示在該區域有見過雨傘節、眼鏡蛇、綠鬣

蜥、斑龜及鱉(中華鱉)等物種，釣客依其經驗表示綠鬣蜥上午經常在附近農地旁的

一棵樹木上曬陽光，下午則移往他處；兩生類 2 種：包括黑眶蟾蜍及澤蛙。蝶類

23 種：以沖繩小灰蝶數量最多，其次為黃蛺蝶及荷氏黃蝶等。魚類 7 種：調查記

錄鯽魚、鯉、食蚊魚、吳郭魚及琵琶鼠等 5 種，訪談釣客則另增加黃鱔及線鱧等 2

種；蝦蟹類 0 種：未發現任何蝦蟹類；螺貝類 2 種：包括福壽螺及臺灣椎實螺，以

福壽螺數量明顯較多。水質：1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於信義橋下游附近取樣檢測，

導電度(Cond.)為 484 μs/cm、水溫 31.6°C、酸鹼值(pH)為 8.29、溶氧(DO)為 7.1 

mg/L、濁度 50 ntu；忠孝橋上游取樣結果，導電度(Cond.)為 512 μs/cm、水溫 31.7°

C、酸鹼值(pH)為 8.17、溶氧(DO)為 6.4 mg/L、濁度 59 ntu，兩樣站各項測值並無

明顯異常之情形。水域及陸域動物調查結果詳附錄二-生態調查資源表。 

植物：共計發現植物 72 科 177 屬 210 種，其中蕨類植物有 4 種(佔 1.9%)，裸

子植物有 4 種(佔 1.9%)，雙子葉植物有 155 種(佔 73.81%)，單子葉植物有 47 種(佔

22.38%)。在生長習性方面，草本植物有 98 種(佔 46.67%)，喬木類植物有 49 種(佔

23.33%)，灌木類有 42 種(佔 20%)，藤本植物有 21 種(佔 10%)。在生育屬性方面，

原生種有 75 種(佔 35.71%)，特有種有 2 種(佔 0.95%)，歸化種有 52 種(佔 24.76%)，

栽培種有 81 種(佔 38.57%)。本計畫調查記錄「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

列為極危(CR)等級的蘭嶼羅漢松、蘭嶼肉桂；瀕危(EN)等級的菲島福木；易危(VU)

等級的蘄艾、番仔林投：近危(NT)等級的細本葡萄。而蘭嶼肉桂亦為「植物生態

評估技術規範」特稀有植物列為第一級之植物，均屬於人工綠帶或綠地所種植的

植栽，並非天然植群分布。 

調查區域屬於人為開發程度較高的區域，附近植被以人工建地及農耕地為主，

農耕地栽種的為水稻及各類蔬果等旱作；少部分區域為初期演替的次生林，主要

分布在二林溪行水區左右兩岸；人工建地及農耕地周邊則常見人工綠地或綠帶，

主要栽植各類原生植物或園藝植栽。洪醒夫紀念公園除了籃球場、涼亭、厠所及

遊樂場等人為設施外，其他均種植各類原生植物(榕樹、黃連木、茄冬、水黃皮、

欖仁、臺灣欒樹…等)或園藝景觀植栽(巴西胡椒木、大葉桃花心木、大花紫薇、黃

椰子…等)。針對紀念公園規劃的三處場址調查胸徑大於 30 公分的樹木調查，共記

錄 6 種 27 株(場址一共計 8 株、場址二共計 17 株、場址三共計 2 株)。針對紀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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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胸徑大於 50 公分的樹木調查結果，其中 1 株榕樹胸高植徑 1.78 公尺，符合彰

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胸徑 1.5 公尺以上，並未分布在預定計畫之場址內；另位於

預定計畫之場址二且胸徑大於 50 公分的樹木計有茄冬 2 株、黃連木 1 株及榕樹 2

株；位於預定計畫之場址三且胸徑大於 50 公分的樹木計有楝及榕樹各 1 株；場址

一並無胸徑大於 50 公分的樹木分布。 

二林溪排水兩岸水陸過渡帶為土堤，植被生長茂盛覆蓋良好，喬木層以構樹

為主，血桐次之，灌木則以蓖麻較優勢，草本則以象草、葎草為主，仁愛橋~忠孝

橋右岸土堤則為人為開墾之農耕地，主要種植的農作以各式果樹及蔬菜等，如香

蕉、波羅蜜、蔥、樹薯及玉米等。堤頂的行道樹植栽主要分布在右岸，信義橋~仁

愛橋(上游段右岸)種植大葉桃花心木為主，零星有臺灣欒樹、黃槐、樟樹及蘭嶼羅

漢松分布其中；仁愛橋~忠孝橋(下游段右岸)喬木以種植水黃皮為主，灌木則以矮

仙丹、金露花為主，其中零星種植欖仁、蘭嶼肉桂、菲島福木、火焰木、波羅蜜、

蘭嶼羅漢松、雞蛋花及小葉欖仁等，堤內與安和街之間的人行道則為安樂社區河

畔公園營造區域，種植羊蹄甲、山櫻花、葡萄、胡椒木、大王仙丹、武竹及馬櫻

丹等各式園藝植物。 

 

五、生態議題及保育對策 

本計畫經現勘及調查後評估，在動物方面，因本區開發程度較高，所發現之

水、陸域動物均為適應人類活動及干擾之一般常見種類，雖然也有發現保育類之

黑翅鳶及鳳頭蒼鷹，但未發現上述物種在計畫區內有築巢繁殖之情形，而計畫區

環境也非相關生態敏感物種無可取代之棲息地或繁殖地，因此評估本計畫不會對

保育類等生態敏感物種或其棲地造成衝擊。 

在生物敏感關注區域方面，二林溪排水周邊之濱溪植被生長良好，河道兩岸

保有土堤環境，河床屬自然底質，相關環境評價為中度敏感區域，尤其待水質條

件改善後，這類近自然之棲地環境可提供魚、蝦及兩棲爬蟲類等生物良好之棲息

空間。洪醒夫紀念公園大多為人為栽植樹種及受人為管理之公園環境，原則評價

為低度敏感環境，但有符合彰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之珍貴樹木胸徑規格

(DBH>1.5m 或胸圍>4.7m)之榕樹大樹 1 棵，雖目前不在預選之淨水廠(場)址，唯施

工期間仍應避免工程機具造成樹木損傷。本計畫根據生態議題及保育對策擬定規

劃設計階段環境友善檢核表 (表 3)及施工階段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 (承攬廠商填

寫)(表 4)。相關生態議題說明及可能採用的保育對策說明如下： 

(一) 二林溪排水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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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道兩側濱溪植物覆蓋狀況良好，主要喬木組成為構樹及血桐等，除

了提供生物棲息也可提供溪流遮陰及降低水溫之效果。雖未發現特殊

敏感之植物種類，但由於生長狀況良好，已沿排水兩岸形成連續綠帶，

在生態功能上提供綠帶生物廊道功能。但也有可能有民眾認為該區域

屬雜草叢生而有待進一步綠美化，如種植季節性開花之景觀樹種。 

建議：步道及步道周邊綠美化可以右岸區域為主，但左岸適度保留既

有植被狀態，在人類活動與生物棲息之間取得平衡點。 

(2) 河道兩側為土堤且濱溪植被生長良好，河床底質為圓石、塊石及礫石

覆蓋泥砂之自然底質，相關環境頗為符合原始自然狀態，因此若水質

條件改善後，此類環境應該更能提供魚、蝦、兩棲類及爬蟲類如蛇、

蜥蜴、龜、鱉等生物棲息。未來如果以混凝土或其他較為人工化的護

岸治理，可能衝擊相關類別物種可利用的棲地空間。 

建議：避免水泥封底及過於人工化的護岸治理方法，如有需求建議以

右岸為主，而保留左岸既有土堤型式。 

(3) 排水周邊屬於人為開發程度較高的區域，外來歸化植物及栽培種植物

數量多(如象草、小花蔓澤蘭等 )，目前於堤岸兩側人為干擾後的裸露

空矌地有成片的銀膠菊生長，外來種植物銀膠菊全株有毒，對動植物

皆具有毒性，釋出的花粉會引起人體過敏、接觸性皮膚炎、慢性濕疹

等，亦會排擠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間，由於生長迅速，繁殖力強，造成

人類健康及農業、生態上的危害。銀膠菊目前防治方式以人工移除為

主，移除時間為早春開花前為佳，拔除後的植株放入黑色塑膠袋中悶

腐或乾燥後焚毀。未來施工廢土處理、植栽種植工程需外來植物入侵

(如美洲含羞草等)，宜盡早移除避免擴大影響他生物的生存空間。 

(二) 洪醒夫紀念公園 

洪醒夫紀念公園內有一株榕樹胸徑一點七八公尺，符合彰化縣樹木

保育自治條例(胸高直徑達一點五公尺以上或是胸圍四點七公尺以上)規

格之珍貴樹木，雖非彰化縣列管之珍貴老樹，但其具人文代表性，因此

列為保全對象，淨水設施選址時已進行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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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二林溪周邊景觀與水質淨化營造計畫

(第一期) 
設計單位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彰化縣政府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彰化縣二林鎮二林溪排水 

X：185465 Y：2643124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新台幣       元 

工程目的 二林溪排水周邊景觀與水質淨化。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二林溪排水周邊景觀與水質淨化。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3.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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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生態背景-田野資訊有限公司辦理(附件 D-1)；工程

規劃設計-黎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生態環境相關背景資料蒐集如附件 D-2，並於109年6

月22日完成生態勘查(附件 D-3)、109年7月1日完成規劃設計

階段調查(附件 D-4)。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需注意洪醒夫紀念公園內大樹及二林溪排水周邊環

境，生態關注區域圖如附件 D-5。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規劃設計階段生態保育對策如附件 D-6。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生態背景-田野資訊有限公司辦理(附件 D-1)；工程

規劃設計-黎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    □否 



彰化縣二林鎮二林溪周邊景觀與水質淨化營造計畫(第一期)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11 

段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完成規劃設計階段環境友善檢核表(表 3)及施工階段

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承攬廠商填寫)(表 4)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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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規劃設計階段-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河川、區域排水) 

基本

資料 

紀錄日

期 
109 / 6 / 22 填表人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田野

資訊有限公司 

水系名

稱 
二林溪排水 行政區 彰化縣二林鎮 

工程名

稱 

二林溪周邊景觀與水質淨

化營造計畫(第一期)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

區 

二林溪排水計畫範圍全線

及洪醒夫紀念公園 

位置座標

（TW97） 

X：185465 Y：2643124  

代表座標位置參考點：信義橋 

工程概

述 
二林溪排水周邊景觀與水質淨化。 

現況

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

片 ■水棲生物照片 (詳附件D-2)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空拍機低空航照圖 

類別 ③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

分 

⑤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

策略或措施 

 

 

 

 

 

 

水的

特性 

 

 

(A) 

水

域 

型

態 

多

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

表) 

6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利用

渠道蜿蜒及攔水踏石營造緩

流水域空間)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

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設置固床工

提高水位深度) 

□其他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

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

域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

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

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

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

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

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

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

通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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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

分 

⑤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

策略或措施 

 

 

 

水

的

特

性 

 

 

 

(C) 

水

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

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

浮藻類) 

3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

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

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

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

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

存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D)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

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

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10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

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完整

濱溪植被帶) 

■其他 清理圾垃及廢棄物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

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

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

物所組成? 

   控制水路環境以土堤為主且植被生長茂密(5分)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

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動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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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

分 

⑤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

策略或措施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E) 

溪

濱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兩側護岸屬土坡型態且植被生長良好，唯河道

外多已開發為農田、濱溪道路、停車場及住宅聚

落。)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

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

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6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

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

糙度(利用疊石護岸營造多

樣性生態空間)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利用疊石護岸營造多樣性

生態空間、設置生態草溝)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

(緩坡化)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

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

質 

多

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

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雖有多種河床底質，但因水體濁度高及流速較

慢，因此河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高)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

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

否採用集水區外的土砂材料

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

率(渠底鋪設塊石不封底)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

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

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

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

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上、下

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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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

分 

⑤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

善策略或措施 

 

 

 

 

生

態 

特

性 

(G) 

水

生

動

物

豐

富

度

(原

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

兩棲類、█爬蟲類 

4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

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

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

監測 

□其他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

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

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

態

特

性 

(H) 

水

域 

生

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3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

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

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

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

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5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17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7 (總分 20 分) 

 

 

總和=   39 (總分 80 分)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

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

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

略。 

3.執行步驟：①→⑤  (步驟④→⑤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

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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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規劃設計階段環境友善檢核表 

主辦機關 彰化縣政府 設計單位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工程名稱 
二林溪周邊景觀與水質淨

化營造計畫(第一期) 
工程位點 X：185465 Y：2643124 

項目 本工程擬選用生態友善措施 

工 

程 

管 

理 

█ 
生態保護目標、環境友善措施、施工便道與預定開挖面，標示於工程圖

說、發包文件與施工規範 

█ 納入履約標準、確認罰則 

█ 優先利用人為干擾環境，以干擾面積最小為原則 

□ 其它： 

陸 

域 

環 

境 

擬定生態保護目標 擬用生態友善措施 

█ 保留樹木 

迴避道路旁具地方文化價值榕樹，加強

施工管理及宣導，避免工程機具對樹木

造成傷害。 

□ 保留森林  

■ 保留濱溪植被區 規劃設計階段儘可能縮小影響範圍 

□ 
預留樹木基部生長與透氣透

水空間 
 

□ 採用高通透性護岸  

□ 減少護岸橫向阻隔  

■ 動物逃生坡道或緩坡 
儘可能維持現況土堤及濱水植被，避免

坡度過陡 

■ 植生草種與苗木 裸露區採原生植物進行補植 

□ 復育措施  

█ 其它：兩岸土堤環境 
儘可能維持兩岸土堤型態，避免大量混

凝土工程。 

水 

域 

環 

境 

□ 減少構造物與河道間落差  

□ 
保留 3 公尺粒徑以上大石或

石壁 
 

■ 保留石質底質棲地 採用迴避對策，避免破壞既有底質環境 

□ 保留瀨區  

□ 保留深潭  

■ 控制溪水濁度 進行汙染截流淨化處理 

□ 維持常流水  

□ 人工水域棲地營造  

■ 其它：水質改善 進行汙染截流淨化處理 

補充說明：(依個案特性加強要求的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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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圖及保全目標位置與照片 

 

 
生態關注區域圖  

備註： 

一、設計單位應會同主辦機關，共同確認生態保護對象，擬用環境友善措施填寫於

備註欄。 

二、本表格連同預算書圖一併提供工程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填寫人員簽名：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109.07.01 

生態專業團隊：田野資訊有限公司               日期：109.07.01

 



彰化縣二林鎮二林溪周邊景觀與水質淨化營造計畫(第一期)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24 

表4 施工階段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承攬廠商填寫) 

甲方  

 

工程名稱 
二林溪周邊景觀與水質淨

化營造計畫(第一期) 

施工廠商  

工程位點 彰化縣二林鎮二林溪排水 

編號 項目 檢查標準 
檢查日期 

     

1 公園大榕樹 保留原地且存活未受損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2 濱溪植被帶 非工區應維持既有植被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異常狀況處理 

異常狀況類型 
□生態保護目標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備註： 

一、本表於工程期間，由施工廠商隨工地安全檢查填寫。 
二、如發現異常，保留對象發生損傷、斷裂、搬動、移除、干擾、破壞、衰弱或死亡等異常狀況，請註明

敘述處理方式，第一時間通報監造單位與主辦機關。 

三、完工後連同竣工資料一併提供主辦機關。 

 

工地負責人簽名：                         日期： 

 

生態專業團隊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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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1、規劃設計階段生態專業人員團隊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學歷 專長 

田野資訊有限公司 

調查組長 
黎家興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碩士 

陸域動、植物調查、棲

地評估、地理資訊系

統、繪製生態敏感圖 

田野資訊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周怡君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漁業生產

與管理系學士 

水域生物調查、棲地評

估、地理資訊系統、繪

製生態敏感圖 

 

附件D-2、本計畫生態環境相關背景資料蒐集 

(一) 108 年度彰化縣政府「二林溪水域景觀環境營造計畫」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

(108 年 4 月版本) 

根據 108 年度彰化縣政府「二林溪水域景觀環境營造計畫」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

(108 年 4 月版本)生態調查結果，植物部份於仁愛橋調查記錄 5 種地被植物，優

勢種以巴拉草為主，鄰近區植物生態以禾本科及菊科植物最為常見，河道兩側的

植被覆蓋狀況良好；和平橋取樣調查記錄 6 種地被植物，優勢種以巴拉草及葎草

為主，鄰近區植物生態以禾本科及菊科植物最為常見，河道兩側的植被覆蓋狀況

良好。鳥類記錄 23 種，保育類物種記錄彩鷸、燕鴴與小燕鷗等 3 種，兩季調查

結果以白頭翁、褐頭鷦鶯及麻雀數量較多。哺乳類記錄 3 種，包括東亞家蝠、小

黃腹鼠與溝鼠。兩生爬蟲類在二林溪排水僅發現蝎虎 1 種。魚類及蝦蟹類，於二

林溪排水記錄雜交吳郭魚、大鱗鮻、前鱗鮻、鯔與印度牛尾魚等 6 種，數量上以

雜交吳郭魚較為優勢。蝦蟹類調查在仁愛橋發現鋸緣青蟳；和平橋則未發現任何

蝦蟹類。 

(二) 108 年度彰化縣政府「二林溪水域環境營造計畫」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108

年 12 月版本) 

參考 108 年度彰化縣政府「二林溪水域環境營造計畫」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108

年 12 月版本)生態調查結果，於 108 年 11 月 7 日進行現況勘察，調查期間發現

水體多呈灰黑色，且飄散異味，明顯受到污染。河道兩側草生地及樹林地多有垃

圾、動物屍體及家具廢棄物堆積，環境髒亂。 

植物：本計畫範圍河段植物較為單一，道路邊多為人工植栽，溪床河岸側為血桐

與構樹為主的先驅樹種。在陸域生態部分，植物 219 種，其中 27 種喬木，32 

種灌木，28 種藤木，132 種草本，木本植物以構樹、血桐及蓖麻等陽性植物為

優勢物種，草本植物以象草及大花咸豐草等為優勢，調查結果中共紀錄 1 種極危

(CR)（蘭嶼羅漢松），蘭嶼羅漢松紀錄於鄰近  143 縣道之人行道旁，作為景觀

綠美化用，非野生自生族群。其中河岸兩側多為自生構樹及 

血桐、較開闊處多蓖麻，而道路兩側為行道樹及附近居民之作物，如靠近儒林路

二段種植台灣欒樹及蘋婆，而鄰近縣道 143 處則種植大葉桃花心木，而在鄰近

住家附近則亦有種植黃槐以及蘭嶼羅漢松，混生樟樹及榕樹。鳥類 50 種，其中

以麻雀、白頭翁、珠頸斑鳩、紅冠水雞等為常見種類；保育類記錄有黑翅鳶、

大冠鷲、鳳頭蒼鷹、紅隼、彩鷸及紅尾伯勞。哺乳類 6 種，以臭鼩、溝鼠及小

黃腹鼠較為常見。兩棲類 5 種，均為普遍常見物種。爬蟲類 8 種，以斯文豪氏

攀蜥、蓬萊草蜥兩種為台灣特有種，紅耳龜為人為引進的外來種。蝶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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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以沖繩小灰蝶及紋白蝶數量較多。魚類及蝦蟹螺貝類現地勘查暨口訪記

錄，水域生態部分，二林溪床多有淤泥沉積，汙染源主要為家庭及農業廢水。溪

水水體多呈灰綠色，且飄散異味。由現場勘查到的水域生物多樣性低且以強耐污

性的外來物種為種類較多的優勢種。魚類以雜交尼羅魚、豹紋翼甲鯰及線鱧為

主；蝦蟹螺貝類以福壽螺分佈最多。 

(三) eBird 網路平台 

參考 eBird 網路平台評估計畫基地附近之熱門鳥類分布情形，根據 eBird 熱門鳥

點查詢結果，本計畫區鄰近 1 公里範圍內無熱門鳥點，主要熱門鳥類分布在西部

海岸沿線，包括彰化漢寶濕地、芳苑濕地及濁水溪口濕地等區域，距離本計畫基

地較遠，環境類型差異也較大，eBird 熱門鳥類分布概況詳見附錄四-表 2。 

(四) 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根據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資料，彰化縣二林鎮 2014~2019 路殺資料(附錄四-表

2)：鳥類 7 種，包括紅冠水雞、紅鳩、家燕、白頭翁、綠繡眼、白尾八哥、麻

雀。哺乳類 7 種：臭鼩、赤腹松鼠、鬼鼠、小黃腹鼠、溝鼠、東亞家蝠、高頭

蝠。爬蟲類 4 種：包括王錦蛇、赤背松柏根、雨傘節、斯文豪氏攀蜥。兩棲類 1

種：包括黑眶蟾蜍。相關資料記錄之物種為一般常見原生物種。 

(五)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 

由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查詢彰化縣二林鎮相關生物資料結果(附錄四-

表 3)，記錄物種概述如下：哺乳類 3 種：包括赤腹松鼠、溝鼠、臭鼩，均屬一般

見物種。鳥類 78 種：其中保育類共記錄 8 種，包括屬於珍貴稀有野生動物有東

方鵟、黑翅鳶、遊隼、紅隼、彩鷸及小燕鷗等 6 種；屬於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

物包括燕鴴及紅尾伯勞等 2 種。爬蟲類 2 種：包括赤背松柏根及中國石龍子，屬

一般常見原生物種。兩棲類 3 種：包括黑眶蟾蜍、澤蛙及斑腿樹蛙，其中斑腿樹

蛙屬外來種，其餘為一般常見原生物種。魚類 1 種：包括斑竹花蛇鰻。斑竹花蛇

鰻(Myrichthys colubrinus)屬海洋性物種。 

 

附件D-3、規劃設計階段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109 年 6 月 22 日 填表日期  109 年 6 月 22 日 

生態團隊 田野資訊有限公司 勘查地點 二林溪排水及洪醒夫紀念公園 

參與勘查事

項 
水域及陸域生物環境評估分析 

勘查摘要 

勘察前先針對計畫區進行大尺度已公告之生態敏感區評估(如自

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及保安林等)，評估結果於計畫區

環域 1 公里範圍內無已知之公告生態敏感區域及 IBA 野鳥重要棲地

(詳附錄四-表 1)。 

勘察行程評估是否有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或生態影響區域等需要作進一步現場調查。 

 

◎ 生態環境勘察紀錄： 

本計畫於 109 年 6 月 22 日進行現場勘查，勘查範圍為二林溪排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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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橋往西至忠孝橋及洪醒夫紀念公園周邊環境。 

(一) 二林溪排水周邊： 

二林溪排水信義橋周邊河道兩側植被生長良好，喬木以構樹為

主，血桐次之，灌木以蓖麻為主，草生植物以象草較為優勢。 仁愛

橋~忠孝橋右岸土堤有部份農耕地環境。 

二林溪排水目標河段之水域型態包括淺流、岸邊緩流及深潭等

環境。現勘期間水體偏濁，流速緩慢，在溪岸大部份均無明顯異

味，唯有小部份區域因溪水中有死禽，因此有動物腐臭味道。水中

有魚類活動跡象，螺貝類幾乎均為屬外來種之福壽螺。動物以鳥類

物種較多，如麻雀、紅鳩、白頭翁等，河道內有紅冠水雞活動。 

(二) 洪醒夫紀念公園： 

公園周邊及公園內有行道樹及大樹，包括榕樹、楝、茄冬、雀

榕等原生植栽及鳳凰木、大葉桃花心木等園藝植栽。有些榕樹胸徑

較大，可能符合彰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之胸徑規格。 

動物相由於屬人為已開發及干擾程度較大，大多為適應人為活

動干擾之鳥種，如白頭翁、紅鳩、麻雀、白尾八哥等。公園樹木可

發現斯文豪氏攀蜥等小型爬蟲類。公園內水域棲地設施大多呈現乾

涸無水之情形，僅小面積設施有積存雨水，水體中未發現蝌蚪。 

 

現場勘查意見 處理情形回覆 

1. 建議確認洪醒夫紀念公園內是否有符

合彰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之大樹。 

2. 針對淨化預選場址進行胸徑>30 公分

之樹木種類及數量調查。 

3. 本區域大多屬人為已開發區域，但有

部份人為干擾較低之環境如河道兩側、

及公園林地等近自然環境，建議針對周

邊植物、鳥類、兩棲爬蟲類、蝶類、魚

類、蝦蟹螺貝類及基本水質(如導電度、

水溫、pH、溶氧及濁度)等項目進行調

查。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

物及特稀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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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4、規劃設計階段生態調查表 

工程名稱 
二林溪周邊景觀與水質淨化營造計畫 

(第一期)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7 月 1 日 

生態團隊 田野資訊有限公司 

生態項目 內容 照片記錄 

棲 

地 

生 

態 

█陸域生態 

鳥類 30 種：以麻雀、紅鳩及白頭翁數

量較多，保育類記錄黑翅鳶及鳳頭蒼

鷹，其中黑翅鳶在二林溪排水周邊飛行

覓食，鳳頭蒼鷹飛進洪醒夫紀念公園內

之樹林；爬蟲類 6 種：包括王錦蛇、疣

尾蝎虎、斯文豪氏攀蜥、綠鬣蜥(美洲

鬣蜥)及中國石龍子等。釣客訪談則有

雨傘節、眼鏡蛇、綠鬣蜥、斑龜及鱉等

物種；兩生類 2 種：包括黑眶蟾蜍及澤

蛙。蝶類 23 種：以沖繩小灰蝶數量最

多，其次為黃蛺蝶及荷氏黃蝶等。(各

類物種調查資源表詳附錄三)。植物記

錄 72 科 177 屬 210 種，其中有符合彰

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之榕樹 1 株，亦

有發現部份植物紅皮書所載之受脅植

物，但均屬於人工綠帶或綠地所種植的

植栽，並非天然植群分布。(植物名錄

詳附錄四、植栽資源調查分布圖詳附錄

五)。 

 
二林溪排水周邊有保育類- 

黑翅鳶及鳳頭蒼鷹出沒 

 
二林溪排水-忠孝橋上游右岸

發現外來種綠鬣蜥棲息在樹上 

█水域生態 

魚類 7 種：調查記錄鯽魚、鯉、食蚊

魚、吳郭魚及琵琶鼠等 5 種，訪談釣客

另增加黃鱔及線鱧等 2 種，共計 7 種；

蝦蟹類 0 種：未發現任何蝦蟹類；螺貝

類 2 種：包括福壽螺及臺灣椎實螺，以

福壽螺數量明顯較多；水質：1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於信義橋下游附近取樣檢

測，導電度(Cond.)為 484 μs/cm、水溫

31.6°C、酸鹼值(pH)為 8.29、溶氧(DO)

為 7.1 mg/L、濁度 50 ntu；忠孝橋上游

取 樣 結 果 ， 導 電 度 (Cond.) 為 512 

μs/cm、水溫 31.7°C、酸鹼值 (pH)為

8.17、溶氧(DO)為 6.4 mg/L、濁度 59 

ntu，兩樣站各項測值並無明顯異常之

情形(調查資源表詳附錄三)。 

 
信義橋下游水域環境照

 
忠孝橋上游水域環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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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5、規劃設計階段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 

工程名稱 

(編號) 

二林溪周邊景觀與水質淨化營造計畫

(第一期)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7 月 1 日 

類型 生態保全對象 

公告生態 

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家公園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國家重要濕地 □保安林 

□其他                   

重要植被

與大樹 
□天然林 □次生林 ■濱水植物帶 □河岸林 □特稀有植物生存環境 █大樹 

民間關切 

生物棲地 

□重要野鳥棲地(IBA) □保育類物種生存繁殖棲地 □IUCN 受脅物種 

□.其他指標生物棲息環境：  

天然水域 

環境 
□天然溪流或溝渠 □深潭 □淺瀨 □岩盤 □濕地 □埤塘 ■其他 土堤           

生態關注區域圖 

 
說明： 

1. 二林溪排水周邊之濱溪植被生長良好，河道兩岸保有土堤環境，河床屬自然底質，相

關環境評價為中度敏感區域，尤其待水質條件改善後，這類近自然之棲地環境可提供

魚、蝦及兩棲爬蟲類等生物良好之棲息空間。 

2. 洪醒夫紀念公園大多為人為栽植樹種及受人為管理之公園環境，原則評價為低度敏感

環境，但有符合彰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之珍貴樹木胸徑規格(DBH>1.5m 或胸圍>4.7m)

之榕樹大樹 1 棵，雖目前不在預選之淨水廠址，唯施工期間仍應避免工程機具造成樹木

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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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6、規劃設計階段生態保育對策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黎家興  

(田野資訊有限公司/調查組長)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7 月 1 日 

■ 基本設計審查前完成  □細部設計審查前完成  □規劃設計定稿 

生態關注區域 生態保全對象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是否

迴避 

(填否者，請說明

保育對策) 

 

公告 

生態保護區 

□是 

■否 
 

□是 

□否 

□縮小                   

□減輕                  

□補償                  

 

學術研究 

動植物棲地地點 

□是 

■否 
 

□是 

□否 

□縮小                   

□減輕                  

□補償                  

 

民間 

關切生態地點 

■是 

□否 

洪醒夫紀念公

園內-榕樹大樹

1 棵 

█是 

□否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採取迴避對

策。 

天然植被 
□是 

■否 
 

□是 

□否 

□縮小                   

□減輕                  

□補償                  

 

天然水域環境-

河岸土堤及自然

河床底質 

(人為構造物少) 

■是 

□否 
 

■是 

□否 

□縮小                   

□減輕                  

□補償                  

採取迴避對

策，維持既有

土堤型式及自

然河床底質。 

濱溪植被 
■是 

□否 

二林溪排水兩

岸植被 

□是 

■否 

■縮小                   

□減輕                  

■補償                  

儘可能縮小影

響範圍，裸露

區採原生植物

進行補植 

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攝影日期)： 

1.具地方文化價值之榕樹 2. 二林溪排水兩岸濱溪植被 

 
洪醒夫紀念公園榕樹大樹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30 日) 

 
 

 

 
忠孝橋上游水域環境照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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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7、規劃設計階段-水域棲地環境照及生物照 

  
二林溪排水及洪醒夫紀念公園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 日) 

信義橋下游水域環境照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 日) 

  
忠孝橋上游水域環境照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 日) 

二林溪排水之水體偏濁也有民眾任意丟棄

垃圾情形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 日) 

  
二林溪排水底質環境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 日) 

二林溪排水護岸植被主為構樹、篦麻、五

節芒及葎草(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 日) 

  
民眾於部份河道灘地開墾種植香蕉、玉米

等作物 (拍攝日期：109 年 7 月 1 日) 

排水路旁之綠美化植栽 

(拍攝日期：109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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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醒夫公園大樹-榕樹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30 日) 

洪醒夫公園大樹-楝(苦楝)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30 日) 

  
洪醒夫公園植栽-蘭嶼羅漢松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30 日) 

二林溪排水堤頂植栽-蘭嶼肉桂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30 日) 

  
二林溪排水土堤常見喬木植物-構樹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 日) 

二林溪排水土堤常見灌木植物-蓖麻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 日) 

  
二林溪排水土堤常見草本植物-象草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 日) 

二林溪排水土堤常見草本植物-銀膠菊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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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之鯽魚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 日) 

釣客釣獲之鯉魚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295 日)  

  
調查發現之琵琶鼠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30 日) 

螺貝類以耐汙染之外來種福壽螺為優勢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30 日) 

  
調查記錄之紅冠水雞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30 日) 

於二林溪排水路旁植被發現之綠鬣蜥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30 日) 

  
調查記錄之雌紅紫蛺蝶 

(拍攝日期：109 年 6 月 30 日) 

調查記錄之保育類黑翅鳶 

(拍攝日期：109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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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生物調查及分析方法 

項目 調查方法 

魚類 

以手拋網、蝦籠誘捕或目視調查為主要方法。每次調查進行一次採

集，手拋網以次數為努力量標準；蝦籠誘捕法以陷阱數量×放置夜晚數=捕

捉夜為努力量標準。實地魚類調查方法得視水道當時情況，選擇手拋網或

蝦籠(內置調和魚餌)誘捕。若在採集時遇到釣客，可進行訪問。 

底棲生物

類(蝦蟹螺

貝) 

蝦蟹類以手拋網及蝦籠誘捕為主要方法，每一調查樣站架設中型蝦籠

5 個(口徑約為 12 公分)，內置狗飼料作為誘餌。螺貝類採集隨機設置三個

50cm x 50cm 為樣區進行採樣。 

螺貝類 螺貝類以一平方公尺為樣區進行採樣。 

鳥類 

鳥類調查採用沿線調查(穿越線法)或定點調查法，沿水道旁有步行小

徑的地方設穿越線，穿越線須鄰近範圍內各類型重要的鳥類棲地，穿越線

長度為 500 公尺。鳥類調查於日出後三小時內進行。調查時以目視法輔以

聲音進行判別，紀錄種類、數量及其出現的棲地。 

沿線調查法以距離為努力量標準；定點調查法以時間為努力量標準。

調查發現的鳥類記錄種類、數量及其出現的棲地。調查記錄需包括鳥音

（即聽到的鳥種）。 

爬蟲類 

爬蟲類調查主要以調查水域爬蟲為主，採用穿越線法或陷阱法進行調

查，穿越線長度為 500 公尺。調查方法採載逢機漫步之目視預測法，紀錄

出現之爬蟲類種類、數量及棲地等。穿越線法以距離為努力量標準。 

兩棲類 

兩棲類調查採用類似鳥類之穿越線法進行調查，但穿越線長度為 500

公尺。調查時間為天黑以後以探照燈目視尋找，配合圖鑑鑑定。並比較各

區段兩棲類之種類及族群分布。 

陸上昆蟲 
陸上昆蟲以蝶類為主要對象，但可視情況調整。以手抄網捕捉或長鏡

頭拍攝來確定蝶類的種類。調查範圍以鳥類穿越線為準。 

植物 

(水生植物

及陸域植

物) 

植物調查記錄調查排水範圍兩岸喬木及綠帶植栽種類。若有發現符合

該縣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樹木，則予以標定，製作圖說。 

 

歧異度 

Shannon-Wiener 多樣性指數(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 

H ＝－
=

S

i

iP
1

log10 Pi 

S ：各群聚中所記錄到之動物種數 

Pi：各群聚中第 i 種物種所佔的數量百分比 

本指數可綜合反映一群聚內生物種類之豐富度(Species richness)及個

體數在種間分配是否均勻。若 值愈大，則表示群聚間種數愈多或種間

分配較均勻。於本計畫主要用於快速比較各樣站間之歧異度差異。如各樣

站記錄之種類數<2)，則不進行計算。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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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生態調查資源表 

表 1、本計畫規劃設計階段植物歸隸特性 

歸隸特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總計 

類別 

科數 4 3 53 12 72 

屬數 4 4 125 44 177 

種數 4 4 155 47 210 

生長習性 

草本 4 0 57 37 98 

喬木 0 3 40 6 49 

灌木 0 1 38 3 42 

藤本 0 0 20 1 21 

生育屬性 

原生 4 1 53 17 75 

特有 0 0 2 0 2 

歸化 0 0 41 11 52 

栽培 0 3 59 19 81 

註 1：規劃設計階段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6 月 29 日~109 年 7 月 1 日。 

 

表 2、本計畫規劃設計階段受威脅植物表 

中文科名 中文名 
生育 

屬性 

生長 

習性 

植物 

紅皮書 

技術規範 

特稀有 
分布位罝 來源 

羅漢松科 蘭嶼羅漢松 原生 灌木 CR  
洪醒夫紀念公園、 

信義~仁愛橋右岸堤頂、 

仁愛~忠孝橋右岸堤頂 

人工植栽 

樟科 蘭嶼肉桂 特有 喬木 CR 第一級 仁愛~忠孝橋右岸堤頂 人工植栽 

金絲桃科 菲島福木 原生 喬木 EN  洪醒夫紀念公園、 

仁愛~忠孝橋右岸堤頂 
人工植栽 

菊科 蘄艾 原生 灌木 VU  仁愛~忠孝橋右岸堤頂 人工植栽 

天門冬科 番仔林投 原生 喬木 VU  洪醒夫紀念公園 人工植栽 

葡萄科 細本葡萄 原生 藤本 NT   仁愛~忠孝橋右岸堤頂 人工植栽 

 

表 3、本計畫洪醒夫紀念公園計畫場址樹木胸徑>30 公分樹木表 

編號 分布區 樹種 胸徑(cm) 
TWD97 座標 

X Y 

T01 場址一 黃連木 36.0  185487 2643273 

T02 場址一 刺桐 41.1  185480 2643284 

T03 場址一 茄冬 44.2  185468 2643286 

T04 場址一 茄冬 46.0  185460 2643285 

T05 場址一 刺桐 37.5  185481 2643291 

T06 場址一 三角椰子 36.6  185483 2643297 

T07 場址一 三角椰子 35.7  185470 2643298 

T08 場址一 三角椰子 35.0  185468 2643299 

T09 場址二 茄冬 62.5  185495 2643366 

T10 場址二 茄冬 59.6  185497 2643357 

T11 場址二 茄冬 38.4  185495 2643354 

T12 場址二 茄冬 40.4  185494 2643350 

T13 場址二 茄冬 35.3  185493 2643345 

T14 場址二 茄冬 39.5  185491 2643338 

T15 場址二 茄冬 33.2  185490 2643335 

T16 場址二 黃連木 36.6  185500 264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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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布區 樹種 胸徑(cm) 
TWD97 座標 

X Y 

T17 場址二 黃連木 58.0  185491 2643375 

T18 場址二 黃連木 42.1  185477 2643378 

T19 場址二 黃連木 37.2  185474 2643381 

T20 場址二 黃連木 37.9  185453 2643383 

T21 場址二 茄冬 35.7  185471 2643366 

T22 場址二 茄冬 45.9  185472 2643365 

T23 場址二 榕樹 95.5  185460 2643354 

T24 場址二 茄冬 49.5  185461 2643343 

T25 場址二 榕樹 55.7  185455 2643343 

T26 場址三 楝 79.6  185341 2643332 

T27 場址三 榕樹 66.8  185337 2643336 

 

表 4、本計畫洪醒夫紀念公園樹木胸徑>50 公分樹木表 

編號 樹種 胸徑(cm) 
TWD97 座標 

X Y 

T09 茄冬 62.5  185495 2643366 

T10 茄冬 59.6  185497 2643357 

T17 黃連木 58.0  185491 2643375 

T23 榕樹 95.5  185460 2643354 

T25 榕樹 55.7  185455 2643343 

T26 楝 79.6  185341 2643332 

T27 榕樹 66.8  185337 2643336 

BT01 榕樹 178.3  185440 2643374 

BT02 榕樹 94.5  185365 2643384 

BT03 榕樹 73.2  185353 2643375 

BT04 榕樹 76.4  185427 2643336 

BT05 榕樹 58.6  185439 2643347 

BT06 榕樹  58.3  185432 2643336 

BT07 鳳凰木 51.9  185440 2643331 

BT08 雀榕 63.0  185457 264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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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本計畫符合彰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樹木資料 

樹木編

號 
BT01 

樹木

現況 

 

樹種 榕樹 

座標

TWD97

(X,Y) 
(185440 , 2643374) 

學名 Ficus microcarpa L. f. 

樹高 6M 
胸高

直徑 
178.25 CM 

樹冠幅 15M 樹圍 560 CM 

權屬 ■公有：  洪醒夫紀念公園        □私有：                

位置屬

性 

□1.道路、人行道 ■2.公園、綠地 □3.學校 □4.郊山 □5.私有住宅□6.公共

場所 □7.其他：                      

1.道路、人行道 ■2.公園、綠地 □3.學校 □4.郊山 □5.私有住宅□6.公共場

所 □7.其他：              

樹形 □1.尖錐形 □2.寬錐形 ■3.寬展開形 □4.窄柱形 □5.寬柱形 □6.獨特型 

生長地

點概述 

□1.水泥、柏油鋪面 ■2.草地、土壤鋪面 □3.有建築物影響發育 □4.垃圾雜

物堆積 □5.其他：                   

生長狀

況描述 

生長良好，多氣生根，兩側人行步道水泥鋪面 

其他備

註 

  

 

表 6、本計畫規劃設計階段陸域鳥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遷徙屬性 紅皮書 數量 

鵜形目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RU/SC/WC/TC  7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RU/SC/WC/TC  6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RC/WO/TO  4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RC  1 

  䴉科 埃及聖䴉*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IC  2 

鷹形目 鷹科 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II RC  1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Es II RC  1 

鶴形目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RC  1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RC  5 

鴴形目 三趾鶉科 棕三趾鶉 Turnix suscitator Es   RC  2 

鴿形目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IC  14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RC  57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RC  8 

鴞形目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Es   RC  4 

雨燕目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Es   RC  15 

佛法僧目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RC/TU  1 

雀形目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Es   RC/TO  21 

  王鶲科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Es   R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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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遷徙屬性 紅皮書 數量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Es   RC  4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SC/WC/TC  12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C  25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Es   RC  33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Es   RC  2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Es   RC  14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RC  18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IC  28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IC  6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RC/WC  1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RC  106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RC  26 

    種類合計(種)          30 

    數量合計(隻次)          427 

    多樣性指數(H')          1.16 

註 1：「特有種」欄位參考「臺灣物種名錄」網路電子版 version 2020：http://taibnet.sinica.edu.tw。

「Es」指臺灣特有亞種。 「中文名」欄位加註「*」表示屬外來種。 

註 2：保育類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II」屬於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註 3：「遷徙屬性」一欄，英文代碼第 1 碼為留候鳥屬性(R：留鳥；W：冬候鳥；S：夏候鳥；T：過境

鳥；I：引進種)，第 2 碼為豐度屬性( C：普遍；O：稀有；U：不普遍；L：局部分布)，以「/」

隔開者為本物種兼具多種屬性族群。 

註 4：「紅皮書」一欄參考「2016 臺灣鳥類紅皮書名錄」。調查名錄中若包括調查名錄中若包括國家極

度瀕危(Nationally Critically Endangered，NCR)、國家瀕危(Nationally Endangered，NEN)、國家易

危(Nationally Vulerable，NVU)、國家接近受脅(Nationally Near Threatened，NNT)物種，則進行加

註。 

註 5：規劃設計階段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6 月 29 日~109 年 7 月 1 日。 

 

表 7、本計畫規劃設計階段爬蟲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紅皮書 數量 備註 

有鱗目 黃頷蛇科 王錦蛇 Elaphe carinata      1  

  蝙蝠蛇科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 

    眼鏡蛇 Naja atra       #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18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Diploderma swinhonis E    4  

  美洲鬣蜥科 綠鬣蜥(美洲鬣蜥)* Iguana iguana      3 # 

  石龍子科 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種 
Plestiodon chinensis  
formosensis 

Es    1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3  

龜鱉目 地龜科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 

  鱉科 中華鱉 Pelodiscus sinensis       # 

     種類合計(種)       6 5 

     數量合計(隻次)       30  

     多樣性指數(H')       0.55  

註 1：「特有種」欄位參考「臺灣物種名錄」網路電子版 version 2020：http://taibnet.sinica.edu.tw。「E」

指臺灣特有種；「Es」指臺灣特有亞種。「中文名」欄位加註「*」表示屬外來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紅皮書」一欄參考「2017 臺灣陸域爬行類紅皮書名錄」。調查名錄中若包括極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CR)、瀕危(Endangered，EN)、易危(Vulerable，VU)、接近受脅(Near Threatened，

NT)物種，則進行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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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備註」欄位標註「#」表示屬訪問調查之成果。 

註 5：規劃設計階段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6 月 29 日~109 年 7 月 1 日。 

 

表 8、本計畫規劃設計階段兩生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紅皮書 數量 

無尾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5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6 

     種類合計(種)       2 

     數量合計(隻次)       11 

     多樣性指數(H')       0.30 

註 1：「特有種」欄位參考「臺灣物種名錄」網路電子版 version 2020：http://taibnet.sinica.edu.tw。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紅皮書」一欄參考「2017 臺灣陸域兩棲類紅皮書名錄」。調查名錄中若包括極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CR)、瀕危(Endangered，EN)、易危(Vulerable，VU)、接近受脅(Near Threatened，

NT)物種，則進行加註。 

註 3：規劃設計階段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6 月 29 日~109 年 7 月 1 日。 

 

表 9、本計畫規劃設計階段蝶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數量 

鱗翅目 弄蝶科 竹紅弄蝶 Telicota ohara formosana     2 

    臺灣單帶弄蝶 Borbo cinnara     3 

    尖翅褐弄蝶 Pelopidas agna     8 

  鳳蝶科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Es   4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4 

    柑橘鳳蝶 Papilio xuthus     3 

  粉蝶科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4 

    黑點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Es   7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11 

  灰蝶科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5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145 

  蛺蝶科 樺斑蝶 Danaus chrysippus     3 

    端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Es   2 

    小紫斑蝶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Es   3 

    孔雀蛺蝶 Junonia almana     2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Es   15 

    雌紅紫蛺蝶 Hypolimnas misippus     3 

    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6 

    樺蛺蝶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3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4 

    臺灣波紋蛇目蝶 Ypthima multistriata Es   3 

    永澤黃斑蔭蝶 Neope muirheadi nagasawae Es   2 

    紫蛇目蝶 Elymnias hypermnestra hainana     4 

    種類合計(種)      23 

    數量合計(隻次)      246 

    多樣性指數(H')      0.81 

註 1：「特有種」欄位參考「臺灣物種名錄」網路電子版 version 2020：http://taibnet.sinica.edu.tw。「Es」

指臺灣特有亞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規劃設計階段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6 月 29 日~109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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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本計畫規劃設計階段魚類生物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信義橋 忠孝橋 備註 

合鰓魚目 合鰓魚科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 

鯉形目 鯉科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1 3 # 

    鯉 Cyprinus carpio carpio       1 # 

鯉齒目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10 15   

鱸形目 鱧科 線鱧* Channa striata         # 

  麗魚科 吳郭魚* Cichids     3 7 # 

鯰形目 甲鯰科 琵琶鼠* Pterygoplichthys sp.     8 6 # 

    種類合計(種)       4 5 6 

    數量合計(隻次)       22 32  

    多樣性指數(H')       0.49 0.58   

註 1：「特有種」欄位參考「臺灣物種名錄」網路電子版  version 2020：http://taibnet.sinica.edu.tw。 

「中文名」欄位加註「*」表示屬外來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備註」欄位標註「#」表示屬訪問調查之成果。 

註 4：規劃設計階段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6 月 29 日~109 年 7 月 1 日。 

 

表 11、本計畫規劃設計階段底棲生物類(螺貝蝦蟹)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信義橋 忠孝橋 

中腹足目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9 13 

基眼目 椎實螺科 臺灣椎實螺 Radix swinhoei       3 

    種類合計(種)       1 2 

    數量合計(隻次)       9 16 

    多樣性指數(H')       0.00 0.21 

註 1：「特有種」欄位參考「臺灣物種名錄」網路電子版  version 2020：http://taibnet.sinica.edu.tw。 

「中文名」欄位加註「*」表示屬外來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2：規劃設計階段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6 月 29 日~109 年 7 月 1 日。 

 

  

http://taibnet.sinica.edu.tw/
http://taibnet.sinica.edu.tw/


彰化縣二林鎮二林溪周邊景觀與水質淨化營造計畫(第一期)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41 

附錄三、規劃設計階段生態調查植物名錄 

類別 中科名 中名 學名 
生育 

屬性 

生長 

習性 
豐度 

蕨類植物 蹄蓋蕨科 過溝菜蕨 Diplazium esculentum (Retz.) Sw.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蓧蕨科 腎蕨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鱗蓋鳳尾蕨 Pteris vittat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密毛毛蕨 Cyclosorus parasiticus (L.) Farw. 原生 草本 普遍 

裸子植物 柏科 龍柏 Juniperus chinensis L. var. kaizuka Hort. ex Endl. 栽培 喬木 普遍 

裸子植物 柏科 側柏 Thuja orientalis L. 栽培 喬木 普遍 

裸子植物 羅漢松科 蘭嶼羅漢松 Podocarpus costalis Presl 原生 灌木 稀有 

裸子植物 杉科 小葉南洋杉 Araucaria excelsa (Lamb.) R. Brown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赤道櫻草 Asystasia gangetica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紫花蘆莉草 Ruellia brittoniana Leonard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毛蓮子草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on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空心蓮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蓮子草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莧 Amaranthus inamoenus Willd.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刺莧 Amaranthus spinosu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野莧菜 Amaranthus viridi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青葙 Celosia argente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芒果 Mangifera indica 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黃連木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巴西乳香 Pistacia terebinthus L. 栽培 喬木 中等 

雙子葉植物 番荔枝科 番荔枝 Annona squamosa 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沙漠玫瑰 Adenium obesum (Forssk.) Roem. & Schult.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小花黃蟬 Allamanda neriifolia Hook.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長春花 Catharanthus roseus (L.) Don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雞蛋花 Plumeria rubra 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落葵科 洋落葵 Anredera cordifolia (Tenore) van Steenis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落葵科 落葵 Basella alba L.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紫葳科 炮仗花 Pyrostegia venusta (Ker) Miers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紫葳科 火焰木 Spathodea campanulata Beauv.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木棉科 馬拉巴栗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紫草科 狗尾草. Heliotropium indicum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山柑科 平伏莖白花菜 Cleome rutidosperma DC. 歸化 草本 中等 

雙子葉植物 番木瓜科 木瓜 Carica papaya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荷蓮豆草 Drymaria diandra B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木麻黃科 千頭木麻黃 Casuarina nana Sieber ex Spreng 栽培 喬木 中等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欖仁 Terminalia catappa L.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小葉欖仁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藿香薊 Ageratum conyzoide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紫花藿香薊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艾 Artemisia indica Willd.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掃帚菊 Aster subulatus  Michx.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野茼蒿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昭和草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蘄艾 Crossostephium chinense (L.) Makino 原生 灌木 中等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鱧腸 Eclipta prostrata (L.)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紫背草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瓜葉向日葵 Helianthus debilis Nutt. var. cucumerifolius Hort. 歸化 草本 中等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兔仔菜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小花蔓澤蘭 Mikania micrantha H. B. K.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銀膠菊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翼莖闊苞菊 Pluchea sagittalis (Lam.) Cabera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萬壽菊 Tagetes erecta L.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長柄菊 Tridax procumben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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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科名 中名 學名 
生育 

屬性 

生長 

習性 
豐度 

雙子葉植物 菊科 扁桃斑鳩菊 Vernonia amygdalina  Delile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黃鵪菜 Youngia japonica (L.) DC. subsp. japonica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馬蹄金 Dichondra micrantha Urban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甘藷 Ipomoea batatas (L.) Lam.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番仔藤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野牽牛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紅花野牽牛 Ipomoea triloba L.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獨行菜 Lepidium virginicum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南瓜 
Cucurbita moschata var. meloniformis (Carrière) L.H. 

Bailey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垂果瓜 Melothria pendula L.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佛手瓜 Sechium edule (Jacq.) Sw.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茄冬 Bischofia javanica Bl.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飛揚草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千根草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變葉木 Codiaeum variegatum B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白苞猩猩草 Euphorbia heterophylla L. 歸化 草本 中等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密花白飯樹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Voigt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樹薯 Manihot esculenta Crantz.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小返魂 Phyllanthus amarus Schum. & Thonn. 歸化 草本 中等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蓖麻 Ricinus communis L.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金絲桃科 菲島福木 Garcinia subelliptica Merrill 原生 喬木 中等 

雙子葉植物 金縷梅科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唇形科 羅勒 Ocimum basilicum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唇形科 一串紅 Salvia splendens Ker-Gawl.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樟科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樟科 蘭嶼肉桂 Cinnamomum kotoense Kanehira & Sasaki 特有 喬木 稀有 

雙子葉植物 樟科 酪梨 Persea americana Mil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煉莢豆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var. vaginalis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落花生 Arachis hypogaea L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羊蹄甲 Bauhinia variegata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紅蝴蝶 Caesalpinia gilliesii Wall. ex Hook.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紅粉撲花 Calliandra emarginata (Willd) Benth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阿勃勒 Cassia fistula 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太陽麻 Crotalaria juncea L.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鳳凰木 Delonix regia (Boj.) Raf.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水黃皮 Millettia pinnata (L.) G. Panigrahi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含羞草 Mimosa pudica L.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黃槐 Senna sulfurea (Collad.) Irwin & Barneby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田菁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兔尾草 Uraria crinita (L.) Desv. ex DC.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長豇豆 Vigna unguiculata subsp. sesquipedalis (L.) Walp.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錢科 揚波 Buddleja asiatica Lour.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細葉雪茄花 Cuphea hyssopifolia H. B. K.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木蘭科 白玉蘭 Michelia alba DC.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黃秋葵 Abelmoschus esculentus (L.) Moench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朱槿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洛神葵 Hibiscus sabdariffa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L. 原生 灌木 中等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細葉金午時花 Sida acuta Burm. f.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金午時花 Sida rhombifolia L.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楝科 楝 Melia azedarach Linn.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楝科 大葉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防己科 木防己 Cocculus orbiculatus (L.) DC.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波羅蜜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原生 喬木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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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科名 中名 學名 
生育 

屬性 

生長 

習性 
豐度 

雙子葉植物 桑科 菲律賓榕 Ficus ampelas Burm. f.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L. f.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薜荔 Ficus pumila L.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雀榕 Ficus subpisocarpa Gagnep.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葎草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小桑樹 Morus australis Poir.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紫金牛科 春不老 Ardisia squamulosa Presl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澳洲茶樹 Melaleuca alternifolia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番石榴 Psidium guajava 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紫茉莉科 九重葛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睡蓮科 睡蓮 Nymphaea tetragona Georgi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細葉水丁香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水丁香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酢漿草科 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酢漿草科 紫花酢漿草 Oxalis corymbosa DC.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西番蓮 Passiflora edulis Sims.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毛西番蓮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三角葉西番蓮 Passiflora suberosa L.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車前科 車前草 Plantago asiatic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蓼科 早苗蓼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馬齒莧 Portulaca olerace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毛馬齒莧 Portulaca pilosa L. subsp. pilosa.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土人參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安石榴科 安石榴 Punica granatum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山櫻花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李 Prunus salicina Lind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玫瑰 Rosa rugosa Thunb.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繖花龍吐珠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原生 草本 中等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大王仙丹 Ixora duffii T. Moore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矮仙丹花 Ixora williamsii Sandwith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雞屎藤 Paederia foetida L.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柚 Citrus grandis (L.) Osbeck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檸檬 Citrus limon (L.) Osbeck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四季橘 Citrus microcarpa Bunge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月橘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胡椒木 Zanthoxylum piperitum DC.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龍眼 Euphoria longana Lam.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台灣欒樹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特有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山欖科 蛋黃果 Lucuma nervasa A. DC.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藍豬耳 Lindernia crustacea (L.) F. Muel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茄科 辣椒 Capsicum annuum L. var. acuminatum Fingerh.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茄科 燈籠草 Physalis angulata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茄科 光果龍葵 Solanum americanum Miller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茄科 山煙草 Solanum erianthum D. Don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茄科 萬桃花 Solanum torvum Swartz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榆科 櫸 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小葉冷水麻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煙火樹 Clerodendrum quadriloculare (Blanco) Merrill. 栽培 灌木 中等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金露花 Duranta repens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馬櫻丹 Lantana camara L.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虎葛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細本葡萄 Vitis thunbergii Sieb. & Zucc. 原生 藤本 中等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葡萄 Vitis vinifera L. 栽培 藤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石蒜科 文珠蘭 Crinum asiaticum L.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姑婆芋 Alocasia odora (Lodd.) Spach.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水芋 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 var. esculenta 栽培 草本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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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合果芋 Syngonium podophyllum Schott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天門冬科 翠綠龍舌蘭 Agave attenuata Salm-Dyck 栽培 灌木 普遍 

單子葉植物 天門冬科 武竹 Asparagus densiflorus (Kunth) Jessop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天門冬科 番仔林投 Dracaena angustifolia Roxb. 原生 喬木 中等 

單子葉植物 天門冬科 間型沿階草 Ophiopogon intermedius D. Don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竹仔菜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風車草 
Cyperus alternifolius L. subsp. flabelliformis (Rottb.) 

Kük.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碎米莎草 Cyperus iri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L.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短葉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薯蕷科 山藥 Dioscorea spp. 栽培 藤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地毯草 Axonopus compressus (Sw.) P. Beauv.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綠竹 Bambusa oldhamii Munro 栽培 喬木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巴拉草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蒺藜草 Cenchrus echinatu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孟仁草 Chloris barbata Sw.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雙花草 Dichanthium annulatum (Forsk.) Stapf 歸化 草本 中等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短穎馬唐 Digitaria setigera Roth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鯽魚草 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L.) P. Beauv. var. major (Nees) C. 

E. Hubb. ex Hubb. & Vaughan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千金子 Leptochloa chinensis (L.) Nees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稻 Oryza sativa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大黍 Panicum maximum Jacq.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兩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象草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紅毛草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 (L.) P. Beauv.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唐竹 Sinobambusa tootsik (Makino) Makino 栽培 灌木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鼠尾粟 
Sporobolus indicus (L.) R. Br. var. major (Buse) G. J. 

Baaijens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玉蜀黍 Zea mays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蔥 Allium fistulosum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韭菜 Allium odorum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萱草 Hemerocallis fulva (L.)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竹芋科 金筍 Maranta arundinacea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芭蕉科 香蕉 Musa sapientum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黃椰子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Wendl. 栽培 喬木 普遍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袖珍椰子 Collinia elegans (Mart.) Liebm. 栽培 灌木 普遍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棍棒椰子 Mascarena verschaffeltii (H.Wendl.) L.H.Bailey 栽培 喬木 普遍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三角椰子 Neodypsis decaryi Jum.  栽培 喬木 普遍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羅比親王海棗 Phoenix humilis Royle var. loureiri (Kunth) Becc. 栽培 喬木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薑科 月桃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ith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薑科 薑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 栽培 草本 普遍 

註 1：本名錄主要依據《Flora of Taiwan》(Huang et al., 1997-2003) 、『TaiBNET 臺灣物種名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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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生態環境背景參考資料 

表 1、大尺度生態敏感區域評估 

 
圖資來源：本計畫團隊整理 

 

大尺度生態敏感區域評估： 

(1) 計畫區位於二林鎮西南側，計畫區環域 1 公里範圍內無公告之生態敏感區域(如野

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重要棲息環境、IBA 臺灣重要野鳥棲地、國家重要濕地等)。

在較遠範圍，則半徑 10 公里範圍主要有屬於 IBA 野鳥重要棲息環境之-彰化芳苑濕

地及零星之保安林地。東側 20 公里外之八卦山有石虎中高適合度棲地分布。 

(2) 本計畫工程性質為二林溪排水周邊環境及水質改善，對鄰近區 50 公尺以上範圍影

響均小，而相關生態敏感區位均與本計畫距離較遠，評估將無明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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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生態背景參考資料-eBird 平台及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資料引用：eBird Taiwan：https://ebird.org/taiwan/home 資料查詢日期：2020/06/27) 

 

計畫位置與 eBird 熱門鳥點分布概況： 

(1)  eBird 是一個鳥類的線上資料庫，提供科學家、研究人員和業餘學家有關鳥類地圖

（包括目擊、遷徙、數量等）的數據。eBird Taiwan 是 eBird 的台灣入口網站，與

eBird 其他語言不同的 eBird 是由康奈爾大學鳥類學實驗室和奧杜邦學會共同營

運；eBird Taiwan 則是由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和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共同管理。 

(2) 根據 eBird 熱門鳥點查詢結果，本計畫區鄰近 1 公里範圍內無熱門鳥點，主要熱門

鳥類分布在西部海岸沿線，包括彰化漢寶濕地、芳苑濕地及濁水溪口濕地等區域，

各熱點記錄之鳥種數介於 37~184 種(資料查詢日期 2020/06/27)。 

(3) 由於相關熱門鳥點距離本計畫基地較遠，棲地環境類型差異也較大，建議僅作為大

尺度生態敏感分布區域參考。 

 

資料引用： 

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https://roadkill.tw/ 

(1) 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彰化縣二林鎮 2014~2019 路殺資料如下： 

鳥類 7 種：包括紅冠水雞、紅鳩、家燕、白頭翁、綠繡眼、白尾八哥、麻雀。 

哺乳類 7 種：臭鼩、赤腹松鼠、鬼鼠、小黃腹鼠、溝鼠、東亞家蝠、高頭蝠。 

爬蟲類 4 種：包括王錦蛇、赤背松柏根、雨傘節、斯文豪氏攀蜥。 

兩棲類 1 種：包括黑眶蟾蜍。 

相關資料記錄之物種為一般常見原生物種。 

 
 

https://ebird.org/taiwan/home
https://roadkil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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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生態背景參考資料-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平台 

 
(部份資料引用：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https://www.tbn.org.tw/ 資料查詢日期：2020/06/27) 

 

計畫位置周邊(二林鎮地區)於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背景生物資料： 

(1)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以下簡稱 TBN）」為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依循「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精神，建立全國性

生物多樣性資料流通平台。 

(2) 根據計畫區域所在位置之彰化縣二林鎮 TBN 查詢相關生物資料結果，記錄物種概

述如下： 

哺乳類 3 種：包括赤腹松鼠、溝鼠、臭鼩，均屬一般見物種。 

鳥類 78 種：其中保育類共記錄 8 種，包括屬於珍貴稀有野生動物有東方鵟、黑翅

鳶、遊隼、紅隼、彩鷸及小燕鷗等 6 種；屬於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

物包括燕鴴及紅尾伯勞等 2 種。 

爬蟲類 2 種：包括赤背松柏根及中國石龍子，屬一般常見原生物種。 

兩棲類 3 種：包括黑眶蟾蜍、澤蛙及斑腿樹蛙，其中斑腿樹蛙屬外來種，其餘為一

般常見原生物種。 

魚類 1 種：包括斑竹花蛇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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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植栽資源調查分布圖 

 

 

圖 1、本計畫受威脅植物及周邊植物分布圖 

 

 

 
圖 2、本計畫洪醒夫紀念公園計畫場址樹木胸徑>30 公分樹木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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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計畫洪醒夫紀念公園樹木胸徑>50 公分樹木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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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南崁溪 填表人 余美英 

工程名稱 南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 設計單位 磐誠工程顧問(股)公司 紀錄日期 2019.09.25 

工程期程 
108 年 2 月-109 年 2 月 

(108 年 10 月至 109 年 3 月辦理工程試運轉) 
監造廠商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施工廠商 勁竹營造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40,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桃園_市(縣)_桃園_區(鄉、鎮、市)_莊敬_里(村)        ；      TWD97 座標  X： 280317.426  Y： 2768721.458  

工程目的 
桃園市南崁溪為全國重點整治河川之一，為恥水汙染防治工作顯現執行成效，選定南崁溪流域人口密集之重點河段，持續積極推動水體水質汙染整治，搭配水環境營造工程，期

望提供民眾優質的親水環境及居住空間。  

工程概要 
選定中游人口密集之桃園市區域，進行南崁溪水汴頭親水河岸計畫之推動。其中親水河岸工程已於今年(106 年)4 月開工，整體工程將完成河川護岸、倒伏式攔水堰、晴天汙水

截流設施之施做，預期完工後可產生 350 公尺長之清澈水域環境。 

預期效益 
本案工程主要設計處理對象為南平路至經國路間之南崁溪左岸排水，水量約 2,500CMD，截流處理後之放流水回送至取水點下游以輔助該河段生態流量並進行生態與景觀營造及

維持。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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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詳見附表 C-04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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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此工區位置未於溪流或河道中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請提供相關公開網址或平台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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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09 月 22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9 月 25 日 

紀錄人員 黃捷茂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黃捷茂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勘查 

褚昱佳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勘查 

王玠文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水域生態勘查 

現勘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____黃捷茂_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減輕: 勿將工程施做時廢棄物及水體流

入河川。 
 

工程施作上將以減輕為原則，要求施工單位

避免將工程施作時廢棄物及水體流入河川，

並定期派員查驗。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

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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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07 月 17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7 月 23 日 

紀錄人員 褚昱佳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王玠文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水域生態勘查 

褚昱佳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勘查 

   

現勘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____褚昱佳_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余美音______________ 

1. 減輕：勿將工程施做時廢棄物及水體流入

河川。 

1.工程施作上將以減輕為原則，要求施工單位

避免將工程施作時廢棄物及水體流入河川，

並定期派員查驗。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

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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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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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4 生態監測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南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

現地處理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9 月 25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

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植物部專員 
陳凱眉 

植物生態評

析 
碩士 5 年 

植物生態、植物

分類、植群分類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水域部專員 
王玠文 

水域生態分

析 
碩士 4 年 水域生態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工程部專員 
鄭暐 

生態環境記

錄 
碩士 7 年 

陸域植物生態

評估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動物部專員 
鍾昆典 

陸域動物生

態分析 
碩士 12 年 

陸域動物、保育

對策研擬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南崁溪為桃園市重要河流，因隨工業及交通建設進步，流域受工廠、人口增加，污

染也因此而產生。南崁溪流域生物資源僅發現 2 種魚類（屬耐污性的雜交種吳郭魚

（Oreochromis hybrid）及鯽（Carassius auratus））、浮游藻類 45 種、附著藻及浮游動

物 22 種、10 種水棲昆蟲暨底棲生物、23 種鳥種（其中有 4 種特有亞種，分別為大

捲尾、褐頭鷦鶯、八哥與白頭翁，以及 1 種保育類候鳥種紅尾伯勞）、2 種爬蟲類（巴

西龜和斑龜）、1 種兩棲類（澤蛙）。 

參考文獻：中港溪、客雅溪、南崁溪流域水環境生物指標監測教育研習會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左側區域位在道路及住家旁；右側鄰近南崁溪。南崁溪左、右岸為自行車道及

公園綠地。許多吳郭魚在溪水內。 

4.棲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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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17 工地現場 108/07/17 工地現場 

  

108/09/22 現場施工照片 108/09/22 周邊棲地照片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因工區位置在，馬路及人造建築物周邊，故無特殊保全對象。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黃捷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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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5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

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說明： 

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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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6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填表人

員 

(單位/職

稱) 

黃捷茂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9 月 25

日 

施工圖示 

設計階

段 

圖示 說明 

施工範圍

與生態關

注區域套

疊圖  

  

範圍限制 

現地照片 

(施工便

道 

及堆置

區) 

(拍攝日

期) 

 

108/07/17 工地現場 

 

108/09/22 工地現場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生態保全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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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友

善措施 

減輕 

 

保留工程範圍內

之大樹與樹島，

不干擾施工必要

範圍以外的樹木

與樹島。 

108/09/22 

   

   

施工復原

情形 

□施工便道與堆置區環境復原   

□植生回復   

□垃圾清除   

□其他______   

其他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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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維護管理階段附表 

附表 M-01 工程生態評析 

計畫名稱 

（編號） 

 維護管理

單位 

 

生態評析日期:  

1.生態團隊組成： 

須組成具有生態評估專業之團隊，或延攬外聘專家學者給予協助。應說明單位/職稱、學歷/專業資歷、專長、

參與勘查事項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相關生態環境之背景資料、施工階段生態評估歷程，以及完工（竣工）相關資料，以期掌握工程施

作之後的生態保育措施研擬與實行過程。應包含陸域生態資訊、水域生態資訊、生態議題、其他可能相關之

生態訊息等，應註明資料來源，包括學術研究報告、環境監測報告、地方生態資源出版品及網頁資料、民間

觀察紀錄資料等，以儘量蒐集為原則。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階段生態棲地環境評估，應包含生態課題勘查與勘查意見往復、保育議題研議、棲地評估結果、特殊物種 (包

含稀有植物、保育類動物)、現地環境描述。現場勘查應針對以下生態議題進行評估：(1)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

況、(2)可能之生態課題，例如：(a)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分佈、(b)影響環境生態的開發行為、(c)強勢外來物

種入侵、(d)水域廊道阻隔、(e) 有無環境劣化現象，其與治理工程施作之關聯、(f) 其他當地生態系及生態資

源面臨課題。 

 

4.棲地影像紀錄： 

包括棲地環境、生態保全對象之影像 (含拍攝日期)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以平面圖示標繪治理範圍及其鄰近地區之生態保全對象及潛在生態課題，並與竣工圖套疊成生態關注區域

圖，描述工程與生態關注區域之關係。 

應配合竣工圖的範圍及比例尺進行繪製，比例尺約 1/1000。繪製範圍除了工程本體所在的地點，亦要將工程

可能影響到的地方納入考量，如濱溪植被緩衝區、施工便道的範圍。若河溪附近有道路通過，亦可視道路為

生態關注區域圖的劃設邊界。應標示包含施工時的臨時性工程預定位置，例如施工便道、堆置區等。 

 

6. 課題分析與保育措施： 

分析目前該環境是否存在重要環境生態課題，並對維護管理期間提出保育之措施。包括： 

(1) 釐清生態課題：可能發生之生態課題，例如：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消失、影響水資源保護的開發行為、

強勢外來物種入侵、水域廊道阻隔、其他當地生態系及生態資源面臨課題等。  

(2) 研擬保育措施：應對本處生態課題擬定可行之保育措施方案。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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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埔心溪 填表人 張智媗 

工程名稱 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鼎欣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08.09.23 

工程期程 108 年 1 月-108 年 12 月 監造廠商 大展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施工廠商 綠億環境工程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45,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桃園_市(縣)_中壢_區(鄉、鎮、市)_文化、復興_里(村)        ；      TWD97 座標  X： 121.251050  Y： 24.985403  

工程目的 淨化黃墘溪上游水質，以改善埔心溪水質 

工程概要 於中山公園槌球場下方新建 1 座地下化礫間處理設施，並將上部綠地復原為槌球場使用。 

預期效益 汙染項目削減率達 70%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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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詳見附表 D-03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否    ■否：此工區位置未於溪流或河道中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http://www.hztc.com.tw/tywe/envi.html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詳見附表 D-04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http://www.hztc.com.tw/tywe/env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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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此工區位置未於溪流或河道中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http://www.hztc.com.tw/tywe/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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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4 生態監測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

畫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9 月 25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

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植物部專員 
陳凱眉 

植物生態評

析 
碩士 5 年 

植物生態、植物分類、

植群分類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水域部專員 
王玠文 

水域生態分

析 
碩士 4 年 水域生態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工程部專員 
鄭暐 

生態環境記

錄 
碩士 7 年 陸域植物生態評估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動物部專員 
鍾昆典 

陸域動物生

態分析 
碩士 12 年 

陸域動物、保育對策研

擬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黃墘溪為埔心溪的支流，參照「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環境影響說明書」，在

比較下游處，發現魚類 3 科 3 種；甲殼動物 1 科 1 種；軟體動物 2 科 2 種；以及環節

動物 3 種等。魚類之種類有麗魚科的尼羅口孵非鯽(Oreochromis niloticus)；大眼海鰱

科的大眼鰱(Megalops cyprinoides)；以及胎生鱂魚科的食蚊魚(Gambusia affinis)等；甲

殼動物為日本沼蝦(Macrobrachium nipponense)1 種；軟體動物發現福壽螺(Ampullarius 

insularus)與囊螺 (Physa acuta)2 種；也發現水絲蚓 (Limnodrilus sp.)及單葉沙蠶

(Namalycastis sp.)。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地範圍位在桃園中山公園內槌球場，為無敏感環境之人工建物用地。周遭有幾棵需

保全之大樹，土地多為百慕達草之槌球場地。黃墘溪為埔心溪的支流，溪流右岸為混

凝土護岸，左岸為石籠護岸，較下游處兩側皆為混凝土護岸。 

4.棲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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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23 現場施工照片 108/09/23 現場施工照片 

  

108/09/23 周邊棲地照片 108/09/23 周邊棲地照片 

  

108/07/16 工程預定地 108/07/16 預定保全對象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因工區位置在，馬路及人造建築物周邊，故無特殊保全對象。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黃捷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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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5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

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說明： 

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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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6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填表人員 

(單位/職

稱) 

黃捷茂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9 月

25 日 

施工圖示 

設計階段 圖示 說明 

施工範圍與

生態關注區

域套疊圖  

  

範圍限制 

現地照片 

(施工便道 

及堆置區) 

(拍攝日期)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生態保全對

象 

 

1. 左岸的大榕

樹 

2. 工地範圍周

邊 的 3 顆 榕

樹 、 1 顆 九

芎，如沒有工

程必要，減少

對其的擾動。 

108/7/23 

 

1. 左岸的九芎 

2. 工地範圍周

邊 的 3 顆 榕

樹 、 1 顆 九

芎，如沒有工

程必要，減少

對其的擾動。 

108/7/23 

生態友善

措施 

減輕: 工地範圍周邊大樹應

給予保護及保留 

 

10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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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草坪建議使用假儉

草、百慕達草、細葉結縷草。 

  

施工復原情

形 

□施工便道與堆置區環境復

原 

  

□植生回復   

□垃圾清除   

□其他______   

其他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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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07 月 16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7 月 23 日 

紀錄人員 褚昱佳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王玠文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水域生態勘查 

褚昱佳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勘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褚昱佳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張智媗 

1.減輕：工地範圍周邊的 3 顆榕樹、1 顆

九芎，如沒有工程必要，減少對其的擾

動。 

2.補償：草坪建議使用假儉草、百慕達

草、細葉結縷草。 

1.將依建議保留。 

2.將依建議挑選合適草坪種類。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

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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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7 月 23 日 

評析報告

是否完成

下列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

□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

歷 
專業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植物部專員 
陳凱眉 植物生態評析 

碩

士 
5 年 

植物生態、植物

分類、植群分類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水域部專員 
王玠文 水域生態分析 

碩

士 
4 年 水域生態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工程部專員 
鄭暐 生態環境記錄 

碩

士 
7 年 

陸域植物生態

評估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動物部專員 
鍾昆典 

陸域動物生態

分析 

碩

士 
12 年 

陸域動物、保育

對策研擬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黃墘溪為埔心溪的支流，參照「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環境影響說明書」，
在比較下游處，發現魚類 3 科 3 種；甲殼動物 1 科 1 種；軟體動物 2 科 2 種；以
及環節動物 3 種等。魚類之種類有麗魚科的尼羅口孵非鯽(Oreochromis niloticus)；
大眼海鰱科的大眼鰱(Megalops cyprinoides)；以及胎生鱂魚科的食蚊魚(Gambusia 

affinis)等；甲殼動物為日本沼蝦(Macrobrachium nipponense)1 種；軟體動物發現
福壽螺(Ampullarius insularus)與囊螺(Physa acuta)2 種；也發現水絲蚓(Limnodrilus 

sp.)及單葉沙蠶(Namalycastis sp.)。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地範圍位在桃園中山公園內槌球場，為無敏感環境之人工建物用地。周遭有幾
棵需保全之大樹，土地多為百慕達草之槌球場地。黃墘溪為埔心溪的支流，溪流
右岸為混凝土護岸，左岸為石籠護岸，較下游處兩側皆為混凝土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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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棲地影像紀錄： 

   108/07/16 工程預定地                  108/07/16 工程預定地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1. 減輕：在工程範圍周邊有些許大樹，施工時盡量避免干擾及降低對其們的傷害。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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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地範圍周邊大樹應給予保護及保留。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褚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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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4 民眾參與紀錄表 

編號: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參與項目 

□訪談   □設計說明會  □

公聽會  □座談會  

□其他＿＿＿＿＿ 
參與日期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生態意見摘要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 

1.參與人員資格限制依照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以及曾文南化烏山頭

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辦理。 

2.紀錄建議包含所關切之議題，如特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出現之季節、環境破壞等。 

3.民眾參與紀錄須依次整理成表格內容。 

file:///F:/田志仁/2013曾南烏計畫/曾文水庫工程案/20130724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表/烏山頭/烏山頭檢核表/%22http:/--www.google.com-url%3fsa=t&source=web&cd=4&ved=0CCcQFjAD&url=http/--www.6law.idv.tw-6law-law-%25E6%259B%25BE%25E6%2596%2587%25E5%258D%2597%25E5%258C%2596%25E7%2583%258F%25E5%25B1%25B1%25E9%25A0%25AD%25E6%25B0%25B4%25E5%25BA%25AB
file:///F:/田志仁/2013曾南烏計畫/曾文水庫工程案/20130724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表/烏山頭/烏山頭檢核表/%22http:/--www.google.com-url%3fsa=t&source=web&cd=4&ved=0CCcQFjAD&url=http/--www.6law.idv.tw-6law-law-%25E6%259B%25BE%25E6%2596%2587%25E5%258D%2597%25E5%258C%2596%25E7%2583%258F%25E5%25B1%25B1%25E9%25A0%25AD%25E6%25B0%25B4%25E5%25BA%2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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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5 生態保育策略及討論紀錄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褚昱佳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7 月 23 日 

解決對策項目  實施位置 河堤左岸 

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需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1.工程範圍之大樹如非必要，盡量避免擾動及移動 

圖說： 

 
左岸的大榕樹 

 
 

 
左岸的酒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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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階段監測方式： 

 
 
 
 

現勘、討論及研擬生態保育措施的過程、紀錄 

日期 事項 摘要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2.解決對策係針對衝擊內容所擬定之對策，或為考量生態環境所擬定之增益措施。 

3.工程應包含計畫本身及施工便道等臨時性工程。 

 

填寫人員：  朱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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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2018/07/23 填表人 王玠文 

水系名稱 南崁溪 行政區   桃園市 桃園區 

工程名稱 
桃園市南崁溪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下游護岸整

建暨水域營造(含自行車步道串連)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位置座標（TW97） X：  281190.982   Y：  2767087.555 

工程概述 
1.經國二號橋上游右岸至大檜溪橋下游左岸舊有護岸修復 

2.施設一次跨越二座車道鋼筋混凝土鋼構造斜張吊橋，包括上下游坡道總長 655 公尺、寛度約 4 公尺。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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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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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其他______________ 

水的特性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3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3+0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

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造型模板+草花＋藤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

類移動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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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1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3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

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

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

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特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4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降低汙水排放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4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3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9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7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7  (總分 20 分) 

總和=   33      (總分 80 分)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

略。 

3.執行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附-5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09 月 22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9 月 25 日 

紀錄人員 黃捷茂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黃捷茂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勘查 

王玠文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水域生態勘查 

現勘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__黃捷茂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減輕: 持續縮小施工範圍，並保持施工

與河道分區 

 
2. 補償: 施工完後，應將河岸恢復河道

原始面貌。 
 

1. 引水道及施工便道部分，於工程工法上

採減輕方式，以不影響溪流水質為優先

考量，隔離水和工程道路，避免水質混

濁。 

2. 工程施作上將以補償原則，於完工後將

河岸恢復河道原始面貌，讓溪床恢復原

本的生態環境。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

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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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年 07 月 17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7 月 25 日 

紀錄人員 褚昱佳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王玠文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水域生態勘查 

褚昱佳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勘查 

   

現勘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__ 褚昱佳__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康文譯_____________ 

1. 管理：施工完後協助清理河岸之廢棄建

材及垃圾 

 
2. 減輕：引水道及施工便道應確實分開，

隔離水和工程道路。 

 

3. 補償：施工完後，應將河岸恢復河道原

始面貌。 

3. 將告知施工單位於完工後將工程施工區

域內垃圾一併清除，並於施工期間在現

場設置攝影機以掌握工地現況。  

4. 引水道及施工便道部分，於工程工法上

採減輕方式，以不影響溪流水質為優先

考量，隔離水和工程道路，避免水質混

濁。 

5. 工程施作上將以補償原則，於完工後將

河岸恢復河道原始面貌，讓溪床恢復原

本的生態環境。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

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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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4 生態監測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填表日期 民 108 年 09 月 25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司/植物部專員 
陳凱眉 植物生態評析 碩士 5 年 

植物生態、植物分

類、植群分類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司/水域部專員 
王玠文 水域生態分析 碩士 4 年 水域生態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司/工程部專員 
鄭暐 生態環境記錄 碩士 7 年 陸域植物生態評估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司/動物部專員 
鍾昆典 

陸域動物生態

分析 
碩士 12 年 

陸域動物、保育對策

研擬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南崁溪為桃園市重要河流，因隨工業及交通建設進步，流域受工廠、人口增加，污

染也因此而產生。南崁溪流域生物資源僅發現 2 種魚類（屬耐污性的雜交種吳郭魚

（Oreochromis hybrid）及鯽（Carassius auratus））、浮游藻類 45 種、附著藻及浮游動

物 22 種、10 種水棲昆蟲暨底棲生物、23 種鳥種（其中有 4 種特有亞種，分別為大

捲尾、褐頭鷦鶯、八哥與白頭翁，以及 1 種保育類候鳥種紅尾伯勞）、2 種爬蟲類（巴

西龜和斑龜）、1 種兩棲類（澤蛙）。 

參考文獻：中港溪、客雅溪、南崁溪流域水環境生物指標監測教育研習會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南崁溪為桃園市區重要河流，此溪游三種不同流速/水深組合，分別為淺流、淺潭與岸

邊緩流，溪底質為泥沙與石頭組成，礫石、卵石約有 50%~75%的體積被沉積砂土包圍，

約有 75%以上的溪床露出水面，湍賴出現的平率低且流速緩慢，低於 50%的提岸具有

原生植被，溪流附近受人為影響深，植生狀況差，且溪水中顏色黑色且有異味。 

4.棲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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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22 施工河道情況 108/09/22 施工河道情況 

  

108.07.18 河岸、河堤 108.07.18 橋及河道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因位在馬路及人工建物周邊，因此無保全對象。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黃捷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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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5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

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說明： 

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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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6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填表人員 

(單位/職

稱) 

黃捷茂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7 月 25

日 

施工圖示 

設計階段 圖示 說明 

施工範圍

與生態關

注區域套

疊圖  

  

範圍限制 

現地照片 

(施工便道 

及堆置區) 

(拍攝日期) 

 

108/09/22 施工橋梁及

河道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生態保全

對象 

   

   

生態友善

措施 

減輕 持續縮小施工範

圍，並保持施工與

河道分區。 

 

補償 施工完後，應將河

岸恢復河道原始

面貌。 

 

施工復原

情形 

□施工便道與堆置區環境

復原 

  

□植生回復   

□垃圾清除   

□其他______   

其他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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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6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填表人員 

(單位/職

稱) 

褚昱佳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07 月 25 日 

施工圖示 

設計階段 圖示 說明 

施工範圍與

生態關注區

域套疊圖  

  

範圍限制 

現地照片 

(施工便道 

及堆置區) 

(拍攝日期) 

 

108.07.18 橋及河道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生態保全對

象 

   

   

   

生態友善

措施 

減輕 引水道及施工便

道應確實分開，

隔離水和工程道

路。 

 

補償 施工完後，應將

河岸恢復河道原

始面貌。 

 

   

施工復原情

形 

□施工便道與堆置區環

境復原 

  

□植生回復   

□垃圾清除   

□其他______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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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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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維護管理階段附表 

附表 M-01 工程生態評析 

計畫名稱 

（編號） 

 維護管理

單位 

 

生態評析日期:  

1.生態團隊組成： 

須組成具有生態評估專業之團隊，或延攬外聘專家學者給予協助。應說明單位/職稱、學歷/專業資歷、專長、

參與勘查事項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相關生態環境之背景資料、施工階段生態評估歷程，以及完工（竣工）相關資料，以期掌握工程施

作之後的生態保育措施研擬與實行過程。應包含陸域生態資訊、水域生態資訊、生態議題、其他可能相關之

生態訊息等，應註明資料來源，包括學術研究報告、環境監測報告、地方生態資源出版品及網頁資料、民間

觀察紀錄資料等，以儘量蒐集為原則。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階段生態棲地環境評估，應包含生態課題勘查與勘查意見往復、保育議題研議、棲地評估結果、特殊物種 (包

含稀有植物、保育類動物)、現地環境描述。現場勘查應針對以下生態議題進行評估：(1)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

況、(2)可能之生態課題，例如：(a)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分佈、(b)影響環境生態的開發行為、(c)強勢外來物

種入侵、(d)水域廊道阻隔、(e) 有無環境劣化現象，其與治理工程施作之關聯、(f) 其他當地生態系及生態資

源面臨課題。 

 

4.棲地影像紀錄： 

包括棲地環境、生態保全對象之影像 (含拍攝日期)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以平面圖示標繪治理範圍及其鄰近地區之生態保全對象及潛在生態課題，並與竣工圖套疊成生態關注區域

圖，描述工程與生態關注區域之關係。 

應配合竣工圖的範圍及比例尺進行繪製，比例尺約 1/1000。繪製範圍除了工程本體所在的地點，亦要將工程

可能影響到的地方納入考量，如濱溪植被緩衝區、施工便道的範圍。若河溪附近有道路通過，亦可視道路為

生態關注區域圖的劃設邊界。應標示包含施工時的臨時性工程預定位置，例如施工便道、堆置區等。 

 

6. 課題分析與保育措施： 

分析目前該環境是否存在重要環境生態課題，並對維護管理期間提出保育之措施。包括： 

(1) 釐清生態課題：可能發生之生態課題，例如：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消失、影響水資源保護的開發行為、

強勢外來物種入侵、水域廊道阻隔、其他當地生態系及生態資源面臨課題等。  

(2) 研擬保育措施：應對本處生態課題擬定可行之保育措施方案。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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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08 / 09 / 25 填表人 黃捷茂 

水系名稱 南崁溪 行政區     桃園市  縣市  桃園  鄉鎮區 

工程名稱 
桃園市崁溪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下游護岸整建暨水域營

造(含自行車步道串連)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桃園市崁溪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下游 位置座標（TW97） X：  281190.982   Y：  2767087.555   

工程概述 
1.經國二號橋上游右岸至大檜溪橋下游左岸舊有護岸修復 

2.施設一次跨越二座車道鋼筋混凝土鋼構造斜張吊橋，包括上下游坡道總長 655 公尺、寛度約 4 公尺。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6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附-15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其他______________ 

水的特性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0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1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

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

類移動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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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3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3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

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

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

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特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附-17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1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2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7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2   (總分 20 分) 

總和=  21  (總分 80 分)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

略。 

3.執行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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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12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桃園市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名稱 四方林排水水質改善計畫

工程期程 107年 1月-107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基地位置 行政區：__桃園市_龍潭_

工程目的 淨化四方林排水水質，以改善四方林排水下游美都麗橋測站水質

工程概要 於龍潭運動公園西南隅之槌球場下方新建

                                                                                         

附二-50 

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老街溪 

四方林排水水質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

灣分公司 

107年 12月 監造廠商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

灣分公司 

環境保護局 施工廠商 勁竹營造 

工程設施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66,500 

_區_中山_里 ；TWD97座標 X： 121.219165   Y：  24.866844

以改善四方林排水下游美都麗橋測站水質RPI。 

於龍潭運動公園西南隅之槌球場下方新建1 座地下化礫間處理設施，並將上部綠地復原為槌球場使用

                                附錄 

填表人 廖翊鈞 

紀錄日期 107/8/9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24.866844   

並將上部綠地復原為槌球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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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推估處理後放流水送回美都麗橋測站以改善該站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工程

計畫

提報

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

育原則

■是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

2.
園、國家自然公園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

■是：

生態環境及議

題 

1.
■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

畫方案

■是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

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見？  
■是    

                                                                                         

附二-51 

推估處理後放流水送回美都麗橋測站以改善該站RPI 至輕度污染。 

檢核事項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

育原則?  
    □否：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

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  龍潭大池計畫                                    □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

畫方案?   
    □否：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

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

   
    □否：                                       

                                附錄 

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

海岸保護區…等。)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否 
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否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

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

、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調查

設計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

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

   ■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

■是：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

■是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

   ■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

應位置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

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態資

料覆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

□是    
問題。

                                                                                         

附二-52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                                         □否：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

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                                         □否：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

應位置。    ■是    □否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

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否： 本案為初級污水處理，利用原公園地表下用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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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

                                    

                        
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

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

                        

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施工後復原地表應無棲地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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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維 護

管 理

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資料

建檔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

□是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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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 已佈設施工說明牌，並向民眾說明            □否：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

    □否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附錄 

                                      

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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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附表三-8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 
名稱 

桃園市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 
名稱 

南崁溪上游水質淨化

工程 
期程 

108 年 2 月至 108 年 8 月辦理工程施工

主辦 
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

基地 
位置 

行政區：___桃園___市(縣)___

Y：  2771281.027   

工程 
目的 

為改善南崁溪上游河段水質、

的同時，透過現地處理方式一併解決惡臭問題

工程 
概要 

本案工程主要設計處理對象與設計進流水量為山尾滯洪池之入流水

質 BOD=104.5mg/L、SS=38.5mg/L

NH3-N=25mg/L，設計污染削減率約為

流水內回流，故槽體設計容積依

預期 
效益 

污染削減效益 BOD 約 117kg/d

亦進行排水功能提升設計。全案工程完工後由桃園市水務局另案委託專業代操作公司執行後續操作維護工作

                                                                                         

附二-33 

桃園市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南崁溪 

南崁溪上游水質淨化 設計單位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月辦理工程施工 監造廠商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施工廠商 勁竹營造有限公司 

工程設施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
費 

（千元） 
80,000 

___龜山___區(鄉、鎮、市)______里(村)        ；      

、降低大埔橋測站污染濃度，爰針對上述支流排水規劃水質改善措施

透過現地處理方式一併解決惡臭問題，同時維持場址滯洪之功能。 

本案工程主要設計處理對象與設計進流水量為山尾滯洪池之入流水，約 1,500CMD，依水質數據計算

mg/L、NH3-N=23.10mg/L，設計上取整數值，設計水質採 BOD=105mg/L

設計污染削減率約為 75%，放流水質 BOD 約 27mg/L、SS=10mg/L、NH3-N=6mg/L

故槽體設計容積依 3,000CMD 進行設計。 

117kg/d、SS=45kg/d、NH3-N=28.5kg/d；此外，為加速菜公堂滯洪池排水補充南崁溪下游基流

全案工程完工後由桃園市水務局另案委託專業代操作公司執行後續操作維護工作

                                附錄 

填表人 莊連春教授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紀錄日期 107.08.08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TWD97 座標  X：  287552.029  

爰針對上述支流排水規劃水質改善措施，並於改善河段水質

依水質數據計算，綜合平均進流水

BOD=105mg/L、SS=40mg/L、

N=6mg/L，因礫間槽操作需將出

為加速菜公堂滯洪池排水補充南崁溪下游基流，

全案工程完工後由桃園市水務局另案委託專業代操作公司執行後續操作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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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階段 
檢核 
項目 

評估 
內容 

工程

計畫

提報

核定

階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

□是    □否：                                        

二、 
生態資

料蒐集

調查 

地理 
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

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關注物

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

  □是：                                              
  □否 

生態環

境及議

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

育對策 

方案 
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

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

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

  □是：                                              
  □否：                                              

四、 
民眾 
參與 

地方 
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

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是    □否：                                      

                                                                                         

附二-34 

檢核事項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

                                         

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

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

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附錄 

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

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

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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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五、 
資訊 
公開 

計畫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調查

設計

階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及工

程專業

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 
成果 

生態保

育措施

及工程

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復確認可行性後，

     ■是    □否 

三、 
資訊 
公開 

設計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

  ■是：未來會有資訊公開交流平台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 
參與 

生態背

景及工

程專業

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

育措施 

施工 
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

     ■是    □否：

施工 
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

     ■是    □否 

                                                                                         

附二-35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否：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

，完成細部設計。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未來會有資訊公開交流平台    □否：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                                       

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附錄 

                                       

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

                        

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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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治水重點案件可行性評估 

生態保

育品質

管理措

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 
參與 

施工 
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

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 
覆核 

完工後

生態資

料覆核

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

  □是    ■否：

五、 
資訊 
公開 

施工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未來會有資訊公開交流平台

維 護

管 理

階段 

一、 
生態資

料建檔 

生態檢

核資料

建檔參

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

  □是    □否 

二、 
資訊 
公開 

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附二-36 

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

 

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

：                                       

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  尚未完工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未來會有資訊公開交流平台      □否：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否：                                      

                                附錄 

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

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1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體環境營

造計劃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生態調查報告 
 

 

 

 

 

 

          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設計單位：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監造單位：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承攬廠商：泰誠發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  月    16       日 



2 
 

 

目錄 

一、工作範圍 ......................................................................................... 1 

二、生態調查 ......................................................................................... 1 

(一)、鳥類調查 ..................................................................................... 2 

(二)、兩生類調查 ................................................................................. 8 

(三)、爬行類調查 ................................................................................. 9 

(四)、蜻蛉目昆蟲 ............................................................................... 11 

(五)、底棲水生昆蟲............................................................................ 16 

(六)、魚類調查 ................................................................................... 17 

(七)、植物調查 ................................................................................... 19 

三、生態關注區及關注物種確認 ........................................................ 29 

四、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對策及建議 .................................................... 36 

附錄一、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施工階段) ................................. 42 

附錄二、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 44 

附錄三、附表二、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 45 

附錄四、施工階段生態調查工作影像 ................................................ 46 

 

 



1 
 

一、工作範圍 

1. 龍潭大池池區：範圍包含龍潭大池水域範圍，面積約8公頃。 

2. 入池溪流：自風櫃口埤出流口至龍潭大池為止，主河道長度約2.5公里。 

3. 週邊區域：龍潭大池池體週邊以及入池溪流兩側可藉由目視或鳴聲判斷物種 

的區域也納入物種記錄範圍。 

 

圖 1、調查範圍圖 

二、生態調查 

實際調查前於 9 月 18 日進行樣區勘查，確認調查區域的環境現況與工程施

作情形。經現地調查後發現龍潭大池及入流溪段的整體巨棲地型態與規劃設計階

段並沒有太 大的變動，施工範圍也僅侷限於礫間淨化處理場址，是故調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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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類群、調查動線及調查方式均延續規劃設計階段的標準化模式，以利資料比

較的基礎。各項調查說明及調查成果如下: 

(一)、鳥類調查 

1.調查方法： 

以穿越線方式進行，調查動線為龍潭大池環湖步道及入池溪流旁之自行

車道，以緩步行進的方式記錄沿途所目擊或聽到的鳥種及數量。夜行性鳥類

調查於 10 月 31 日入夜後進行；日行性鳥類調查則於 11 月 1 日進行，於日

出後 3 小時內鳥類活動較頻繁的時段進行。 

2.調查結果： 

夜間及日間 2 次調查共記錄 21 科 40 種 347 隻次的鳥類，其中含小彎

嘴 1 種特有種及金背鳩等 8 種特有亞種，保育類物種記錄第三級保育類紅尾

伯勞 1 種。除夜鷺為夜間調查所觀察到的種類外，其餘鳥種皆在日間調查時

段所記錄，鴟鴞科、夜鷹科等典型以夜間為主要活動時段的鳥類在本次調查

中均未發現。外來種則記錄到鵲鴝等 6 種鳥類，且八哥科的黑領椋鳥、家八

哥及白尾八哥均是數量頗多的種類。 

由數量來看，麻雀、綠繡眼及斑文鳥是調查數量最高的 3 種鳥類，分

別記錄 55、40、32 隻次，合計佔了整體數量的 37%。前 2 種鳥類一般也被

視為平地環境中分布最普遍、數量最豐富的鳥種，甚至在都市化很高的環

境中都相當優勢；尤其在調查期間，入流溪段的部分農田正值二期稻作黃

熟階段，觀察到麻雀及斑文鳥這類種食性為主的鳥種大量聚集在田間覓食；

綠繡眼也觀察到群體在龍潭大池池畔的樹上覓食榕果，顯示食物資源的分

布狀態也顯著地影響著鳥類的群聚及分布狀態。 

依物種主要族群的遷留屬性檢視，由於本次調查時間接近秋末冬初，

因而，除了有全年可見的留鳥（26種）構成此區的鳥類相主體外，也記錄

到以鷺科、鶇科、鶺鴒科為主，多達 12 種的冬候鳥物種；至於主要族群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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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夏候鳥的家燕及黃頭鷺尚有零星個體出現，但所觀察到之個體的遷留

狀態則無法判別。而在龍潭大池區域數量頗豐的雁鴨科鳥種-綠頭鴨，其野

生族群在台灣是不普遍的冬候鳥，龍潭大池的水域環境是該物種的潛在棲

地類型，但依據調查期間所見個體不慎怕人的習性，以及部分個體與人工

豢養菜鴨的雜交狀態，推測龍潭大池的綠頭鴨應該是人為放養的歸化鳥

群。 

以區域來看，龍潭大池水體及周邊環境記錄到 13 科 23 種 123 隻次，

有記錄到保育類的紅尾伯勞棲息於週邊的樹林及人造建物。除了鷺科、雁

鴨科棲息於水域環境外，並未記錄到其他水鳥類群，推測與龍潭大池水體

周圍立面過陡且水域型態單調有關，頻繁的遊客及正在施作中的吊橋工程

等人為干擾應該也是影響水鳥類群分布的原因。相較之下，龍潭大池外圍

樹林環境則記錄到更多且較大量的鳥類，例如龍潭大池西南側區段及龍潭

區老人會館一帶，因此區栽植較多的正榕，形成樹冠較為鬱閉的連續綠帶，

幾種樹棲型的鳥種在此特別豐富，例如鵯科鳥類及綠繡眼就高度集中於此

區域覓食黃熟的榕果或苦楝，混雜在綠繡眼鳥群中的冬候鳥-極北柳鶯也是

記錄於此區的樹冠層。 

入池溪流段在調查期間僅記錄到 8 科 10 種 32 隻次的鳥類，第三級保

育類的紅尾伯勞在此亦有紀錄，但此區的鳥種及數量都遠少於大池，實際

利用溪流環境的鳥種更少，僅有鷺科、翠鳥科、鶺鴒科的少數種類是觀察

到直接棲息於水域環境的種類，水畔的綠帶反而記錄到略多的鳥類在此停

棲。主要原因推測應是入池溪流的流域面積狹窄，在水域兩畔往來的行人

頗多，對鳥類的干擾程度（飛主動干擾）頗高，使得鳥類個體並不易久留。

加上溪流全段的棲地型態略為單調，多為高度人工化且壁岸垂直的深水環

境，僅少數區段因水量較少或溪床有礫石堆積而形成淺瀨環境，這些異質

化的棲地就吸引了鷺科、鶺鴒科鳥類在此活動、覓食。至於在規劃設計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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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調查時，物種分布最豐富的周邊區域（溪流沿線道路兩側的樹林、水田

或開墾地環境），本次調查亦記錄到 16 科 23 種 190 隻次，尤其數量上更是

三個調查分區中最高者；但不同於前次調查此區有大面積蓄水或潮濕狀態

的一期稻作水田，因而記錄到彩鷸、中白鷺、白腹秧雞、赤喉鷚等在水澤

濕地活動的鳥種，本次調查期間尚有耕種的二期稻作處於稻田乾涸的稻穀

黃熟階段，因而前述留鳥或候鳥性質的濕地鳥類均未再記錄於此區，但反

而吸引較大群的麻雀及斑文鳥前來覓食穀物。而前次大面積種植的稻田有

部分轉植綠肥植物，這類草生地或灌叢則成為扇尾鶯科及八哥科鳥種主要

的分布區。 

鳥類是所有動物中移動能力最強的類群，也因為其優越的移動能力，

可以較快地因應環境的變化而調整其分布或棲地利用。由規劃設計及施工

階段兩次的調查結果可知，區域內的鳥種種類及數量雖然頗為豐富，但實

際上棲息或利用水域環境的鳥種及數量比例偏低，這可能與龍潭大池人為

干擾過大、入池溪流水域面積狹小，且整體水域環境太過人工化，多由水

泥化、立面過陡的護坡形成深水域，也不利於鷺科這類較大型涉禽以外的

鳥種前來棲息利用。相較之下，棲息於大池及溪流段週邊樹林環境的鳥種

更為豐富，尤其是連續性的綠帶以及生長狀態良好的大樹，對於鳥類在移

動、覓食、躲藏，甚至是繁殖上都至關重要，建議在施工階段務必保全幾

處生態關注區域的綠帶以及大樹；入池溪流若能依工程規劃創造更多深淺

程度不同的區段，預期對提高此區的鳥種豐富度也將有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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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鳥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設計階

段總計 

施工階

段總計 
合計 

大池 溪流 週邊 大池 溪流 週邊 

雁鴨科 綠頭鴨 Anas platyrhynchos 冬、不普/引進種、稀 
  

18   27   18 27 45 

鷺科 蒼鷺 Ardeacinerea 冬、普 
  

2   3   2 3 5 
 

大白鷺 Ardea alba 夏、不普/冬、普 
  

2 1 1 6   4 6 10 
 

中白鷺 Mesophoyx intermedia 夏、稀/冬、普 
  

  1    1 - 1 
 

小白鷺 Egrettagarzetta 留、不普/夏、普/冬、普/過、普 
  

 2 4 3 2  6 5 11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不普/夏、普/冬、普/過、普     9   3 9 3 12 
 

夜鷺 Nycticoraxnycticorax 留、普/冬、稀/過、稀 
  

2 2  2 3  4 5 9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phoenicurus 留、普 
  

 2 2    4 - 4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12   7   12 7 19 
 

金背鳩 Streptopeliaorientalis 留、普 特亞 
 

  3 2  5 3 7 10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chinensis 留、普 
  

  2 2   2 2 4 
 

紅鳩 Streptopeliatranquebarica 留、普 
  

     6 - 6 6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留、普 特亞 
 

  2   5 2 5 7 

翠鳥科 翠鳥 Alcedoatthis 留、普/過、不普 
  

1 1   2  2 2 4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cristatus 冬、普/過、普 
 

III  2  2 1 2 2 5 7 
 

棕背伯勞 Laniusschach 留、普 
  

     1 - 1 1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macrocercus 留、普/過、稀 特亞 
 

  3   1 3 1 4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formosae 留、普 特亞 
 

1 2 5  5 12 8 17 25 
 

喜鵲 Pica pica 引進種、普 
  

     3 - 3 3 

燕科 家燕 Hirundorustica 夏、普/冬、普/過、普 
  

4  7    11 - 11 
 

洋燕 Hirundotahitica 留、普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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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鳥類名錄（續）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設計階

段總計 

施工階

段總計 
合計 

大池 溪流 週邊 大池 溪流 週邊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sinensis 留、普 特亞 
 

15 3 11 9 5 16 29 30 59 
 

紅嘴黑鵯 Hypsipetesleucocephalus 留、普 特亞 
 

10  4 5   14 5 19 

柳鶯科 極北柳鶯 Phylloscopus borealis 冬、普 
  

   2   - 2 2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flaviventris 留、普 
  

  7   2 7 2 9 
 

褐頭鷦鶯 Priniainornata 留、普 特亞 
 

2  6   5 8 5 13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留、普 
  

5 2 14 24 6 10 21 40 61 

畫眉科 山紅頭 Cyanodermaruficeps 留、普 特亞 
 

  2   2 2 2 4 
 

小彎嘴 Pomatorhinusmusicus 留、普 特有 
 

  2   5 2 5 7 

鶲科 黃尾鴝 Phoenicurusauroreus 冬、不普 
  

  1 1  1 1 2 3 
 

鵲鴝 Copsychussaularis 引進種、普 
  

   1   - 1 1 

鶇科 赤腹鶇 Turduschrysolaus 冬、普 
  

1   4   1 4 5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冬、普 
  

   2   - 2 2 
 

白眉鶇 Turdus obscurus 冬、不普 
  

   1   - 1 1 

八哥科 黑領椋鳥 Gracupicanigricollis 引進種、不普 
  

  2 5  4 2 9 11 
 

家八哥 Acridotherestristis 引進種、普 
  

 6    8 6 8 14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javanicus 引進種、普 
  

1  2   19 3 19 22 
 

八哥 Acridotherescristatellus 留、不普 特亞 II   1    1 - 1 

鶺鴒科 東方黃鶺鴒 Motacillatschutschensis 冬、普/過、普 
  

  2   1 2 1 3 
 

灰鶺鴒 Motacillacinerea 冬、普 
  

 1  1 2  1 3 4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留、普/冬、普/迷 
  

2   1 1  2 2 4 
 

赤喉鷚 Anthuscervinus 冬、不普 
  

  3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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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鳥類名錄（續）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龍潭大池   設計階

段總計 

施工階

段總計 
合計 

大池 溪流 週邊 大池 溪流 週邊 

鵐科 黑臉鵐 Emberizaspodocephala 冬、普 
  

  3 2  8 3 10 13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普 
  

18  12 11 5 39 30 55 85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punctulata 留、普 
  

18  12   32 30 32 62 

       種類數 18 11 27 23 10 23 37 40 45 

        個體數(隻次) 116 35 150 123 32 190 280 347 627 

備註.鳥類名錄各鳥種資訊依據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審定之 2019 年台灣鳥類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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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生類調查 

1.調查方法： 

兩生類動物調查以穿越線目視搜索搭配鳴聲辨識的方式進行，調查區域，

循龍潭大池環湖步道及入池溪流旁之自行車道進行沿線之調查。調查於 10 月

31 日入夜後進行。 

2.調查結果： 

調查期間記錄到蛙類 4 科 4 種 50 隻次，所記錄物種均是平地環境廣泛分

布的物種，其中斑腿樹蛙為近年來分布大幅擴張的外來種，無特有種或保育

類物種。從數量上來看，外來種的斑腿樹蛙極為優勢，黑眶蟾蜍及澤蛙都僅

有少量個體的觀察。兩次調查差異最大的部分來自於整體兩生類動物數量的

下降，但屬於施工範圍的大池及入池溪流其實年間數量差異不大，本次調查

數量甚至較設計規劃階段為多。反而是入池溪流兩側的週邊區域（以農田為

主，亦有少數聚落及林地）在前次記錄到 4種 67隻次，這次調查則未觀察到

任何兩生類動物。細究其因，去年執行兩生類調查期間，溪流兩側的農田均

種植水稻，且時值一期稻作分蘗期，田中蓄水充盈，且蛙類的繁殖期將近，

因此記錄到大量在水田中或田埂上鳴唱的澤蛙及黑眶蟾蜍。本次調查多數農

田均未栽種作物，而是撒種波斯菊作為觀賞兼養田的綠肥，少部分栽種二期

稻作的農田也接近稻作成熟的階段，田中均未蓄積水份，在這麼乾燥且植株

密集的狀態下，週邊田區均未記錄到任何蛙類的聲音。 

雖然施工範圍內的兩生類物種組成頗為穩定，但外來種的斑腿樹蛙在一年

多的時間差距下，數量由 4 隻次大幅增加到 37 隻次，尤其入流溪段的分布更

為集中且數量眾多，顯示這種外來種的族群已經快速擴張。由於斑腿樹蛙的

環境適應力強，成蛙及蝌蚪均會補食原生種蛙類的幼體及蝌蚪，對於原生種

蛙類具有生存上的潛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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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兩生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設計階

段總計 

施工階

段總計 
合計 

大池 溪流 週邊 大池 溪流 週邊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melanostictus     1 - 15 5 4   16 20 36 

樹蟾科 中國樹蟾 Hylachinensis 

  

- 1 - - - - 1 - 1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limnocharis 

  

2 2 50 - 3 - 54 3 57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guentheri 

  

1 - 1 1 - - 2 - 2 

樹蛙科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megacephalus 外來種   - 3 1 1 36 - 4 37 41 

      種類數 3 3 5 3 3 - 5 3 5 

      個體數(隻次) 4 6 67 7 43 - 77 60 137 

備註：兩生類名錄及分類依據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建置之臺灣物種名錄。 

(三)、爬行類調查 

1.調查方法： 

以穿越線目視搭配掩體翻找的方式方式進行調查，範圍為龍潭大池環湖

步道及入池溪流旁之自行車道沿線。夜間調查主要針對蛇類、壁虎這類主要

在夜間活動的物種，於 10 月 31 日入夜後進行。日間調查則於 11 月 1 日上

午氣溫較溫暖的時段進行，調查對象為龜鱉目、蜥蜴及偏好日間活動的蛇

類。 

2.調查結果： 

施工階段的生態調查共記錄 7 科 7 種 53 隻次的爬行類動物，包含 2 種

透過居民訪談所獲致資料的蛇類(分布位置為周邊聚落及農墾地)。組成物種

中，斯文豪氏攀蜥為特有種爬行動物，草花蛇是 108 年初保育類名錄修訂後

的第三級保育類動物，紅耳泥龜則屬於外來種。龍潭大池在水域環境記錄到

2 種龜類，此區因水體開闊且深，多數烏龜均是在北側水面燈光架上曬太陽

時被觀察到；大池周邊的樹林及灌叢則記錄到斯文豪氏攀蜥。入池溪流多數

區段的環境雖然不利於爬行類動物移動遷徙，但日間調查也記錄到前述 2 種

龜鱉目動物在溝渠的水域浮游，且由於溝渠環境較大池侷限，棲息其中的動



10 
 

物相對容易被察覺到，因此龜類觀察到的數量反而較大池更多。蛇類共記錄

到半水生的草花蛇及棲息於陸域的雨傘節及龜殼花，均是在夜間調查時出現

於溝渠兩側的路緣，但龜殼花受到驚擾後即竄入溝渠中並游往另岸，加上水

域環境亦是草花蛇的主要棲息環境，顯示保存溪流段中少數天然土坡及突出

水面的石礫灘地之重要性。 

比較規劃設計階段與施工階段的爬行動物調查成果，組成物種的相似

度非常高，僅鱉未繼續在施工階段被記錄到。數量上較優勢的種類亦是龜鱉

目類群，尤其是外來種的紅耳泥龜，顯示此區域的棲地環境在兩計畫階段沒

有太大的變化。兩次調查差異較顯著的是爬行類動物的數量。兩次調查均記

錄到的物種多以本次調查數量較多，尤其是施工階段的夜間調查記錄到多達

7 隻蛇類，較設計規劃階段夜間調查的 2 隻高出甚多。查詢中央氣象局龍潭

測候站在 107 年 3 月 1 日（設計規劃階段調查日期）的氣候觀測資料，當日

夜間 19:00-24:00 的氣溫介於 18.5-20.2°C；本次調查同時段的夜間氣溫則介

於 21.4-21.8°C。兩次調查的夜間平均氣溫約有 2 度的差距，似乎影響到屬於

外溫動物的蛇類之活動力。本次日間調查期間龍潭測候站的溫度介於

21.9-23.7°C，亦較前次調查的 17.7-21.6°C 為高，龜鱉目動物的數量同樣隨日

間氣溫的增高呈現變多的趨勢。 

表三、爬行類名錄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設計階

段總計 

施工階

段總計 
合計 

大池 溪流 週邊 大池 溪流 週邊 

河龜科 斑龜 Ocadiasinensis   7 4  9 3  11 12 23 

澤龜科 紅耳泥龜 Trachemys scripta 外來種  12 7  18 11  19 29 48 

鱉科 鱉 Pelodiscussinensis    1     1 - 1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swinhonis 特有   1  2 2  1 4 5 

黃頷蛇科 草花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  III  1   1  1 1 2 

蝙蝠蛇科 雨傘節 Bungarusmulticinctus 
 

  *  5 * * 5 5 

 眼鏡蛇 Najaatra  
 

  *   * * * * 

蝮蛇科 龜殼花 Trimeresurusmucrosquamatus    1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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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類數 2 6 2 3 6 1 8 7 8 

      個體數(隻次) 19 15 - 30 22 - 34 52 86 

註 1：爬行類名錄及分類依據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建置之臺灣物種名錄。 

註 2：*為訪談或非正式調查之補充紀錄，不列入物種數與個體數計算。 

(四)、蜻蛉目昆蟲 

1.調查方法： 

蜻蛉目昆蟲以穿越線方式於11月6日進行樣區全域調查，於晴朗的上午時段

以目視或利用望遠鏡觀察記錄調查樣線沿途之種類和數量，在挺水植物分布

特別豐富的區域則定點進行詳細的物種搜尋。視情況以捕蟲網撈捕個體，除

需進一步鑑定之物種外，皆予以鑑定拍照後後釋放。 

2.調查結果： 

施工階段之蜻蛉目調查共記錄 7 科 16 種 100 隻次（表 1），數量最多的

杜松蜻蜓為 17 隻次，其次為紫紅蜻蜓的 14 隻次，以及青紋細蟌、薄翅蜻蜓

的 12 隻次。以特有性來看，本次調查共記錄到特有種 3 種，包括白痣珈蟌、

短腹幽蟌、善變蜻蜓；保育類及外來種方面則無紀錄。 

大池區域所記錄的蜻蛉目昆蟲，僅有 3 種各 1 隻次的紀錄，分別為青紋

細蟌、褐斑蜻蜓、薄翅蜻蜓；此三物種皆以平地至低海拔靜水域為主要棲息

環境，且皆幾乎全年可見成蟲活動，為普遍分布的常見種。入池溪流所記錄

的蜻蛉目昆蟲中，皆為平地至低海拔淺山常見的物種，但棲息的水域環境較

多樣，包含流動水域、靜水域、緩流水域等。利用流動水域為主的種類如白

痣珈蟌、短腹幽蟌、樂仙蜻蜓；利用靜水域為主的種類如環紋琵蟌、紅腹細

蟌、麻斑晏蜓、褐斑蜻蜓、猩紅蜻蜓、侏儒蜻蜓、薄翅蜻蜓；也有同時可利

用靜水域及緩流水域的物種，如青紋細蟌、粗鉤春蜓、善變蜻蜓、霜白蜻蜓、

杜松蜻蜓、紫紅蜻蜓。施工階段之水棲昆蟲調查共調查到 4 科 104 隻次。數

量最多的為搖蚊科共 76 隻、次多者為四節蜉科 15 隻。本次調查中並無保育

類及外來種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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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施工階段於大池區域及溪流區域之調查結果，溪流區域的蜻蛉類不

論在種類數、個體數均較大池區域豐富，同時大池區域所記錄的 3 種蜻蛉於

溪流區域皆有記錄且數量較多。檢視兩區域的蜻蛉類物種組成，大池區域的

蜻蛉類皆為利用靜水域環境的物種，而溪流區域則包括利用多種水域環境的

蜻蛉目昆蟲，反映了大池區域僅有靜水域，且溪流區域的環境較大池區域多

樣的現況。大池區域的岸邊多為人工設施，即使是草生坡地也經常缺乏水生

植物供蜻蛉類停棲，推測是蜻蛉類數量較少的原因；溪流區域的水岸雖不完

全自然，亦有許多水泥化的區段，但其餘的草生坡地、或水深較淺處生長較

茂密的水生植物，且部分區域的水面有漂浮性水生植物，提供了本區域的蜻

蛉類豐富的停棲空間。 

比較規劃設計階段與施工階段之調查結果，環紋琵蟌、青紋細蟌、粗鉤

春蜓、霜白蜻蜓、杜松蜻蜓、薄翅蜻蜓、紫紅蜻蜓等 7 物種兩次均有紀錄；

脛蹼琵蟌、橙斑蜻蜓、黃紉蜻蜓等 3 物種僅於規劃設計階段有紀錄；而白痣

珈蟌、短腹幽蟌、紅腹細蟌、麻斑晏蜓、褐斑蜻蜓、猩紅蜻蜓、侏儒蜻蜓、

善變蜻蜓、樂仙蜻蜓等 9 物種僅於施工階段有紀錄。由於蜻蛉目成蟲的活動

具有季節性，隨著氣溫漸升會有越來越多個體羽化，以高溫的夏季為最豐富

的季節，而氣溫較低的冬季僅能見到少數全年可見的物種；規劃設計階段之

調查於 108 年 3 月至 5 月進行，推測因日間的氣溫尚未達到夏季的高溫，蜻

蛉類僅有部分個體羽化，使得該次調查之種類數、個體數均較少；施工階段

之調查於本年度 11 月初進行，雖然亦非蜻蛉目最為活躍的夏季，但調查當

日的天候狀況良好，日間溫度尚有 22-23°C，推測因此有不少已於春、夏季

羽化之成蟲，利用晴朗、高溫的天氣活動，導致該次調查之種類數、個體數

均較多。 

後續工程進行時，應注意維持大池區域現有的水生植物，不宜進行清除，

以維持現狀為原則，避免蜻蛉目多樣性下降；若有適合種植水生植物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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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考慮進行環境營造，挺水性水生植物可以提供蜻蛉目成蟲停棲，而沉水

性水生植物則可作為蜻蛉目雉蟲的棲息、躲避處。溪流區域的蜻蛉類狀況較

好，建議後續工程進行時盡可能降低對底質的干擾，一方面避免水中的蜻蛉

目雉蟲族群量下降，另一方面避免水質濁度上升，間接影響蜻蛉目雉蟲等水

生生物；水深較淺、植物生長茂密的段落建議維持現狀，如 N24∘50.955’, E 

121∘12.751’周邊即為蜻蛉類特別活躍的區域；浮水性水生植物生長茂密的

區域亦有蜻蛉類密度較高的情況，如 N 24∘51.361’, E 121∘12.601’周邊，可

視工程需求清除部分水生植物，但建議保留部分以提供受干擾的蜻蛉目昆蟲

停棲及躲藏，或應於施工後重新營造具有水生植物的環境；由於蜻蛉目雉蟲

為水生，全段乾涸將使其無法生存，因此若有暫時中斷水源注入的需求，建

議以分區施工的方式進行，提供因工程受干擾的蜻蛉目昆蟲替代性的棲地，

降低對蜻蛉目昆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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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蜻蛉目昆蟲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 育

等級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設計階段

總計 

施工階段

總計 
合計 

大池 溪流 大池 溪流 

珈蟌科 白痣珈蟌 Matronacyanoptera 特     4 0 4 4 

幽蟌科 短腹幽蟌 Euphaeaformosa 特     1 0 1 1 

琵蟌科 環紋琵蟌 Coperaciliata   2 3  4 5 4 9 

 脛蹼琵蟌 Coperamarginipes   2 4   6 0 6 

細蟌科 紅腹細蟌 Ceriagrionauranticum      3 0 3 3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3 11 1 11 14 12 26 

晏蜓科 麻斑晏蜓 Anaxpanybeus      1 0 1 1 

春蜓科 粗鉤春蜓 Ictinogomphusrapax   2 3  4 5 4 9 

蜻蜓科 橙斑蜻蜓 Brachydiplaxchalybea    1   1 0 1 

 褐斑蜻蜓 Brachythemiscontaminata     1 2 0 3 3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serviliaservilia      7 0 7 7 

 侏儒蜻蜓 Diplacodestrivialis      5 0 5 5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taiwanensis 特     5 0 5 5 

 霜白蜻蜓 Orthetrumpruinosum   1 2  7 3 7 10 

 杜松蜻蜓 Orthetrumsabinasabina   4 3  17 7 17 24 

 薄翅蜻蜓 Pantalaflavescens   2  1 11 2 12 14 

 黃紉蜻蜓 Pseudothemiszonata   4 7   11 0 11 

 紫紅蜻蜓 Trithemis aurora    1  14 1 14 15 

 樂仙蜻蜓 Trithemisfestiva      1 0 1 1 

 種類數   8 9 3 16 10 16 19 

 個體數(隻次)   20 35 3 97 55 10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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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底棲水生昆蟲 

1.調查方法： 

水生昆蟲調查分為蜻蛉目物種以及底棲水生昆蟲，前者以穿越線方式於

11月6日進行樣區全域調查。後者則於12月4日以D型水生採集網進行，採樣

地點為以卵石、礫石且水深不多於50 公分之水域進行，分別於龍潭大池及

入池溪流進行3個定點採集。 

2.調查結果： 

大池僅 1 科 11 隻，屬於搖蚊科，此類群以濾食水中有機質為生，常見於

靜水域環境，當水體屬於中度汙染程度時，水體易有這類群的昆蟲。溪流樣

區有 4 科 93 隻，有四節蜉科、細蟌科紅腹細聰、蜻蜓科杜松蜻蜓與搖蚊科

種類。溪流樣區中微棲地較大池多樣，同時有流動水體亦有靜水域緩流區，

普遍溶氧量高、水體汙染程度輕微，溝渠旁邊具有較多的植栽，水中具有挺

水植物，水中落葉也多連帶的有機質含量也高等綜合條件下，使得溪流中的

水棲昆蟲在種類與數量都大於龍潭大池。溝渠中具有淺草區域提供紅腹細聰

及杜松蜻蜓躲藏覓食及繁殖的環境，附近可採集到二者的水蠆。 

  比較規劃設計階段與施工期，規劃設計階段曾在水生植物區採集到的水

棲昆蟲：如脛蹼琵聰等，這次則無紀錄。施工期間大池水位淺、岸邊植生離

水廟遙遠並無相連、水生植物區盡數移除，使得蜻蛉目成蟲無躲藏覓食與繁

殖的棲地，沒有成蟲也就沒有水棲時期水蠆的出現。又大池周圍鄰近城區、

離樹林及其他水體較遠，細蟌科、琵蟌科等成蟲會選擇在水岸邊的草叢、挺

水植物間覓食、繁殖。在施工期間，因草叢等被移除，上述的種類則無法繼

續利用此處。大池池底屬於細砂質、周圍落葉等有機物掉落在水裡的數量少，

又水中吳郭魚等數量多，搖蚊幼蟲的數量也會偏少。溪流方面，此季節較上

次多增加四節蜉科類群，四節蜉科為濾食性昆蟲，耐汙力中度偏輕，這時期



17 
 

引入的水質較好或是水中汙染程度較低，才可採集到四節蜉科。 

  建議施工期間要減少對水生生物的衝擊，儘量維持水位高度、避免大面

積清淤及移除岸邊植物、採以小範圍的階段式施工可減少對水生生物的影響。

在無施工處補植部分區塊的水生植物也有補償棲地的效果。溪流工程的部分，

施工期間可以田間農作有放水的時期施作，或是增加田間放水作為棲地補償

之用，讓可利用飛行移動的水棲昆蟲可飛自有水的田中生活，無法移動的水

棲昆蟲可靠在從田中存活的個體延續族群。 

表五、底棲水生昆蟲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設計階

段總計 

施工階

段總計 
合計 

大池 溪流 大池 溪流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 2 0 15 2 - 2 
 

紅腹細蟌 Ceriagrionauranticum   - - - 1 - 1 1 

琵蟌科 環紋琵蟌 Coperaciliata    2 - 0 1 2 - 2 
 

脛蹼琵蟌 Coperamarginipes    2 - 0 1 2 - 2 

蜻蜓科 杜松蜻蜓 Orthetrumsabina   - - - - - 1 1 

四節蜉科  Cloeon sp.   - - - 15 - 15 15 

搖蚊科 搖蚊類 Chironomidae sp.   31 19 11 76 50 87 137 

      種類數 4 2 1 4 4 4 7 

      個體數(隻次) 35 21 11 93 56 104 160 

 

(六)、魚類調查 

1.調查方法： 

魚類調查透過籠具誘捕進行。調查採用市售籠具作為採集器具，內置誘

餌，引誘魚類進入。所使用籠具為具有一開口外大內小的多重漏斗型設計，

魚類進入最內層後，便不易再覓得出口而逸逃。籠具放置時間至少經過一次

傍晚以及清晨，以期捕捉到不同時間活動的魚種。以籠具誘捕法捕捉之魚類

個體，記錄物種、數量、捕獲單元位置後，隨即野放回原捕捉地點。魚類籠

具誘捕調查於 12 月 4 日下午進行佈籠，12 月 5 日回收。總計在龍潭大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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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工區（進出水口）及溪流段設置 12個捕捉陷阱。規劃設計階段之調查藉

由訪談並檢視十餘位釣客的魚釣經驗及漁獲，藉此也收集到部分魚種資料，

本次調查時，因龍潭大池全區已經禁止釣魚，故僅在溪流段訪問到 2名釣客。 

2.調查結果： 

透過網捕及訪談記錄，共記錄 5 科 8 種魚類，組成物種中沒有特有種或

保育類，有 3 種為外來歸化的的魚類。在少量的溪流段釣客訪談記錄中，釣

獲量最多的魚種為俗稱吳郭魚的混種麗魚科，這種強勢外來種在龍潭大池及

整段溪流中也都可輕易目擊，但釣客通常會將釣獲的魚隻放回，其他會留用

的釣獲魚種還有鯉、鯽及䱗（俗稱海鰱仔）。籠捕資料中，以外來種孔雀花

鱂（俗稱孔雀魚）的數量最多，其次為吳郭魚及䱗，這 3 種數量較優勢的魚

種在龍潭大池及溪流段都有捕獲紀錄，僅記錄於大池但未見於溪流段的魚種

有極樂吻蝦虎、高體鰟鮍及外來種的線鱧（俗泰國鱧）。 

由於執行魚類調查時，為了工程施作，溪流已經停止挹注水源到龍潭大

池，因此龍潭大池的水位比規劃設計階段調查時降低了將近 60 公分，池體

週邊調查人員可及的區域水位都偏低，魚群有往池體中央水深處集中的情形，

加上今年度龍潭大池周邊開始禁止垂釣，調查期間（包含其他類群之調查時

段）均未觀察到釣客垂釣，無法透過訪談或漁獲補充魚類調查資料，因而本

次龍潭大池的魚類紀錄較規劃設計階段為少。水位的影響同樣呈現在溪流段

的調查資料，由於上游段水閘門閉合不再放流，入池溪段下游近高速公路兩

側較寬闊且流水相對緩慢的區域，部分河段已乾涸，河道上殘存的水窪水位

也偏低，在前次調查的 2個籠具中均捕獲為數不少的特有種台灣石鮒，以及

偏好靜水域泥質底棲環境的極樂吻蝦虎、高體鰟鮍及羅漢魚，本次調查同樣

位置的籠具均未有任何捕獲紀錄。 

表六、魚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設計階 施工階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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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大池 溪流 大池 溪流 段總計 段總計 

鯉科 鯉 Cyprinus carpio   * * * * * * * 

 鯽 Carassius auratus   * * * * * * * 

 圓吻鯝 Distoechodontumirostris   *    *  * 

 䱗 Hemiculterleucisculus   * * * * * * * 

 鱅 Hypophthalmichthysnobilis 外來種  *    *  * 

 青魚 Mylopharyngodonpiceus 外來種  *    *  *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 *   *  * 

 高體鰟鮍 Rhodeusocellatus   * * *  * * * 

 台灣石鮒 Tanakiahimantegus 特有種   *   *  *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外來種   *   *  *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外來種   * * * * * * 

鰕虎科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giurinus    * *  * * * 

鯰科 鯰 Silurusasotus   *    *  * 

鱧科 線鱧 Channastriata 外來種    *   * * 

麗魚科 混種麗魚科物

種(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外來種 

 

* * * * * * * 

      種類數 10 10 8 5 15 8 16 

備註：魚類名錄分類及名稱依據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建置之臺灣物種名錄。 

(七)、植物調查 

1.調查方法： 

延續設計規劃階段的調查動線，沿龍潭大池池畔步道及入池溪流河濱步

道或車道行進，以複查的方式記錄沿途環境的植物種類。 

2.調查結果： 

本次植物複查於 11 月 29 日進行。複查結果共記錄 78 科、206 種植物。

龍潭大池與入流溪周邊植被環境，基本上長期受到人為干擾，包含景觀工

程、農業活動等，因此植被環境自然度偏低，但仍保有部分次生林環境。

從植群類型分類，屬於低海拔闊葉次生林與農村平原環境物種，常見原生

木本植物包括紅楠、香楠、樟樹、山黃麻、血桐、野桐、海桐、灰木及白

匏仔等，皆是臺灣低海拔環境常見的種類。受到景觀植栽的影響，因此區

內外來種景觀植物種類與數量皆多，而且分布廣泛。包括鳳凰木、雞冠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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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大花紫薇、山櫻花、印度橡膠樹、橢圓葉赤楠、臺灣赤楠、桂花、春

不老以及垂柳等種類。區內的臺灣欒樹、樟樹、石斑木、厚葉石斑木、水

柳雖然皆為臺灣原生種，但也非本地原產，由景觀工程引進種植。 

本次調查共記錄 9 種 IUCN 紅皮書列的稀有物種，包括極危等級

（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的蘭嶼羅漢松（Podocarpuscostalis）、臺灣三角

楓（Acer buergerianum var. formosanum）及臺灣萍蓬草（Nupharshimadae）；

瀕危級（Endangered, EN）的竹柏（Nageianagi）、大安水蓑衣

（Hygrophilapogonocalyx）及流蘇樹（Chionanthusretusus）；易危級

（Vulnerable, VU）的小葉海金沙（Lygodiummicrophyllum）；近危級（Near 

Threatened, NT）的厚葉石斑木（Nageianagi）及六月雪（Serissaserissoides）。

但經過現場狀況評估，大部分稀有植物均生長於人造綠地或道路兩旁，其

中臺灣三角楓及流蘇樹僅有一株小苗，蘭嶼羅漢松株樹不多，散生於大池

周遭綠地，大安水蓑衣及臺灣萍蓬草僅在生態關注區B的水域邊緣有紀錄，

厚葉石斑木及六月雪數量較多，但明顯是人為栽種之灌叢或綠籬。大部分

稀有植物亦非龍潭地區原生物種，僅臺灣萍蓬草有機會天然分布於此處，

但觀察周遭相同環境皆無任何紀錄，且發現處明顯為人造水生植物池，栽

植許多水生植物種類，其中也包含瀕危級的大安水蓑衣在內，因此皆是人

為栽植；小葉海金沙圍臺灣廣布卻稀有的種類，而且僅分布於生態關注區

G 的農田樹籬上，符合該種分布與生態狀況，應為龍潭地區原生種；且此

區域的植物組成中，原生種的比例較高，可以代表龍潭丘陵、台地等環境

的典型植物相，加上此區為開墾環境中少數的帶狀綠帶，對於動物、植物

物種的棲息及保存均有重要意義。 

表七、植物名錄 

蕨類植物 Ferns and Lycophytes 

1. Aspleniaceae 鐵角蕨科 (2) 

1. Asplenium antiquum Makino 山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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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splenium australasicum (J. Sm.) Hook. 南洋山蘇花 

2. Davalliaceae 骨碎補科 (2) 

3. Humatagriffithiana (Hook.) C. Chr. 杯狀蓋陰石蕨 

4. Nephrolepisauriculata (L.) Trimen 腎蕨 

3. Dennstaedtiaceae 碗蕨科 (2) 

5. Microlepiahookeriana (Wall. ex Hook.) C. Presl 虎克氏鱗蓋蕨 

6. Microlepiastrigosa (Thunb.) C. Presl 粗毛鱗蓋蕨 

4. Lygodiaceae 海金沙科 (2) 

7.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8. Lygodiummicrophyllum (Cav.) R. Br. 小葉海金沙 (VU) 

5. Polypodiaceae 水龍骨科 (6) 

9. Colysiselliptica (Thunb. ex Murray) Ching 橢圓線蕨 

10. Lemmaphyllummicrophyllum C. Presl 伏石蕨 

11. Lepisorusthunbergianus (Kaulf.) Ching 瓦葦 

12. Microsorumfortunei (T. Moore) Ching 大星蕨 

13. Pseudodrynariacoronans (Wall. ex Mett.) Ching 崖薑蕨 

14. Pyrrosia lingua (Thunb.) Farw. 石葦 

6. Pteridaceae 鳳尾蕨科 (2) 

15. Pteris multifidaPoir. 鳳尾蕨 

16. Pteris vittata L. 鱗蓋鳳尾蕨 

7. Thelypteridaceae 金星蕨科 (2) 

17. Cyclosorusacuminatus (Houtt.) Nakai 毛蕨 

18. Cyclosorusparasiticus (L.) Farw. 密毛毛蕨 

裸子植物 Gymnosperms 

8. Podocarpaceae 羅漢松科 (2) 

19. Nageianagi (Thunb.) Kuntze 竹柏 (EN) 

20. Podocarpuscostalis C. Presl 蘭嶼羅漢松 (CR) 

雙子葉植物 'Dicotyledons' 

9. Acanthaceae 爵床科 (2) 

21. Diclipterachinensis (L.) Juss. 華九頭獅子草 

22. HygrophilapogonocalyxHayata 大安水蓑衣 # (EN) 

10. Adoxaceae 五福花科 (1) 

23. Sambucus chinensisLindl. 冇骨消 

11. Amaranthaceae 莧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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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G. Nicholson 毛蓮子草 * 

25.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蓮子草 * 

26.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 ex DC. 蓮子草 * 

12. Apocynaceae 夾竹桃科 (1) 

27. Carissa grandiflora A. DC. 卡梨撒 † 

13. Araliaceae 五加科 (6) 

28. HydrocotylebatrachiumHance 臺灣天胡荽 

29. Hydrocotylesibthorpioides Lam. 天胡荽 

30. HydrocotyleverticillataThunb. 銅錢草 † 

31. Polysciasguilfoylei (Bull ex Cogn. et March.) 福祿桐 † 

32. Schefflera arboricola (Hayata) Merr. 鵝掌蘗 

33. Schefflera octophylla (Lour.) Harms 鵝掌柴 

14. Asteraceae 菊科 (16) 

34.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 

35.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 

36. Bidens alba var. radiata (Sch. Bip.) R.E. Ballard ex Melchert 大花咸豐草 * 

37. Calyptocarpusvialis Less. 金腰箭舅 * 

38.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uist 加拿大蓬 * 

39. Ecliptaprostrata (L.) L. 鱧腸 

40. Emilia praetermissa Milne-Redh. 粉黃纓絨花 * 

41. Emilia sonchifolia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 紫背草 

42. Galinsogaquadriradiata Ruiz & Pav. 粗毛小米菊 * 

43. Ixeris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44. Mikania micranthaKunth 小花蔓澤蘭 * 

45.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 L. 銀膠菊 * 

46. Sigesbeckiaorientalis L. 豨薟 

47. Solivaanthemifolia (Juss.) R. Br. 假吐金菊 * 

48. Taraxacumofficinale F.H. Wigg. 西洋蒲公英 * 

49. Youngia japonica (L.) DC. 黃鵪菜 

15. Bignoniaceae 紫葳科 (1) 

50. Tabebuia impetiginosa(Mart. ex DC.) Toledo 風鈴木† 

16. Brassicaceae 十字花科 (1) 

51.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k. 薺 * 

17. Cannabaceae 大麻科 (2) 

52. Celtissinensis Pers. 朴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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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Trema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18. Caryophyllaceae 石竹科 (2) 

54. Drymariadiandra Blume 菁芳草 * 

55. Stellariaaquatica (L.) Scop. 鵝兒腸 

19. Casuarinaceae 木麻黃科 (1) 

56.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木麻黃 * 

20. Combretaceae 使君子科 (1) 

57. Terminalia mantaly H. Perrier 小葉欖仁 † 

21.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2) 

58.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 

59. Ipomoea nil (L.) Roth 牽牛花 * 

22. Cordiaceae 破布子科 (1) 

60. Cordia dichotoma G. Forst. 破布子 

23. Daphniphyllaceae 虎皮楠科 (1) 

61. Daphniphyllumglaucescens subsp. oldhamii T.C. Huang 奧氏虎皮楠 

24. Ebenaceae 柿樹科 (1) 

62. Diospyros vaccinioidesLindl. 楓港柿 (DD) 

25. Elaeocarpaceae 杜英科 (2) 

63. Elaeocarpus serratus L. 錫蘭橄欖 

64. Elaeocarpus sylvestris (Lour.) Poir. 杜英 

26.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8) 

65. Acalyphaaustralis L. 鐵莧菜 

66. Chamaesycehirta (L.) Millsp. 大飛揚草 * 

67. Chamaesycethymifolia (L.) Millsp. 千根草 

68. Codiaeumvariegatum (L.) Rumph. ex A. Juss. 變葉木 † 

69. Macaranga tanarius (L.) Müll. Arg. 血桐 

70. Mallotus japonicus (Spreng.) Müll. Arg. 野桐 

71. Mallotuspaniculatus (Lam.) Müll. Arg. 白匏子 

72. Sapiumsebiferum (L.) Dum. Cours. 烏桕 * 

27. Fabaceae 豆科 (8) 

73. Acacia confusaMerr. 相思樹 

74. Archidendron lucidum (Benth.) I.C. Nielsen 頷垂豆 

75. Delonix regia (Bojer ex Hook.) Raf. 鳳凰木 * 

76. Erythrina crista-galli L. 雞冠刺桐 † 

77. MillettiapachycarpaBenth. 臺灣魚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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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Pithecellobium dulce (Roxb.) Benth 金龜樹† 

79. Pterocarpus indicusWilld. 印度紫檀 † 

80. Pueraria lobata subsp. thomsonii (Benth.) Ohashi &Tateishi 大葛藤 * 

28. Fagaceae 殼斗科 (1) 

81. Quercus glaucaThunb. 青剛櫟 

29. Haloragaceae 小二仙草科 (1) 

82. Myriophyllumaquaticum (Vell.) Verdc. 粉綠狐尾藻 * 

30. Lagerstroemia 千屈菜科 (1) 

83. Lagerstroemia flos-reginae Retz. 大花紫薇 † 

31. Lamiaceae 唇形科 (1) 

84. Clinopodium gracile (Benth.) Kuntze 光風輪 

32. Lauraceae 樟科 (5) 

85. Cinnamomumburmannii (Nees& T. Nees) Blume 陰香 * 

86. Cinnamomumcamphora (L.) J. Presl 樟樹 

87. Machilus japonica var. kusanoi (Hayata) J.C. Liao 大葉楠 # 

88. Machilusthunbergii Siebold &Zucc. 紅楠 

89. MachiluszuihoensisHayata 香楠 # 

33. Linderniaceae 母草科 (1) 

90. Lindernia crustacea (L.) F. Muell. 藍豬耳 

34. Lythraceae 千屈菜科 (2) 

91. Lagerstroemia indica L. 紫薇 † 

92.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Koehne 九芎 

35. Magnoliaceae 木蘭科 (2) 

93. Michelia alba DC. 玉蘭花 † 

94. Micheliafigo (Lour.) Spreng. 含笑花 † 

36. Malpighiaceae 黃褥花科 (1) 

95. Thryallis glauca Kuntze 金英樹† 

37. Malvaceae 錦葵科 (2) 

96.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 

97. Pachiramacrocarpa (Schltdl. & Cham.) Walp. 馬拉巴栗 * 

38. Mazaceae 通泉科 (1) 

98. Mazuspumilus (Burm. f.) Steenis 通泉草 

39. Melastomataceae 野牡丹科 (1) 

99. Melastomacandidum D. Don 野牡丹 

40. Meliaceae 楝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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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Aglaia odorataLour. 樹蘭 † 

101. Melia azedarach L. 楝 

41. Menispermaceae 防己科 (2) 

102. Cocculusorbiculatus (L.) DC. 木防己 

103.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Miers 千金藤 

42. Moraceae 桑科 (8) 

104. Broussonetiapapyrifera (L.) L'Hér. ex Vent. 構樹 

105. FicuselasticaRoxb. ex Hornem. 印度橡膠樹 † 

106. Ficusformosana Maxim. 天仙果 

107. Ficusmicrocarpa L. f. 榕樹 

108. FicussepticaBurm. f. 稜果榕 

109. Ficussuperba var. japonicaMiq. 雀榕 

110. FicusvirgataReinw. ex Blume 白肉榕 

111. MorusaustralisPoir. 小葉桑 

43. Myrtaceae 桃金孃科 (5) 

112.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 

113. Syzygiumbuxifolium Hook. &Arn. 小葉赤楠 

114. Syzygiumelliptifolium (Merr.) Merr. 橢圓葉赤楠 

115. Syzygiumformosanum (Hayata) Mori 臺灣赤楠 # 

116. Syzygiumsamarangense (Blume) Merr. & L.M. Perry 蓮霧 * 

44. Nymphaeaceae 睡蓮科 (1) 

117. NupharshimadaeHayata 臺灣萍蓬草 # (CR) 

45. Oleaceae 木犀科 (3) 

118. ChionanthusretususLindl. & Paxton 流蘇樹 (EN) 

119. Fraxinus griffithii C.B. Clarke 白雞油 

120. Osmanthus fragrans (Thunb.) Lour. 桂花 

46.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2) 

121. Ludwigia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細葉水丁香 

122. Ludwigiaoctovalvis (Jacq.) P.H. Raven 水丁香 

47. Oxalidaceae 酢醬草科 (2) 

123.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漿草 

124.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漿草 * 

48. Pentaphylacaceae 五列木科 (2) 

125. Euryachinensis R. Br. 米碎柃木 

126. Euryaemarginata (Thunb.) Makino 凹葉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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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Phyllanthaceae 葉下珠科 (6) 

127. Bischofiajavanica Blume 茄苳 

128. Brideliatomentosa Blume 土密樹 

129. Flueggea suffruticosa (Pall.) Baill. 白飯樹 * 

130. Glochidionzeylanicum (Gaertn.) A. Juss. 錫蘭饅頭果 

131. Glochidionzeylanicum var. tomentosumTrimen 赤血仔 

132. Phyllanthus tenellusRoxb. 五蕊油柑 * 

50. Pittosporaceae 海桐科 (2) 

133. Pittosporum pentandrum (Blanco) Merr. 臺灣海桐 

134. Pittosporum tobira (Thunb.) W.T. Aiton 海桐 

51. Plantaginaceae 車前科 (1) 

135. Plantagoasiatica L. 車前草 

52. Polygonaceae 蓼科 (3) 

136. Polygonum chinense L. 火炭母草 

137.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L. 扛板歸 

138. Rumexcrispus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 

53. Portulacaceae 馬齒莧科 (1) 

139.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54. Primulaceae 櫻草科 (4) 

140. ArdisiasieboldiiMiq. 樹杞 

141. Ardisiasquamulosa C. Presl 春不老 * 

142. Lysimachiafortunei Maxim. 星宿菜 

143. Maesaperlaria var. formosana (Mez) Y.P. Yang 臺灣山桂花 

55.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2) 

144. Clematis grata Wall. 串鼻龍 

145. Ranunculus sceleratus L. 石龍芮 

56. Rosaceae 薔薇科 (7) 

146. Duchesneaindica (Andrews) Teschem. 蛇莓 * 

147.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 山櫻花 † 

148. Prunus mume (Siebold) Siebold &Zucc. 梅 

149. Rhaphiolepisindica var. tashiroiHayata ex Matsum. &Hayata 石斑木 

150. Rhaphiolepisindica var. umbellata (Thunb.) H. Ohashi 厚葉石斑木 (NT) 

151. Rubusparvifolius L. 紅梅消 

152. Rubusrosifolius Sm. 刺莓 

57. Rubiaceae 茜草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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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Ixora duffii T. Moore 大王仙丹 † 

154. Paederiafoetida L. 雞屎藤 

155. Serissaserissoides (DC.) Druce 六月雪 * (NT) 

156. SpermacocelatifoliaAubl. 闊葉鴨舌癀舅 * 

58. Rutaceae 芸香科 (1) 

157. Murraya exotica L. 月橘 

59. Salicaceae 楊柳科 (2) 

158. Salix babylonica L. 垂柳 * 

159. Salix warburgiiSeemen 水柳 # 

60.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4) 

160. Acer buergerianum var. formosanum (Hayata ex H. Lév.) Sasaki 臺灣三角楓 # (CR) 

161. Acer serrulatumHayata 青楓 # 

162.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 * 

163. KoelreuteriahenryiDümmer 臺灣欒樹 # 

61. Solanaceae 茄科 (4) 

164. Lycianthesbiflora (Lour.) Bitter 雙花龍葵 

165. Solanum americanum Mill. 光果龍葵 * 

166.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 

167. Solanum nigrum L. 龍葵 

62. Symplocaceae 灰木科 (1) 

168. Symplocoschinensis (Lour.) Druce 灰木 

63. Urticaceae 蕁麻科 (4) 

169. BoehmeriaformosanaHayata 臺灣苧麻 

170. Pileamicrophylla (L.) Liebm. 小葉冷水麻 * 

171. Pileapeploides (Gaudich.) Hook. &Arn. 矮冷水麻 

172. Pouzolziazeylanica (L.) Benn. & R. Br. 霧水葛 

64.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1) 

173. Durantarepens L. 金露花 * 

65. Vitaceae 葡萄科 (4) 

174.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v. 山葡萄 

175.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漢氏山葡萄 

176.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虎葛 

177. Tetrastigmaformosanum (Hemsl.) Gagnep. 三葉崖爬藤 



28 
 

單子葉植物 Monocotyledons 

66. Araceae 天南星科 (1) 

178. Alocasiaodora (Roxb.) K. Koch 姑婆芋 

67. Arecaceae 棕櫚科 (2) 

179. Chrysalidocarpuslutescens H. Wendl. 黃椰子 † 

180. Roystonea regia (H. B. K.) O. F. Cook 大王椰子 † 

68. Asparagaceae 天門冬科 (1) 

181. Cordyline fruticosa (L.) A. Chev. 朱蕉 † 

69. Asphodelaceae 金穗花科 (1) 

182. Dianella ensifolia (L.) DC. 桔梗蘭 

70. Commelinaceae 鴨跖草科 (2) 

183. Commelinacommunis L. 鴨跖草 

184. Murdannialoriformis (Hassk.) R.S. Rao &Kammathy 牛軛草 

71. Cyperaceae 莎草科 (2) 

185. CyperusinvolucratusRottb. 輪傘莎草 † 

186. KyllingabrevifoliaRottb. 短葉水蜈蚣 

72. Hydrocharitaceae 水鱉科 (1) 

187. Egeria densa Planch. 水蘊草 * 

73. Marantaceae 竹芋科 (1) 

188. Thalia geniculata L. 垂花水竹芋 † 

74. Musaceae 芭蕉科 (1) 

189.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75. Poaceae 禾本科 (13) 

190. Axonopusaffinis Chase 類地毯草 * 

191. BambusadolichocladaHayata 長枝竹 # 

192. BambusapachinensisHayata 八芝蘭竹 # 

193. Bambusastenostachya Hack. 刺竹 † 

194. Brachiariamutica (Forssk.) Stapf 巴拉草 * 

195. Imperatacylindrica var. major (Nees) C.E. Hubb. 白茅 

196.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Lauterb. 五節芒 

197. Oplismenushirtellus (L.) P. Beauv. 求米草 

198. Paspalumconjugatum P.J. Bergius 兩耳草 * 

199. Pennisetum purpureumSchumach. 象草 * 

200.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蘆葦 

201. Poaannua L. 早熟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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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Setariapalmifolia (J. Koenig) Stapf 棕葉狗尾草 * 

76. Pontederiaceae 雨久花科 (1) 

203. Eichhorniacrassipes (Mart.) Solms 布袋蓮 * 

77. Smilacaceae 菝葜科 (1) 

204. Smilax china L. 菝葜 

78. Zingiberaceae 薑科 (2) 

205. Alpinia zerumbet (Pers.) B.L. Burtt& R.M. Sm. 月桃 

206. Hedychium coronarium J. Koenig 野薑花 * 

備註：科名後括弧內為該科之物種總數。"#" 代表特有種，"*" 代表歸化種，"†" 代表栽培種。

中名後面括號內的縮寫代表依照「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中依照 IUCN 瀕危物種所

評估等級， EX: 滅絕、EW: 野外滅絕、RE: 區域性滅絕、CR: 嚴重瀕臨滅絕 (極危級)、 EN: 瀕

臨滅絕 (瀕危級)、VU: 易受害 (易危級)、NT: 接近威脅 (近危級)、DD: 資料不足。若未註記者

代表安全(Least concern) 

 

三、生態關注區及關注物種確認 

生態關注區的概念是在整體規畫範圍內進行動物與植物的調查，同時考慮

景觀生態的異質性，挑選出自然度較高的區域，進行精細動、植物調查，尤其以

野生與原生生物為重點，特有種與稀有種更是生態敏感區挑選地重要指標。藉由

生態關注區的指認及保育對測的提出，以減少施工時對自然度較高環境的負面影

響，以達到保護生態環境地目地。 

龍潭大池周邊及入流溪段沿岸為人工化程度極高的環境，由於當地居民及

假日遊客眾多，因此過去數十年投入非常多的工程，包括週邊的行道樹、水泥池

岸、步道、遊樂設施、行道樹以及廁所等，因此區域內的環境自然度低，僅有幾

處地點為自然度較高的環境。透過規劃設計階段的生態調查資料及實際觀察經驗，

指認出 7 處(編號 A-G)之環境自然度較高、且對物種保存有重要意義的生態關注

區（圖 2、圖 3），希望分別透過區域迴避、物種保全或降低工程施作強度等方式，

避免工程對於生物重要棲地或物種本身產生危害，各生態關注區說明及現況複查

詳述如下。 



30 
 

 

圖 2、龍潭大池及周邊區域生態關注區位置 

 

圖 3、龍潭大池入池溪段生態關注區位置 

生態關注區 A 

位於大池南側的帶狀步道區，由竹林、灌木或竹籬笆與外圍農耕地區隔，分

界還有一卵石水泥砌水溝。此區樹木生長良好，樹冠鬱閉度高也有不少大徑木，

水溝周邊受到竹林及附近樹木遮蔭因此濕度極高，生長多種蕨類植物，包括克氏

鱗蓋蕨、山蘇花、大星蕨等種類，其中以橢圓線蕨數量最多。附近樹上也因為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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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潮濕，也有零星的著生蕨類瓦葦分布。另外，桃園台地埤塘附近常見的原生種

灌木海桐數量也相當多。 

由於林木帶完整且面積頗大，相對龐雜的的棲地結構使得此處的鳥類豐富度

及數量特別突出，可以視為龍潭大池周邊自然度最高的環境。而外側緊鄰水田、

廢耕地及雜木林，串連成大面積的異質性棲地，可以提供動物覓食、休憩、繁殖、

躲藏等全面需求，更讓此區域保存多樣性較高的動、植物物種。 

本次調查發現溝渠鄰近農墾地側，因劃入礫間淨化場址施工範圍，原本的竹

林及灌木經整地後已被移除，原本鬱閉度頗高且潮濕的環境變得較曝露且乾燥；

惟此區域臨龍潭大池側的林木帶尚保持完整，且仍為區域內樹棲性鳥種的分布熱

區，建議在施工開始前，應在每株樹木或樹群的週邊設立樹木保護區(tree 

protection Zone)，將樹木或樹群的基盤以圍欄、工程圍籬等隔離方式圈圍保護，

並持續保留到工程完工為止，避免工程施作對樹體及根系的潛在危害。 

  

生態關注區 A 環境現況。此區為龍潭大池周邊

樹林環靜最連續且樹冠鬱閉的綠帶，鳥類資源

豐富。 

此區外圍由卵石堆砌的溝壁上蕨類植物種類

繁多。 

生態關注區 B 

位於龍潭大池東南隅，推測為龍潭大池營造出的的仿人工濕地環境，岸邊淺

水環境長有零星的蘆葦，並栽植外來的輪繖莎草、野薑花等。是整個水體中少有

挺水植物叢生的區域，形成草澤、淺灘、水域等鑲嵌式的濕地環境。調查期間池

區的兩生類動物及蜻蛉目昆蟲多記錄於此，也有部分偏好灌叢、長草環境的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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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限分布於此。整體來說也是環境自然度較高的區域，對於水域內棲地型態相對

單調的龍潭大池而言，是維繫動物物種多樣性很重要的區塊。 

本次調查在此新紀錄到小區塊的大安水蓑衣群落，也發現小族群的浮葉植物

臺灣萍蓬草，此物種早年原生於桃園地區的原始埤塘，但因開發而幾乎絕跡。此

2種稀有植物應是前次調查結束後新近由人為栽種的植株，但本區選擇栽植臺灣

萍蓬草，就生態角度或地方特色考量，為非常合適的物種。建議施工過程中完整

保留此區的植群環境，如此可大致保全此區域的動物相。倘若有工程施作的必要，

由於此區屬於人為營造的濕地環境，可以在施工完成前藉由棲地復舊方式重新營

造類似的環境，但屆時栽種之植物種類選擇則建議以原生種、具在地代表性且包

含沉水、浮水及挺水性等不同型態及生態功能之水生植物為宜。 

  

生態專注區 B 環境現況，此處為仿人工濕地的

環境，為龍潭大池周邊生態度較高的區域之

一。 

此區在特定季節預期將是龍潭大池蜻蛉目及

兩生類分布的熱區。 

 

生態關注區 C 

位於國道 3 號通過之次生林區段。此處護坡上生長的植物種類眾多，而且護

坡下方的水溝也是水泥卵石的構造，有鳳尾蕨、華九頭獅子草、姑婆芋等原生植

物，喬木以相思樹、構樹、白匏子、臺灣欒樹及朴樹等為優勢種，灌木層以海桐

為主，另外路旁有數棵過去人為種植的雞冠刺桐，樹高可達 3 層樓以上，是建議

保護的大徑木母樹。由於此帶狀森林為國道 3 號的護坡，完整鬱閉的林相幾乎無

人為活動干擾，除了是自然度較高的環境外，對於周邊野生動物的遷徙、移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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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要的廊道連結。 

本區域的次生林環境在本次棲地現況視察中幾乎沒有任何顯著的變化或人

為擾動，水域周遭則以五節芒最為優勢，水域環境則有前次調查未見的布袋蓮群

落出現。此區段因較遠離工程施作的範圍，預期應不致受到後續工程的影響。 

  

生態關注區 C 環境現況，此處為國道 3 號通過

之次生林區段，主要以次森林物種如相思樹、

構樹及白匏子為主要組成。 

此區水域主要以布袋蓮的群落為主要植物組

成。 

 

生態關注區 D 

此區位於入池溪流由開闊至縮窄的河道區段，溪流兩側為水稻田及道路所包

圍，靠近道路測的河段為垂直水泥化的立面，臨稻田側則為自然土坡面，長有整

排水柳、紅楠作為護岸，另外還有零星的錫蘭饅頭果，地被層植物密集，在水域

與農田之間形成一條帶狀區域，能夠成為周遭環境野生動物重要的廊道，也是此

區段爬行類（蛇類、龜鱉）、兩生類動物由水域進入陸地繁殖或活動的重要通道。 

此區段在本次棲地複查中，亦未觀察到明顯的棲地變化，此區鄰近稻田側高

度自然化的坡面及成排的綠帶在工程施作階段務必予以保存，尤其此處植株徑級

級冠幅均大的特有種植物-水柳，為台灣低海拔河岸環境具代表性的鄉土樹種，

在生態、綠化、防風、藥用上具有多元的功能性。建議在施工開始前，應在每株

樹木或樹群的週邊設立樹木保護區(tree protection Zone)，將樹木或樹群的基盤以

圍欄、工程圍籬等隔離方式圈圍保護，並持續保留到工程完工為止，避免工程施

作對樹體、枝葉及根系的潛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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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排的水柳大樹是植物類群中的生態保全對

象之一，該側河岸的主坡坡岸對於野生動物也

有重要生態意義。 

生態關注 D 區環境現況，此處的連續綠帶是動

物棲息、遷徙的重要通道。 

生態關注區 E(圓潭) 

所記錄到的動、植物種類雖然不多，但此區為入池溪段中少數水體開闊且坡

度和緩的區域，是溪流中段爬行類及兩生類動物進出水域、陸地的通道，可以成

為良好的自然觀察地點。區域內的樹木包含山櫻花、小葉欖仁、烏臼、錫蘭饅頭

果、臺灣欒樹、江某、紅楠以及樟樹，由於生長空間開闊，目前本區樹木生長狀

況良好且植被、水域及棲地型態與先前調查時均無顯著差異。 

  

生態關注 E 區(圓潭區)環境現況，此處為入池

溪段中少數水體開闊且坡度和緩的區域。 

圓潭區兩側的水岸均為自然坡面，是兩生類、

爬行類動物在水域及陸地間移動的重要通道。 

生態關注區 F(六分埤) 

六分埤為開闊的蓄水水域，水岸為卵石砌水泥，上面布滿各類地被植物，包

含錫蘭饅頭果等樹木從岸邊生長出來，樹木上密布著生蕨類伏石蕨，為視覺景觀

自然度高的樹木，建議該樹應予以保留。由於六分埤水流較緩，環境開闊，為溪

流段偏好開闊水域的蜻蛉目昆蟲重要的潛在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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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埤的棲地型態、週邊植群在本次棲地現況複查中也與規劃設計階段沒有

顯著差異，後續施工階段最重要的作為即為保留卵石池岸邊長出的大樹，並儘可

能避免清除濱岸垂懸至水畔的草本植物，以利昆蟲、爬行動物的停棲、躲藏及移

動。 

  

生態關注 F 區，即為入池溪流中段的六分埤。 此處的開闊靜水域型態異於前後的入池溪

流，且水岸密生植物，預期為蜻蜓目重要棲息

環境。 

 

生態關注區 G 

此區在農田與入池溪流間形成狹長的竹林與樹木帶，除了棲地較為完整且連

續外，河濱步道對岸為未經人工施作的自然土坡，對比河濱步道側陡立的水泥護

岸，此區應為動物遷徙、移動的重要廊道。在此記錄到的植物種類也非常豐富，

包含了紅楠、鵝掌柴、山黃麻、白匏仔、野桐、樟樹、小葉桑，另外還有零星奧

氏虎皮楠及赤血仔等眾多種類喬木，灌木層則以海桐、臺灣山桂花較多。另外，

竹林中也發現稀有蕨類植物小葉海金沙散生，該物種於「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

初評名錄」中依照 IUCN 瀕危物種所評估之等級，屬於 VU 易受害級。是目前全

區植物調查中呈現侷限分布，且評估最具有保育意義之物種。 

此區段在本次生態關注區域現況複查中仍保持原本的棲地及植群型態，稀有

植物小葉海金沙的植株也在原處生長旺盛。由植物專業的不同調查員再次複查也

指出此區是龍潭大池及入池溪流中植物相最具在地特色且原生種比例最高的區

段，對於物種保全、生態功能的維繫及景觀的維護都有重要意義，因此工程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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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要迴避此區段臨農田側且坡面高度自然化的綠帶。 

  

生態關注 G 區環境現況，相對於車道/步道側

的高度人工化，另一岸並未水泥化且為連續的

帶狀生態廊道型態。 

此區環境自然度高、人為干擾小，濱岸植物的

多樣性頗高。 

 

此外，本區位於溪流較上游段，水質較佳，而且臨溪區段的樹林繁密、遮

蔭效果佳，對於各類群動物而言，都是重要且品質較佳的棲息環境。調查期間時

值小葉桑果熟時期，即觀察到許多鳥類包括白頭翁、紅嘴黑鵯以及小彎嘴畫眉等

鳥類前來食用。由於此區段的人為活動也偏低，兩生爬行類夜間調查時，多數的

蛇類也記錄於此區段中。 

 

四、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對策及建議 

1. 施工前劃定工程施作範圍，儘可能保留生態關注區域之原有環境現況，不進

行任何工程施作，並在工程後續階段針對生態關注區進行自主檢核及生態調

查監測，以追蹤環境的變化。關於各生態關注區之建議如下: 

A. 緊鄰施工區域外圍，此區臨龍潭大池側的綠帶完整、有許多大徑木且動

植物物種豐富，應完整保留此區的現生環境，故需避免施工通道或工區範圍

擴增及於此區。若有工程施作必要，應在施工前在每株樹木或樹群的週邊設

立樹木保護區(tree protection Zone)，將樹木或樹群的基盤以圍欄、工程圍籬

等隔離方式圈圍保護，樹木保護區的範圍至少應為樹木胸高直徑（DBH）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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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倍，或為相連樹冠的外緣，以避免工程施作對樹體、枝葉及根系的潛在

危害。樹木保護區應持續保留到工程完工為止。 

B. 儘可能保留原有水生植群，若應施工需求需要在工程期間移除植群，建

議可於完工後以人工營造手段，加速植生及自然棲地復育，且建議補植之水

生植物應為原生物種為主，且選擇不同型態之種類，增加棲地空間的多樣性。

目前所栽植之台灣萍蓬草即為兼具特有性（原生）及在地特色的水生植物。 

C. 應屬施工區範圍之外，只要確認工地、施工通道避免擴及坡岸環境之次

生林即可。 

D. 河道僅進行水泥岸單側施工，並建議進行坡面改善，另一側的之土堤河

岸應保持環境現況，避免工程施作。且土堤河岸帶狀的水柳大徑木枝葉繁密，

且為台灣平地至低海拔河岸環境具代表性的特有種樹木，應在施工前在此綠

帶設立樹木保護區(tree protection Zone)，將樹木或樹群的基盤以圍欄、工程

圍籬等隔離方式圈圍保護，樹木保護區的範圍至少應為樹木胸高直徑（DBH）

的 12倍，或為相連樹冠的外緣，以避免工程施作對樹體、枝葉及根系的潛

在危害。樹木保護區應持續保留到工程完工為止。 

E. 圓潭區為入池溪流河段中少數水體開闊且水岸均為自然緩坡的環境，建

議此區保留原狀。如有工程需求，建議僅做水岸邊植生種類的調整或增植，

避免對水體與自然護岸的干擾。 

F. 保留六分埤原有之開闊及較深之水域特性，提供特定動物物種的棲息環

境，增加入池溪流區段中景觀、棲地型態及生物組成的多樣性。六分埤水體

岸上生長的零星喬木不建議砍除或移除，除了是動物的也可以增加自然與視

覺美感。水體周圍的卵石砌已經長出許多植物，亦應保持現狀，做為昆蟲、

兩生類、爬行動物停棲躲藏的棲所。 

G. 自然河岸的樹籬綿長，為最漂亮的自然景觀，也是鳥類、兩棲類、爬行

類與蜻蜓、蝴蝶等昆蟲最佳的棲息地與廊道。此區同時是台灣植物紅皮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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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危（VU）植物-小葉海金沙的分布區，因此需避免在自然河岸側（左岸）

進行任何工程施作，建議僅進行目前水泥河岸的坡面改善或植群補植。 

2. 儘可能減少對周邊原生樹木的傷害，除前述生態關注區域的植群或植株外，

建議施工區域內的大樹及母樹應予保留，並在施工過程中於大樹/母樹外圍設

立與樹冠冠幅等等寬之保護圍籬，減少工程施作對樹皮、枝幹的直接損害，

也避免車輛或機具壓輾表土而造成根系的不利。 

3. 入流溪段之工程以分段方式施作，避免造成大面積河段的水流乾涸，進而影

響魚類、兩生動物及水棲昆蟲的生存。工程施作中亦避免工程廢水及機具、

車輛的油料直接排入水體。本次魚類調查執行期間，龍潭大池因工程需要，

阻斷入流水源，使得水位大幅下降，魚類的分布有高度往池中央聚集的情形，

在水位繼續降低的狀態下，對於魚類、部份水生昆蟲的生存會帶來持續的壓

力，雖調查結果顯示這裡的動物多為分布普遍且數量穩定的物種。仍建議應

加速龍潭大池週邊工程的進程，完工後即恢復溪水挹注，避免池體水位過低

甚至乾涸，造成水域生物大量死亡。 

4. 建議在水泥立面的河段進行河岸坡面的改善，除了傳統生態工法的河岸緩坡

化、表面粗糙化、材質自然化外等原則外，連接至水岸的樹林植被亦為提高

水岸生物多樣性的重點，若能將樹林植被延伸至水岸邊，將能提供哺乳動物、

鳥類、昆蟲等動物往返水域時較為安全且不受干擾的動線，連結水域及水岸

的生物相。 

5. 避免入池溪流水域型態均質化。例如溪段中原有之淺水域石礫區為龜鱉目物

種在良好天候時停棲調節體溫的環境，也是部分鳥種如鷺科在溪流環境中覓

食、停棲的地點。保留或透過後期工程營造靜流淺水域、深潭、草澤、裸露

灘地等多樣形態的水域環境對於物種組成的多樣性有重要意義。 

6. 植被復育或依景觀營造需求而有植物栽植的必要時，應以原生植物種類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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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標的。除原生植物的大原則外，如能選擇不同型態(如沉水性、挺水性)的水

生植物，使其錯落生長營造出空間結構的異質性，預期對於魚類、兩生類、

蜻蜓及小型鳥類的空間分布、族群數量及物種多樣性都有顯著的助益。同時，

應避免選擇漂流型水生植物，因調查的溪段水流偏緩，且最終會匯入龍潭大

池，漂流型的水生植物可能生長繁盛而覆蓋大面積的水域，除了可能阻塞水

道亦可能造成水體溶氧量降低，進而影響水生生物的情形。 

五、施工階段生態調查小結及後續營運階段之建議 

由於執行生態監測調查時除礫間淨化場址已設立施工圍欄並開始整地外，其

餘龍潭大池及入流溪段的工程均尚未開始，因而施工範圍內的整體環境及棲地狀

態都與規劃設計階段十分相近。施工階段的各項生態調查分別在 10月底至 12

月初陸續完成，規劃設計階段的生態調查則是在 3月底至 4月底執行，由於調查

執行的季節特性差異，兩階段生態調查的物種組成、數量、分布及群聚狀態的差

距主要肇因於季節的差異。本次調查執行時期已經進入秋季至冬季初期，依據調

查結果，組成鳥種中多了許多冬候鳥物種，且部分留鳥物種的數量可能因非繁殖

季的結群或混群行為，而較春季執行的規劃設計階段為多。 

相較之下，屬於外溫動物的兩生類、爬行類及昆蟲調查，原本預期在平均氣

溫較低的秋季(施工階段調查)應該不會記錄太多物種，但調查資料顯示兩次調查

間的物種豐富度差異不大，物種組成相似度高且爬行類動物及蜻蛉目昆蟲的數量

甚至多於早春時期的設計規劃階段調查。多數蜻蛉目昆蟲的成蟲都以夏季為發生

高峰期，但部分物種在秋季仍可觀察到成蟲活動，甚至有交尾或產卵的行為；惟

施工階段蜻蛉目昆蟲僅出現於入池溪流段，且分布高度集中在幾處密生挺水植物

的區段。而兩生及爬行類動物在夜間溫度仍高的施工階段調查仍然十分活躍，尤

其是爬行類中的蛇類，在調查當晚即記錄到包含保育類草花蛇在內的 3種 7隻次

蛇類，以雨傘節的數量最多且分布較廣。至於兩階段所記錄的兩生類動物均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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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為繁殖期，因而施工階段調查時皆未聽到各蛙種的鳴叫聲，所有記錄皆為目

擊觀察，且因入池溪流周邊農田多數處於休耕或稻作黃熟的旱田狀態，所以偏好

農田淡水濕地的澤蛙大量減少；然而，外來種斑腿樹蛙的數量卻遠較設計規劃階

段調查大量提升，除了可能是繁殖期過後的族群增長所致，但環境適應力及繁殖

力極強的斑腿樹蛙近年在台灣各地的擴張快速，可能對其他原生蛙種產生競爭及

壓迫。 

植物調查部分，本階段的複查工作較規劃設計階段新增不少物種，除了部分

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可能因為季節而導致兩次調查產生是否出現的差異。加上龍潭

大池屬於觀光風景區，研判池畔的植栽也經常因維管需求而作調整，例如大池南

側仿人工濕地的區域在本次調查記錄稀有植物台灣萍蓬草及大安水蓑衣，均未見

於規劃設計階段的調查，部分木本的稀有植物也為新植的小苗，因而在此次調查

始有紀錄。經營管理作為對植物物種組成及分布的影響主要也出現在龍潭大池周

邊區域，入流溪段沿線的植群組成及分布則大致與規劃設計階段的調查相似。 

施工階段的生態檢核目標除記錄施工期間工區範圍內之水、陸域動植物生態，

特別是設計規劃階段生態檢核所指認之生態關注區域及保全物種，了解其空間分

布及族群動態外，透過生態檢核自評表的定期檢測確認，記錄工作人員及施工方

式對於保育措施的執行狀況，並評估當下生態環境是否受施工影響或破壞，若遇

生態異常狀況，生態團隊將協助判釋原因並排除異狀。俟工程完工初期，生態團

隊則會透過環境現勘再次確認生態關注區域及保全物種的狀態，同時逐項評估生

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果以及環境於完工後復原的情形，藉此提出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之整體報告書；屆時也將彙整生態調查、施工階段生態自評監測以及完工階段之

環境複查，綜合提出營運階段之生態檢核規劃建議。 

由於此委託案是以改善龍潭大池水質為主要目標，並透過工程營造方式增進

居民及遊客與水域環境的連結。透過規劃設計及施工兩階段生態檢核的保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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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程規劃建議，可以期待龍潭大池及入池溪流段因水質條件的改善，而吸引對

於環境較敏感的生物前來棲息利用，此外，透過對生態更友善的工程設計及施作，

可以創造出更多樣性的棲地，有助於物種多樣性的提升及族群交流。建議在往後

營運階段，除了將水質改善的工程說明、景觀意象的規劃構思以解說牌呈現在適

當的定點外，也應該將此工程融入生態友善機制的作為及預期成果向前來此場域

的社會大眾介紹說明，大池南側的仿人工濕地區域，可以透過栽植桃園台地原生

水生植物來進行物種復育及環境教育；入流溪段則適宜在濱岸植物豐富之處進行

蜻蛉目昆蟲及兩爬類動物的自然觀察或解說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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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施工階段) 

工程名稱  設計單位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______市 (縣 )______區

(鄉、鎮、市 )______里

(村)______鄰 

TWD97 座標 X： Y：_________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

□水土保持、□景觀、□步道、□

其他 

填表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職稱  

項目 檢  查  項  目 檢查結果 備註說明 

是 否 

一、 

專業參與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

域工作團隊?以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實行

方案、執行生態評估，以及確認環境生

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

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

對象位置? 

   

施工前相關人員是否參與含生態保育措

施宣導的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

明施工擾動範圍（含施工便道及土方、

材料堆置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關注

區與生態保全對象之位置? 

   

已標註之生態關注區，於施工現場是否

有明顯標示?並定期檢視標示是否清晰。 

   

已標註之生態保全對象在施工期間是否

迴避且狀態完善? 

   

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施工期間督

導事項? 

   

環境生態出現異常狀態時，是否立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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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或向監工單位報備？並進行後續複查

及應對行動。 

施工期間是否持續辦理生態監測?    

三、 

民眾參與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

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

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

見? 

   

四、 

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計劃書、工程進度、生

態檢核追蹤、環境現況等資訊公開? 

   



44 
 

附錄二、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型 

□生態保全對象(含物種及區域)遭到工程破壞□生態保全區域內植群大

規模落葉、枯黃，根系或樹皮受損□植被剷除□水域動物大量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水質渾濁□河段、埤塘水源枯竭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年月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發

現日期 
民國年月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複查者 

(單位/職稱) 
 複查日期 民國年月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單位/職稱) 
 複查日期 民國年月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單位/職稱) 
 複查日期 民國年月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說明：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2.複查行動至生態異常狀態排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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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表二、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年月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日期 民國年月日 

自主檢查項目 

□生態保全對象(含物種及區

域)是否迴避且狀態完善。 

□施工範圍內之生態保全對象

標示是否明確、清晰。 

□施工期間安排生態調查監測

並定期進行保育措施自主檢

查。 

□施工期間避免溪留、埤塘等

水域棲地完全截斷或放乾。 

狀況說明  

改善對策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複查者 

(單位/職稱) 
 複查日期 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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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施工階段生態調查工作影像 

  

魚類調查主要採籠具誘捕方式進行，龍潭大池

共放置 3 個誘捕籠、入池溪流則放置 8 個誘捕

籠。 

圖為本次調查陷阱捕獲之魚種，包含外來種之

混種吳郭魚及原生之海鰱仔。 

  

調查員人以 D 型水生昆蟲採集網進行底棲水

生昆蟲撈採，龍潭大池及入池溪段各進行 3 個

樣點的採樣。 

夜間爬行類調查期間所觀察到夜棲之斯文豪

氏攀蜥，該物種在日間調查也有目擊觀察。 

  

紫紅蜻蜓是施工階段生態調查中記錄數量較

多的蜻蜓物種之一，在挺水植物生長茂密的溪

流段廣泛出現。 

外來種的紅耳泥龜是調查區域中爬行類動物

中數量最優勢的物種之一，調查的數量比原生

種的斑龜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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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爬行類調查食在水畔環境記錄到正在捕

食草花蛇的雨傘節。 

外來種斑腿樹蛙的族群數量似乎有大幅成長

的趨勢，尤其在溪流段樣區的數量最多。 

  

盛開中的大安水蓑衣，為侷限分布於臺中海邊

濕地的瀕危級植物，現在於全台人工溼地都可

見其栽植蹤跡。 

栽植的臺灣萍蓬草，為早年廣泛生長於桃園地

區原始埤塘的原生植物，但因開發已成為幾乎

絕跡的物種。 

  

赤血仔屬葉下珠科饅頭果屬的物種，形態與錫

蘭饅頭果相似，全株密被毛與錫蘭饅頭果全株

光滑可明顯區分，雖未評入稀有植物等級，但

現已不多見，可視為森林完整性的指標物種。 

海桐為典型臨海區域或淺山環境的灌叢指

標，其果熟開裂後，種子外黏稠且橘紅的假種

皮，頗具景觀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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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蛙是平地濕地環境中最常見的蛙種之一，施

工階段調查因周邊農地多為休耕或旱田的狀

態，因此數量遠少於規劃設計階段。 

黑眶蟾蜍在繁殖季會集中在水域周邊鳴唱，非

繁殖期的分布較廣且對於較乾燥的環境亦適

應良好。 

  

在入流溪段植群較密的區段皆可觀察到青紋

細蟌，是數量最優勢的豆娘物種。 

琵蟌科的環紋琵蟌也出現在有水生植物生長

的區段。 

  

大白鷺是大型鷺科候鳥，與其他鷺科鳥種在本

季的分布集中在龍潭大池周邊水域。 

小白鷺在台灣存在著不同遷留屬性的族群，在

大池及溪流段都有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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鶇科的赤腹鶇亦為冬候鳥物種，與其他鶇科候

鳥均集中出現於大池南側帶狀步道的林地及

草地。 

冬候鳥紅尾伯勞名列第三級保育類，廣泛分布

於整個調查範圍內，領域性強且喜好停棲在顯

著的棲枝，是很容易觀察的鳥種。 

  

名列台灣植物紅皮書易受危等級(VU)的小葉

海金沙生長狀態良好，但分布仍然侷限在生態

關注區 G 的小範圍。 

紅楠的果實在果熟的階段會吸引包括樹鵲、紅

嘴黑鵯、白頭翁及渡冬的鶇科鳥類前來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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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河願景 

壹、水環境之整體性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包含八大建設計畫：軌道建設、水環

境建設、綠能建設、數位建設、城鄉建設、因應少子化建設、食

安建設，以及人才培育建設。其中「水環境建設」計畫，以「水

與發展」、「水與安全」及「水與環境」三大建設為主軸，因應氣

候變遷、能源轉型，以建構強化韌性國土及綠能低碳社會。 

嘉義縣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提出水與環境水與環境、水

與安全、城鎮之心、道路品質改善等計畫。水與環境目的於營造

不缺水、不淹水、親近水的優質水環境空間；水與安全重視流域

治理、河川及排水防洪能力，提升水岸安全；城鎮之心賦予舊市

區再生新風貌，並整合地方自然與人文特色，形塑在地特色；提

升道路品質將有效減少路面挖補頻率、提高車行及人行通行安全、

改善市容景觀。由此全面檢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於嘉義縣之整體

發展(詳圖 1.1- 1)，盤整各計畫資源之分佈，綜觀各提案計畫，整

體性考量水環境計畫之後續提案，有效將資源集中分配，以達嘉

義縣各區域均衡發展。 

 

圖 1.1- 1  嘉義縣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各計畫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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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流域整體水環境規劃 

嘉義縣境內主要河川為北港溪、朴子溪、八掌溪(詳圖 1.2- 1)，

三條河川為嘉南平原重要灌溉用水來源，灌溉用之排水系統由清

代時期逐步發展至今，嘉義縣擁有完善的區域排水、灌溉排水系

統(詳圖 1.2- 2)，溝渠縱橫、農業繁榮之平原，居民生活與水緊密

結合。此外，嘉義縣生態資源豐富，多集中於沿海及山區(詳圖

1.2- 3)，於水環境規劃時，將防災、韌性城市之觀念導入，並採

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策略進行整體流域規劃。 

 

圖 1.2- 1  嘉義縣三大河川流域圖 

 

圖 1.2- 2  嘉義縣排水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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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3  嘉義縣空間發展願景與流域整體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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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整體水環境改善願景 

朴子溪與八掌溪孕育整個嘉義平原區域，流域範圍內以農業

耕作或野生綠地為主，河段具灌溉生產及生態功能，而嘉義縣西

部沿海之地理特性擁有豐富生態條件，原本生活空間與河川與水

域有所距離，未來將透過水環境改善，將河川腹地空間規劃轉入

地方生活空間，河岸融合玩水、散步、休閒、及養殖等功能，提

升民眾對於水岸的可及性，及對河川的關心與參與度。依嘉義縣

河川與沿海區域之特性，發揮流域資源條件，落實水環境之改造

與發展，提出四大計畫(詳圖 1.3- 1)。 

1. 嘉義沿海水環境改善計畫 

2. 新埤滯洪池水環境改善計畫 

3. 大埔鄉水環境水質改善計畫 

4.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 
 

 

圖 1.3- 1  嘉義縣整體水環境之願景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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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展課題與對策 

朴子溪與八掌溪流域現況以農業灌溉及工業用水之生產或

排放污水之使用為主，生活層面與居民較少親近，部分生態資源

也遷就生產需求受到破壞。 

依據各河段之功能與條件，結合生活、生產、生態發展目標

功能，於重要河段亮點，落實必要之設施改善設計，恢復生態景

觀，發展休閒遊憩，形塑大河田園願景。未來亦可結合慢活體驗，

結合在地產業行銷，將大河戀計畫推展至上、中、下游全流域之

改善。 

一、 串連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營造

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生態環境 

嘉義縣的城鄉發展策略，順應地勢的山、原、海分布，山區

以打造城鄉自然休閒體驗區為主；平原區包括農作綠能循環型計

畫區、高速鐵路嘉義車站特定區、故宮南院等計畫，以打造結合

產業、文化、觀光等資源的觀光產業核心區為主；海域區的部分，

則以打造沿岸生態教育示範區為重點。 

二、 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 

嘉義縣民眾與水的關係長期呈現較為疏離狀態，除了傍晚偶

爾參與流域生活的老人們之外，很少見到多人參與的休閒運用。

因此，加強水環境的可及性及設施健全度，將為首要工作。營造

優質的通行、休息、互動區域，融入民眾的在地生活，包括相關

親水設施改善設計、圳道優質綠化、及行人步道之完善規劃，可

以提升民眾賞水、近水、及親水的意願，培養親水生活的愜意生

活。 

三、 改善水質污染、穩定流域環境，健全防災、排水、灌

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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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計畫主要目的是鏈結治水防洪與城鄉發展，因此，

更需要從點-線-面提出完善的規劃。檢視嘉義縣水環境治理策略，

上游段以治山防洪、坡地水土保持為重點，目標打造樂活水岸；

中游段包括低衝擊開發(LID)示範工程、水質改善、滯洪水環境等

重點，目標串連水陸環境；下游段則以束洪導洪、堤岸改善等，

目標發展生態水岸環境。 

在水質淨化部分，針對各區域不同之水體、用地、水質、週

遭活動等條件，評估污水量少、性質單純之地區，可選擇採用自

然淨化系統，如：礫間淨化或人工濕地等，亦即利用污染物與自

然環境之水、土壤、植物、微生物或大氣彼此相互作用，產生物

理、化學或生物反應後分解，達到水質淨化效果；若污染量較大、

用地侷限或未來維護不易者，則可考慮輔以套裝污水處理設施或

其它適當方式進行水質處理。 

 

伍、河段主題構想 

依據現況發展與環境資源，定義八掌溪及朴子溪自然生態廊

道網絡為規劃主軸，串連嘉義縣的生產、生活及生態空間。 

八掌溪及朴子溪環境除得天獨厚之野溪湖光山色之外，並兼

有山區景觀，提供遊溪、賞蘆葦、賞鳥以及主題遊憩等活動。由

於本區同時為水庫及溫泉地區，在發展水岸休憩活動的同時，應

注意水土保持及水質維護。因此本流域可以山野生態遊憩溪流為

整體發展意象。一方面維護自然環境品質，另一方面提供休閒遊

憩機會。 

 

陸、分項案件概要 

一、 整體計畫概述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依據上述河段

特性，評估現有發展條件與發展性，選擇具代表性或具立即效益



- 14 - 

 

性之據點落實改善，並做為未來流域內之水環境設計之指導原則。

分別提出「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赤蘭溪水環境

改善計畫」、「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

改善計畫」四大亮點計畫，本計畫目標包括以下三部分。 

(一) 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 

結合水岸環境營造，利用意象與休憩平台、河畔廣場、護岸

拋塊石、植栽工程，融入景觀，建構水岸優美環境，提供民眾接

近自然、遊憩休閒的空間。 

(二) 串連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 

配合城鄉發展，結合河川公地及防洪設施，建設步道、自然

戶外探索區等，結合地方人文，串連防災、生態休閒等，發展地

方觀光遊憩特色，活化水岸空間環境利用，展現水岸魅力。 

(三) 改善水質汙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生

態環境 

依民眾親水需求，利用汙水截流、河川淨化等方法，改善水

質汙染情況，並結合生態環境及地景資源等地方特色，營造生物

多樣性濕地環境與生物廊道，並建構水環境教育場所。 

二、 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依據人文、景觀及遊憩資源功能，沿著溪畔自行車道與步道，

打造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上六大亮點計畫，計畫分布位置如圖

1.6-1。 

(一) 案件名稱：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 

(二) 案件名稱：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三) 案件名稱：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四) 案件名稱：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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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1  河段功能及主題構想圖 

表 1.6- 1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案件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案件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對應部會 

嘉義縣八掌

溪及朴子溪

流域水環境

改善計畫 

1 

太保市麻魚寮

公園水環境改

善計畫 

 河岸漫步道  

 三角綠洲景觀營造  

 農田水路藍帶營造  

觀光局 

2 

鹿草鄉鴨母寮

排水水環境改

善計畫 

 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 

 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 

 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 

觀光局 

 鴨母寮排水護岸改善工程 水利署 

3 
赤蘭溪水環境

改善計畫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 

 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 

 舊河路意境空間 

環保署 

 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程 水利署 

4 
大崙水環境建

設計畫 

 大崙水塘景觀工程 

 社區生活排水改善工程 

 生態保育 

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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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嘉義縣水環境第一批次提案核定案件，為竹崎親水公園周邊

景觀改善工程，自 107 年 2 月 6 日開工，已於 107 年 10 月 29 日

完工，107 年 12 月 15 日開放民眾使用。嘉義縣水環境第二批次

提案核定案件，為竹崎親水公園整體水環境營造、六腳休憩廊道

及水環境營造、六腳朴子親水公園環境營造等三件，已於 107 年

12 月 20 完成發包簽約程序，於 108 年 1 月 18 日開工，預計工

期 440 日曆天。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批、第二批核定案件

皆符合行政程序及各階段時程安排，如期完成各工作事項。 

 

圖 1.6- 2  嘉義縣水環境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四、 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 

嘉義縣水環境第三批次提案計畫延續大河流域之願景構想，

依據各河段之功能與條件，結合生活、生產、生態發展目標功能，

於重要河段亮點，落實必要之設施改善設計。水環境改善計畫第

一批次、第二批次核定之案件，主要分佈於朴子溪流域上、中游

之基地，為延續水環境計畫之關聯性及延續性，第三批次提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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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以朴子溪及八掌溪中、下游基地為主，將大河願景計畫推展至

上、中、下游全流域之改善，以恢復流域之生態景觀，於水環境

空間發展休閒遊憩活動，以形塑大河田園願景。 

表 1.6- 2  嘉義縣水環境各批次核定及提案案件 

 第一批次核定案件 第二批次核定案件 第三批次提案案件 

上

游 

 竹崎親水公園 
 竹崎親水公園水

環境營造 
 

中

游 

 

 六腳休憩廊道及

水環境營造 

 朴子溪親水公園

水環境營造 

 新埤滯洪池水環境營造 

 六腳休憩廊道及水環境營造(延

伸段) 

 嘉義縣大埔鄉污水下水道系統

規劃方案評估計畫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

計畫 

 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

計畫 

 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 

下

游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第三批次提案計畫以系統性的方式與第一、二批次核定計畫串

聯，如六腳休憩廊道及水環境營造(延伸段)，延續嘉義縣水環境第

二批次核定計畫之基地，將六腳休憩廊道之改善範圍延伸，由六

腳排水改善至中溝排水，完善六腳自行車道之圳路改善；以及新

埤滯洪池景觀及水環境營造，延續第二批次核定計畫之構想，將

新埤滯洪池與周邊六腳休憩廊道、朴子溪親水公園串聯起來，不

再以單點式的改造，而是點、線、面的整體水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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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中六分項案件，

皆已於 107 年 4 月 18 日、11 月 25 日、108 年 3 月 8 日、3 月 11

日進行跨局處會議，六件案件皆已完成規劃階段之工作內容並採

納民眾之意見修正，及確定分項工程項目，後續將依照政策規定，

辦理審查及修正後提送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審查等工作。 

六、 各分項案件規劃構想圖 

(一)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 

計畫範圍位於麻魚寮大排與嘉南大圳北幹線之間，鄰近水虞

厝及過溝聚落，周邊多民宅，以生活親水休憩空間為設計主題，

塑造居民日常使用的聚會休閒場所。工程項目包含河岸漫步道、

三角綠洲景觀營造、農田水路藍帶營造。 

圖 1.6- 3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周邊資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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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4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示意圖一 

 

圖 1.6- 5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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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6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示意圖三 

(二)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針對整體計畫構想區為「樂活水岸」、「迎賓水岸」、

「綠廊水岸」，依現況環境發展，分別提出相對應之工程項目：

「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綠蔭步

行水岸景觀工程」等，以達成計畫目標。 

 

圖 1.6- 7  執行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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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8  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示意圖 

 

 

 

 

 

 

 

 

 

 

 

圖 1.6- 9  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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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10 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示意圖 

(三)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計畫範圍位於白石硅圳，周邊多為住宅，綠蔭資源豐富。依

照環境特色，以塑造日常親水休憩空間為設計主題，營造兼具休

憩及自然教育功能之水環境。工程項目包括藍綠地景景觀工程、

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舊河路意境空間及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

程。 

 

圖 1.6- 11 中埔水環境營造規劃設計構想泡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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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12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示意及剖面說明圖 

 

 

圖 1.6- 13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示意及剖面說明圖 

 

圖 1.6- 14 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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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 

為貼近民眾親水需求，利用污染物削減、污水截流、

河川淨化、濕地淨化等方法，改善河川水質污染情況，並

結合基地潛力、生態環境及地景資源等地方特色，營造生

物多樣性濕地環境與生物廊道，並建構水環境教育場所。 

 

圖 1.6- 15 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示意圖一 

 

圖 1.6- 16 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示意圖二 

 

圖 1.6- 17 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示意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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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18 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示意圖四 

 

七、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第三階段提案計畫皆符合「地方創生」政策，以由下而上之

案件推動，將水環境改善計畫整體願景目標落實於地方，透過民

眾參與的方式推廣水環境政策與教育，藉環境改善的手法推動地

方創生的力量，以均衡區域發展與平衡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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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整體工作計畫 

壹、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 

一、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計畫範圍 

麻魚寮排水位於朴子溪流域中游，水環境改善規劃原則包括：

藍、綠帶水岸及綠帶空間規劃，導入適當親水遊憩活動，並針對

既有服務設施功能予以加強，提升整體水環境美質與休憩品質；

規劃範圍區位，整理如圖 2.1- 1 所示。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改善範圍為麻魚寮公

園及麻魚寮排水路周邊改善為主，如圖 2.1- 2 所示。 

 

圖 2.1- 1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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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2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範圍 

二、現況環境概述 

（一）麻魚寮公園規劃背景 

麻魚寮公園位於太保市區與朴子溪間之三角綠地空間，緊

鄰麻魚寮排水、嘉南大圳北幹線，為二大排水路之間之重要休

閒活動空間，因此透過水環境之改善，規劃麻魚寮公園為太保

市周邊兼具景觀及生態多目標功能使用之公園綠地。 

（二）社經環境及重要景點 

計畫範圍位於麻魚寮排水及嘉南大圳北幹線旁，鄰近嘉太

工業區及；重要景點包括：古恩宮、麻魚寮公園、魚寮遺址

等。 

1. 古恩宮 

古恩宮奉祀五府千歲與南鯤鯓和馬鳴山，創建於清乾隆年

間，奉祀朱、邢、李、池、范五府千歲，據傳係乾隆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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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貴（鴨母王）造反潰敗以後，管林厝一度清庄，信徒

奉五府千歲移住本庄奉祀，原在庄中之廟庭東旁建一草庵

供奉神位。至草庵倒圮後移入民家輪奉，迨昭和九年

（1934），庄中有志盧榮、葉草發起鳩金，擇吉現址前面新

建廟宇，降至民國四十八年（1959）八七水災，遭洪水沖

損，是時村長葉時住發起撤遷，退後至現址，依舊字向，

重修廟宇。 

2. 麻魚寮公園 

麻魚寮公園位於麻魚寮排水及嘉南大圳北幹線之間，為

太保市與朴子溪間之三角綠地，是周邊社區居民、兒童休閒

活動之空間。 

3. 魚寮遺址 

魚寮遺址發現起源約於 1940 年前後，首見於鹿野忠雄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中，並由其命名為魚寮型遺

址。遺址有兩層不同時代的史前文化堆積，下層為繩紋紅陶文

化牛稠子類型，上層的史前文化為大湖文化魚寮類型。 

魚寮遺址是嘉義平原地區最早發現的史前遺址之一，遺物

內容非常豐富，文化特徵亦相當獨特，在考古學研究史上具有

重要的意義；魚寮遺址具有文化期相的代表性，能夠代表嘉義

平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史前文化面貌，因此指定為縣定遺

址。 遺址範圍相當廣泛，且出土遺物相當豐富，同時包含有

早晚期不同之文化層，其中上層之魚寮類型，出土遺物尤其豐

富，具有區域性代表性文化類型之意義。 

4. 麻魚寮排水 

麻魚寮排水行政區域橫跨嘉義市、太保市及水上鄉，總集

水面積約 20.7 平方公里，本集水區位置係處於嘉義市西側，

北界朴子溪，南臨八掌溪。本排水源自於嘉義市以西與嘉南大



- 29 - 

 

圳北幹線之間的台糖農場，向北穿越高速公路後沿嘉南大圳北

幹線於麻魚寮村西側排入朴子溪，另嘉南農田水利會利用排水

渠道輸送灌溉用水，並於埤麻腳支線構築閘門以提高水位取水

灌溉，排水路堤岸大部分為土渠，渠道內雜草叢生，嚴重影響

到渠道通水能力，暴雨來臨時則無法順利宣洩洪水，容易造成

溢岸釀成災害。 

 

 

圖 2.1- 3  麻魚寮排水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嘉義地區麻魚寮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 

 

（三）太保市麻魚寮公園附近交通網絡  

附近交通網絡包括：國道一號、縣道 159 線、鄉道嘉 62

等，如圖 2.1-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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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4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周邊交通網絡示意圖 

(四)水質現況 

依據嘉義地區麻魚寮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之水質

調查成果，水質調查如表 2.1- 1 所示。 

表 2.1- 1  麻魚寮排水水質調查表 

 
資料來源：嘉義地區麻魚寮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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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態調查概況 

本計畫範圍內之生態物種與棲地調查，依據嘉義地區麻魚寮

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之調查，相關水域及陸域生態之情

形如下所述。 

1.水域生態 

魚類共 4 種，以三星鬥魚為優勢種，其他還包含琵琶鼠、

線鱧、大肚魚。螺貝類則有：石田螺及福壽螺。 

表 2.1- 2  麻魚寮排水水域生態調查-魚類調查表 

 

表 2.1- 3  麻魚寮排水水域生態調查-螺貝類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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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域生態 

烏類共 11 種，兩棲爬蟲類 5 種，哺乳類 3 種。鳥類為白

頭翁、麻雀、紅鳩等。兩棲爬蟲類仍以黑眶蟾蜍及澤蛙為普遍

分布的種類。植物方面，河岸草生地之植物組成大多為常見之

多年生草本植物，其餘則為農地及次生林。 

表 2.1- 4  麻魚寮排水陸域生態調查-鳥類調查表 

 

表 2.1- 5  麻魚寮排水陸域生態調查-哺乳類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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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6  麻魚寮排水陸域生態調查-兩棲爬蟲類調查表 

 

（七）用地調查 

計畫範圍位於嘉義縣太保市麻寮段土地，位於高速公路嘉

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嘉義部分)，土地權屬皆為台灣嘉南

農田水利會所有，後續將續辦用地取得工作。 

 

圖 2.1- 5  太保市麻魚寮水環境營造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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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7  太保市麻魚寮水環境營造用地調查情形 

地段 地號 土地權屬 地段 地號 土地權屬 

麻寮段 1034-1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1-3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034-3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2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064-1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2-1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064-2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2-2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064-5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2-3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065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2-4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065-1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2-5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0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2-6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0-1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2-7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1-1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麻寮段 1442-8 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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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況調查分析  
於 108 年 1 月依據核定項目進行現場踏勘調查工作。邀集顧問團成員與規劃設計團隊進行現場踏勘調查工作，並檢視各項工程發展細部設計之環境條件及建議。 

調查內容 針對麻魚寮排水、麻魚寮公園以及周邊設施現況進行調查。 

踏勘時間 108 年 1 月 29 日 

環境現況 

 

課題分析 

1. 麻魚寮排水堤岸周邊缺乏整理，堤岸兩側植栽雜亂、視線遮蔽。 

2. 麻魚寮公園周邊環境及鋪面缺乏整理環境雜亂。 

3. 麻魚寮排水未搭配環境教育設施，無法善用周邊農作栽植、農田灌溉系統等鄉土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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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1.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計畫提案階段參考嘉義地區麻魚寮排水整治

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並諮詢生態專家學者意見，掌握生態環境

現況。根據環境狀況，若有需求後續將邀集相關團體及在地居

民，辦理工作坊，彙整各方專業建議，將其納入規劃設計考量，

完善計畫方案。 

2. 環境友善策略：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以不破壞生物既有棲地條件為原則，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

程計畫方案，規劃「河岸漫步道」、「三角綠洲景觀營造」、「農田水

路藍帶營造」等示範工程。工址選擇既有人為活動區為主，採用生

態工法及低衝及開發等手法；避免干擾現有生物棲地，並強化其生

態營造，以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為目標。 

（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1. 108年3月7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

域水環境改善計畫」跨局處會議 

2. 108年3月9日「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朴

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新埤滯洪池水環境改善計畫」-公民參

與工作坊 

3. 108年3月11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提報作業南區工

作坊 

 上述公民參與辦理情形，詳細會議記錄、簽到表，詳附錄九~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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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地取得情形 

本計畫範圍內土地為嘉南農田水利會所有，後續須與各單位協調

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方能使計畫順利推動。 

（四）相關資訊公開方式等項目 

本團隊將與在地社區大學合作辦理水環境教育工作坊，將水環境

改善成果宣導以教育活動方式納入社區大學現有活動與志工訓練之中，

透過公民參與的方式，讓在地居民認識當地水環境歷史人文、生態及相

關議題。相關資訊包括規劃願景、方案及辦理進度，也一併將於嘉義縣

政府水利處網站（http://wrb.cyhg.gov.tw）公開。 

四、工程概要 

 (一)規劃設計構想 

計畫範圍位於麻魚寮大排與嘉南大圳北幹線之間，鄰近水虞厝及

過溝聚落，周邊多民宅，以生活親水休憩空間為設計主題，塑造居民日

常使用的聚會休閒場所。工程項目包含河岸漫步道、三角綠洲景觀營造、

農田水路藍帶營造。 

1. 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河岸漫步道 

沿著朴子溪水系之麻魚寮大排塑造河岸漫步道，並於景觀優美處

架設木棧賞景平台，遙望古恩宮和麻魚寮夜市文化地景；並設置指示牌、

解說牌、自行車架等設施物，以供遊客休憩，同時作為民眾環境教育的

解說與互動空間。 

2. 串連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農田水路藍帶營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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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魚寮公園位於麻魚寮大排與嘉南大圳北幹線之間，前者為朴子

溪支流，後者為嘉南平原重要之農田水路，且周邊多住民。本區以居民

日常休閒場所為主題，營造舒適的林蔭休憩空間，並結合水文與人文教

育，設置解說牌，推廣周邊古恩宮廟宇及嘉義縣農田水利文化。 

3. 改善水質汙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生態環境－農田

水路藍帶營造 

延續嘉南大圳北幹線堤岸邊坡綠化，種植易維護管理之喬木、灌木

等綠美化植栽，提供民眾線性休閒綠帶，為到訪此地之民眾遮蔭、賞景

的好去處，並同時營造可供生物棲息之綠色軸帶。 

 

圖 2.1- 6  執行構想圖  



 - 39 - 

 

（二）分項工程說明 

1. 河岸漫步道： 

(1) 既有步道改善-沿麻魚寮大排既有步道現況鋪面現況破損，透

過本計畫改善契機重新鋪設，為步行者及單車騎士營造優質的

道路環境。 

(2) 休憩觀景平台-於沿岸景觀亮點，且有腹地處，以木平台形式增

設停留點，設置座椅及教育解說設施，觀賞麻魚寮大排河景同

時認識在地文化。 

 

圖 2.1- 7  河岸漫步道示意圖 

2. 三角綠洲景觀營造： 

(1) 入口意象營造-麻魚寮公園現況入口為瀝青鋪面，破損嚴重，並

缺乏景觀意象。透過鋪面改善，選擇透水材質增加土地保水性；

同時透過鋪面視覺設計，營造入口意象，增添公園門面色彩。 

(2) 活動廣場-現況多為私人桌椅家具，視覺景觀陰暗雜亂，缺乏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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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一體化設計，配置戶外座椅，美化涼亭設施，整合廣場

空間。 

(3) 活動草坪-將灌木種植於草坪邊界，軟化與道路軟硬鋪面之交

界，同時可作為防止廣場使用者誤入車道，增加遊憩安全性；

另外，加強廣場草坪維護管理，種植適地生長之地被植物，優

化遊憩空間。 

 

圖 2.1- 8  三角綠洲景觀營造示意圖 

3. 農田水路藍帶營造 

(1) 堤岸邊坡綠化-堤岸現況部分已種植植栽，本計畫以補植堤岸

綠帶為主，連續視覺綠帶。 

(2) 步道鋪面改善及綠美化-營造舒適宜人的河岸步行空間為目標，

採用透水鋪面，並搭配複層式植栽，增加綠意及亮點，吸引步

行者進入遊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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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9  農田水路藍帶營造示意圖 

4. 人行通廊 

古恩宮及麻魚寮夜市位於麻魚寮公園之西側，中間被麻魚寮大

排所區隔，為增加麻魚寮公園與周邊環境之連結性，透過人行通廊

之設置，將西側之人流帶入麻魚寮公園，以活化整體區域，加強帶

動整體計畫之效益，更加完善區域之連結性。 

 

圖 2.1- 10 人行通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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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工程項目 

本分項工程之主要項目包括，詳表： 

1. 河岸漫步道 

(1) 既有步道改善 

(2) 休憩觀景平台 

2. 三角綠洲景觀營造 

(1) 入口意象營造 

(2) 活動廣場 

(3) 活動草坪 

3. 農田水路藍帶營造 

(1) 堤岸邊坡綠化 

(2) 步道鋪面改善及綠美化 

4. 人行通廊 

表 2.1- 8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柒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 

(一) 河岸漫步道 式 1 3,977,500  3,977,500  

1 既有步道改善工程 式 1 2,147,500  2,147,500  

(1) 透水磚鋪面 M2 580  2,000  1,160,000  

(2) 景觀座椅 座 15  15,000  217,500  

(3) 景觀燈 座 30  25,000  750,000  

(4) 環境指示牌 座 1  20,000  20,000  

2 休憩觀景平台 式 1 1,830,000  1,830,000  

(1) 仿木景觀平台 M2 30  36,000  1,080,000  

(2) 仿木護欄 M 45 12,000  540,000  

(3) 平臺座椅 座 10  15,000  150,000  

(4) 環境指示牌 座 3  20,000  60,000  

(二) 三角綠洲景觀營造 式 1 2,002,200  2,002,200  

1 入口意象營造 式 1 1,647,200  1,647,200  

(1) 透水磚鋪面 M2 100  2,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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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景觀燈 座 5  25,000  125,000  

(3) 仿木休憩涼亭 座 1  800,000  800,000  

(4) 自行車架 組 2  1,100  2,200  

(5) 仿木座椅 座 10  50,000  500,000  

(6) 環境指示牌 座 1  20,000  20,000  

2 活動廣場 式 1 205,000  205,000  

(1) 透水磚鋪面 M2 100  2,000  200,000  

(2) 植栽區（草皮密鋪） M2 20  250  5,000  

3 活動草坪 式 1 150,000  150,000  

ｄ 植栽區（草皮密鋪） M2 600  250  150,000  

(三) 農田水路藍帶營造 式 1 10,676,500  10,676,500  

1 堤岸邊坡綠化 式 1 2,987,500  2,987,500  

ａ 植栽區（灌木） M2 550  3,000  1,650,000  

ｂ 植栽區（草皮密鋪） M2 550  250  137,500  

ｃ 景觀燈 座 30  40,000  1,200,000  

2 步道鋪面改善及綠美化 式 1 7,689,000  7,689,000  

ａ 透水瀝青 M2 3,300  330  1,089,000  

b 植栽區（灌木） M2 2,200  3,000  6,600,000  

(四) 人行通廊 式 1 5,000,000  5,000,000  

(五) 其他工項 式 1  2,165,620 2,165,620  

(六) 規劃設計費用 式 1  1,261,985 1,261,985 

(七) 監造費用 式 1  991,559  991,559  

合計  26,07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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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計畫範圍 

鴨母寮排水屬於荷苞嶼排水系統之支線，水環境改善規劃原則包

括：藍、綠帶水岸及綠帶空間規劃，引入低衝擊開發構想，導入適當親

水遊憩活動，並針對既有服務設施功能予以加強，提升整體水環境美質

與休憩品質。規劃範圍區位，整理如圖 2.2- 1 所示。 

計畫範圍為鴨母寮排水以東至鹿環東路，以西至鹿環西路為主，工

程範圍為鴨母寮排水以東至鹿環東路，以西至嘉 35 鄉道，如圖 2.2- 2

所示。 

 

 

圖 2.2- 1  計畫範圍區位圖（1/25000 經建版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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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2  鹿草水環境改善計畫範圍 

 

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社經環境及重要景點 

計畫區位於嘉義縣鹿草鄉，當地產業以農業為主，主要生產稻

米、黃秋葵、西瓜等經濟作物；鄉內仍保存許多閩南式建築及農村

風情的古蹟及文物。周邊重要景點包括：鹿仔草農業休閒綠廊自行

車道、荷苞嶼生態園區、鹿仔草民俗文化學堂等。 

本計畫位於鹿草都市計畫內(圖 2.2- 3)，區內農業區占面積最

大，而本計畫區主要位於河川區，周邊則以住宅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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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3  鹿草都市計畫示意圖 

（二）環境現況 

鴨母寮排水自然景觀優美，但兩側公有土地遭佔用及傾倒廢棄

物，污染圳路水質，現況如圖 2.2-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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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4  鴨母寮排水周邊環境現況照片一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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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母寮排水附近交通網絡，主要透過 163 縣道、167 縣道、嘉 35

等道路對外聯接，如圖 2.2- 5 所示。 
 

 

圖 2.2- 5  鴨母寮排水周邊交通網絡示意圖 

（三）水質現況 

1. 水質污染評估分析 

河川污染程度指數（River Pollution Index，RPI）是目前國內環

保署公告水體污染程度及大部分之規劃報告經常應用之水質指數，

屬於水質指數中的特殊用途指數，用以判斷河川之污染程度指數。

由生化需氧量、溶氧量、氨氮及懸浮固體等 4 項理化水質參數組

成，用以根據其數值來對污染程度加以分類，計算方式如下： 





4

1

Si
4

1

i

RPI

 

公式中，Si為水質參數污染點數值，i為水質項目，RPI為河川污

染程度指數，介於 1～10 間，水質項目及點數級分如表 2.3.2-1 所示。 



 - 49 - 

 

表 2.2- 1  河川污染程度指數 

水質/項目 末（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量（DO） mg/L 6.5 以上 4.6～6.5 2.0～4.5 2.0 以下 

生化需氧量（BOD5） 

mg/L 
3.0 以下 3.0～4.9 5.0～15 15 以上 

懸浮固體（SS） mg/L 20 以下 20～49 50～100 100 以上 

氨氮（NH3-N） mg/L 0.50 以下 0.50～0.99 1.0～3.0 3.0 以上 

點數 1 3 6 10 

污染指標積分值 2.0 以下 2.0～3.0 3.1～6.0 6.0 以上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水質調查 

鴨母寮排水水質調查位置如圖 2.2- 6 所示，水質調查成果整理

如表 2.2- 2 所示： 

 

圖 2.2- 6  鴨母寮排水水質調查位置示意圖 

表 2.2- 2  鴨母寮排水之水質調查成果表 

採樣位置 

溶氧量

（DO） 

生化需氧量

（BOD5） 

懸浮固體

（SS） 

氨氮

（NH3-N） 

河川污染程度指數

(RPI) 

mg/L mg/L mg/L mg/L 

①無名橋 

(鹿環東路) 
3.9 <2.0 7.8 1.76 <3.50 中度污染 

②降真橋 6.5 <2.0 <2.5 0.72 <2.00 末(稍)污染 

③長壽橋 5.0 14.1 5.3 5.41 5.00 中度污染 

資料來源：107.4.23 實地採樣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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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光資源概況 

鹿草鄉位於嘉義縣平原區，早期即有先民開墾，以農業發展為主。

當地保有豐富的自然環境以及傳統農耕生活痕跡，為珍貴的文化資源，

並具有發展觀光的潛力。周邊觀光資源整理詳表 2.2- 3。 

表 2.2- 3  計畫區周邊觀光資源概況 

性質 觀光資源 內容 

自然 

埤頭堀 

埤頭堀為一座天然埤頭，水源充沛，提供村民民生及灌溉用

水所需，早年住民倚埤搭建草寮而居，慢慢聚成村落，周邊

有油車間、市場、三合院、舊學堂，還有牛墟等景象。 

荷苞嶼 

生態園區 

位於鹿草鄉嘉 45 縣道復興橋下台糖用地，以河川水質改善

為目標，透過生態工法設計園區，種植多樣的景觀植栽，並

設置生態解說牌，達到休閒、教育及生態保育之功能。 

人文 

鹿東社區 

鹿東社區已連續十年舉辦「埤頭堀文化生活圈涸魚文化

季」，推廣當地重要文化活動。每年「涸魚」時，將水塘抽

乾後，村民一起抓魚，並舉辦比賽，吸引眾多遊客來訪體驗

鄉村生活。 

鹿仔草 

民俗文化學堂 

鹿仔草民俗文化學堂為鹿草鄉公所所屬，場所的精神在建構

地方的文化生活。學堂一樓為展覽空間，二樓為生活學習空

間，結合常民生活，為當地居民聚會的場所。 

保鹿自行車道 

保鹿自行車道自太保至鹿草，由水上台糖南靖休閒廣場舊鐵

道設計完成，自行車道穿梭嘉南平原，沿途經 163 縣道、鹿

草鄉公所、圓山宮、重寮安溪城隍廟、新發寺等景點， 

（五）生態調查概況 

本計畫範圍於鹿草鄉鴨母寮排水，範圍周邊可能出現之生態物種，

鳥類以麻雀、白喉文鳥、小卷尾、斑文鳥、金斑鴴、燕鴴為主，此外，

也為諸羅樹蛙、南海溪蟹、斑龜等特殊物種棲息之環境。 

(六)可行用地調查 

計畫範圍位於嘉義縣鹿草鄉鹿北段、鹿南段土地，都市計畫河

川區內零星土地屬於私有土地，其餘土地權屬為公有土地，但部分

公有土地遭建築物及私人占用。土地權屬示意圖詳圖 2.2- 7，用地

調查情形詳表 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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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7  鹿草水環境營造土地權屬示意圖 

表 2.2- 4  鹿草水環境營造用地調查情形 

地段 地號 公私有 地段 地號 公私有 

鹿北段 1400-8 公有 鹿北段 1587-3 公有 

鹿北段 1401 公有 鹿北段 1588-1 公有 

鹿北段 1401-1 公有 鹿北段 1592 公有 

鹿北段 1401-2 公有 鹿北段 1648-4 公有 

鹿北段 1401-3 公有 鹿北段 1648-6 公有 

鹿北段 1401-4 公有 鹿北段 1648-7 公有 

鹿北段 1401-5 公有 鹿北段 1648-8 公有 

鹿北段 1401-6 公有 鹿北段 1648-9 公有 

鹿北段 1401-7 公有 鹿北段 1648-15 公有 

鹿北段 1531 公有 鹿北段 1648-18 公有 

鹿北段 1531-1 公有 鹿北段 1648-20 公有 

鹿北段 1531-2 公有 鹿北段 1648-21 公有 

鹿北段 1587 公有 鹿南段 47 公有 

鹿北段 1587-2 公有    

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1.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計畫提案階段參考八掌溪環境生物監測與調查研究，並諮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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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專家學者意見，掌握生態環境現況。根據環境狀況，若有需求後

續將邀集相關團體及在地居民，辦理工作坊，彙整各方專業建議，

將其納入規劃設計考量，完善計畫方案。 

2.環境友善策略 

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以不破壞

生物既有棲地條件為原則，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

案，規劃「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

程」、「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鴨母寮排水護岸改善工程」

等示範工程。工址選擇既有人為活動區為主，採用生態工法及低衝

及開發等手法；避免干擾現有生物棲地，並強化其生態營造，以環

境教育及永續發展為目標。 

（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1. 107 年 3 月 9 日之「嘉義縣鹿草鄉 107 年度村務暨社區聯繫會

報」，探討鴨母寮排水沿岸整建為親水公園供民眾使用 

2. 107 年 3 月 13 日之「嘉義縣鹿草鄉 107 年度第一次鄉政顧問

會議」，探討鴨母寮排水檢討變更為整治河川成綠色廊道 

3. 107 年 7 月 26 日「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說明

會。 

4. 108 年 3 月 7 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

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跨局處會議 

5. 108 年 3 月 9 日「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

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新埤滯洪池水環境改善計畫」-公民

參與工作坊 

6. 108 年 3 月 11 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提報作業南區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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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公民參與辦理情形，詳細會議記錄、簽到表，詳附件。 

（三）用地取得情形 

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計畫範圍內部分公有土地遭

占用，合計面積約 636.85 平方公尺。已協調鹿草鄉公所與居民先行溝

通鴨母寮排水改善所需取得之用地，後續應進行地上物清理作業，而河

川區內零星私有土地，應進行土地徵收作業，以利後續規劃設計進行。 

(四)相關資訊公開方式等項目 

本團隊將與在地社區大學合作辦理水環境教育工作坊，將水環境

改善成果宣導以教育活動方式納入社區大學現有活動與志工訓練之中，

透過公民參與的方式，讓在地居民認識當地水環境歷史人文、生態及相

關議題。相關資訊包括規劃願景、方案及辦理進度，也一併將於嘉義縣

政府水利處網站（http://wrb.cyhg.gov.tw）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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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鹿草整體水環境改善願景 

本計畫配合周邊地景提出鹿草鴨母寮排水整體計畫構想，區分為

「田野水岸」、「文學水岸」、「迎賓水岸」、「生態水岸」、「樂活水岸」等

五大分區，如圖 2.2- 8 所示，以下詳述分區內容: 

一、「田野水岸」:排水路周邊為大片農田，以低度發展保留鄉間田

園風光為原則。 

二、「文學水岸」:排水路北側有活動廣場、圓山宮，南側有鹿草國

小，依此特性發展結合文化及教育的水岸空間。 

三、「綠廊水岸」:恢復河岸生態，並結合周邊田園地景，形塑河岸

綠帶空間，提供周邊居民休憩活動的場所。 

四、「迎賓水岸」:結合周邊社區及廟埕廣場空間，作為訪客進入鹿

草遊訪之重要入口。 

五、「樂活水岸」:串連北側鹿東社區及社區活動之綠地空間，塑造

樂活親水的水岸空間。 

 

 

圖 2.2- 8  鹿草鴨母寮排水整體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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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概要 

（ㄧ）規劃設計構想 

鴨母寮排水路貫穿鹿草市區，為鄉鎮空間發展中重要的藍綠軸

線。現況排水路多隱沒於民宅後方，河道周邊環境凌亂，缺少維護

管理，使其沒落於市區之中，未能將人與水岸空間相互串連。因此，

根據周邊環境特性，提出「後巷翻轉，鹿草門廳」的設計理念，運

用有限的水岸空間(圖 2.2- 9)，整合周邊生活資源，包括埤頭崛的圳

路系統、聯外交通系統、生活宗教信仰空間、生活巷弄及樹下交流

空間等，打開原本隱藏於建築背後的藍綠軸帶，營造兼具安全與美

學的水岸空間，建構社區及水岸空間的網絡串聯。以簡單精緻的景

觀元素，打造鹿草門廳社區水岸空間意象。 

 

 

圖 2.2- 9  可利用水岸土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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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針對整體計畫構想區為「樂活水岸」、「迎賓水岸」、「綠

廊水岸」，依現況環境發展，分別提出相對應之工程項目：「鹿草門

廳水岸景觀工程」、「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綠蔭步行水岸景觀

工程」等，以達成計畫目標。執行構想詳圖 2.2- 10，設計願景詳圖

2.2- 11，說明如下: 

1. 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 

建構埤頭崛圳埤資源與鴨母寮排水水系之間的網絡串聯，運用

農村社區深厚的在地資源，指認出水岸的活動節點，如水岸社區涼

亭、信仰空間等。透過優化社區節點、鄰里型河岸公園、門廳水岸

小徑等景觀設計策略，強化社區居民與水岸的連結與關係，提出鹿

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落實前述的設計理念。 

2. 串連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迎賓水岸環境景觀

工程、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 

鴨母寮排水與鹿東社區緊密的空間關係，提供人與河岸連結的

想像與契機。在水岸空間有限的條件下，以「點、線、面」的空間

設計策略，優先保留現地植栽與喬木，整理原有河岸交流空間，及

考量河岸與周邊步行系統及交通網路關係，規劃迎賓水岸環境景觀

工程及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以建構舒適的鹿草迎賓水岸。 

3. 改善水質汙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生態環境－鴨母寮

排水護岸改善工程 

水岸景觀營造策略，以不破壞生物既有棲地條件為原則，採用

砌石護岸之工法、種植水生植栽及拋卵礫石等水質自然淨化的方

案，達到安全及自然生態的水岸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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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10 執行構想示意圖 

 

 

圖 2.2- 11 設計願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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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項工程說明 

1. 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 

改善既有公園設施，並整理公園旁排水路，塑造居民交流活動

空間。善用排水道公有地，以生態工法建置水岸休憩平台(圖 2.2- 

12)。 

(1) 人行道景觀工程：安全人行空間，依照都市計畫細部設計規定，

設置 2 公尺的人行道空間。 

(2) 社區節點環境優化：既有活動環境優化，移植部分植栽，打開河

岸視覺景觀。並保留活動草坪空間，營造水岸邊重要的休憩活動

節點。 

(3) 鄰里型河岸公園：由活動廣場及口袋公園的空間元素，創造多個

停留休憩空間，提供社區居民聚集聊天的小巧空間。 

(4) 門廳水岸小徑：沿河段的防汛道路結合景觀的設計手法，如鋪

面、植栽、休憩節點的營造等，營造舒適的河岸步行小徑。並且

規劃適當的隔離緩衝綠帶，透過現地植栽的整理以及補植灌木、

喬木，劃分住宅與河岸的公私界面。 

 

圖 2.2- 12 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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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 

分析周邊步行系統資料，指認出沿岸的視覺端點，藉由地形高

程變化，創造階梯水岸空間。並運用複層植栽及街道座椅，於狹長

的水岸空間特性中，營造多層次水岸活動節點空間(圖 2.2- 13)。 

(1) 人行道景觀工程：安全人行空間，依照都市計畫細部設計規定，

設置 2 公尺的人行道空間。 

(2) 迎賓入口景觀工程：在短窄的河岸空間，運用曲折的路徑及入口

廣場設計，營造多視覺體驗的路徑，增加人行活動上的趣味性。 

 

圖 2.2- 13 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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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 

在水岸腹地狹窄的限制下，優先指認並保留樹下交流空間。運

用線性步道與植栽等設計元素，藉由植栽四季變化增加體驗空間精

緻性及多樣性，營造水岸綠蔭的舒適步行空間(圖 2.2- 14、圖 2.2- 

15)。 

(1) 人行道景觀工程：安全人行空間，依照都市計畫細部設計規定，

設置 2 公尺的人行道空間。 

(2) 綠蔭步行景觀營造：延續水岸綠蔭的環境特性，以保留既有喬木

植栽，增加落葉、開花等喬木種類，增加民眾停留時間及豐富視

覺上的變化，提供線性且舒適的水岸路徑體驗。 

(3) 休憩節點景觀營造：河岸轉折處為優美的視覺節點，於視覺節點

處設置可供長時間停留休憩之景觀座椅。 

 

 

圖 2.2- 14 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平面示意圖 



 - 61 - 

 

 

 

圖 2.2- 15 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剖面示意圖 

4. 鴨母寮排水護岸改善工程 

沿河段的防汛道路結合景觀的設計手法，利用砌石護岸的生態

工法，形塑自然的河道景觀，並於河道設置拋卵礫石，以及種植具

水質淨化效果之水生植物，以達水質自然淨化及水岸生態多樣化的

環境，營造出藍與綠的舒適河岸空間。(圖 2.2- 16) 

 

 

圖 2.2- 16 鴨母寮排水護岸改善工程污水淨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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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工程項目 

鹿草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之主要項目包括如下，各項工程明

細說明如表 2.2- 5。 

1. 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 

(1) 人行道景觀工程 

(2) 社區節點環境優化 

(3) 鄰里型河岸公園 

(4) 門廳水岸小徑 

2. 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 

(1) 人行道景觀工程 

(2) 迎賓入口景觀工程 

3. 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 

(1) 人行道景觀工程 

(2) 綠蔭步行景觀營造 

(3) 休憩節點景觀營造 

4. 鴨母寮排水護岸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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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5  鹿草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1 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 式 1  9,991,500 9,991,500 

(1) 人行道景觀工程(2M) 式 1  1,292,500 1,292,500 

(2) 社區節點環境優化 式 1 1,934,000 1,934,000 

(3) 鄰里型河岸公園 式 1 3,590,000 3,590,000 

(4) 門廳水岸小徑 式 1  3,175,000 3,175,000 

2 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 式 1  12,128,000 12,128,000 

(1) 人行道景觀工程(2M) 式 1 3,050,000 3,050,000 

(2) 迎賓入口景觀工程 式 1  9,078,000 9,078,000 

3 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 式 1  7,906,000 7,906,000 

(1) 人行道景觀工程(2M) 式 1  1,708,000 1,708,000 

(2) 綠蔭步行景觀營造 式 1  5,675,000 5,675,000 

(3) 休憩節點景觀營造 式 1  523,000 523,000 

4 鴨母寮排水護岸改善工程 式 1  38,640,000 38,640,000 

5 其他工項 式 1 6,866,550 6,866,550 

6 規劃設計費用 式 1 4,001,386 4,001,386 

7 監造費用 式 1 3,143,946 3,143,946 

合計        82,67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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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6  鹿草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詳細價目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一 鹿草後巷翻轉水環境營造     

(一) 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 式 1 9,991,500  9,991,500  

1 人行道景觀工程(2M) 式 1 1,292,500  1,292,500  

ａ 柏油路面猜除 m2 550 300  165,000  

ｂ 透水磚鋪面 m2 550 1,800  990,000  

ｃ 收邊工程 棵 275 500  137,500  

2 社區節點環境優化 式 1 1,934,000  1,934,000  

ａ 社區涼亭 處 1 800,000  800,000  

ｂ 入口廣場鋪面(透水磚鋪面) m2 50 2,000  100,000  

ｃ 林蔭小徑（1.5M） m2 20 1,500  30,000  

ｄ 河岸活動節點(透水磚鋪面

廣場) 

m2 80 1,800  144,000  

ｅ 座椅設施(W=40cm) m 110 7,000  770,000  

ｆ 燈具及管線 式 3 30,000  90,000  

3 鄰里型河岸公園 式 1 3,590,000  3,590,000  

ａ 細整地 m2 850 100  85,000  

ｂ 活動廣場鋪面（石材） m2 70 3,500  245,000  

ｃ 小品互動節點鋪面（透水

磚） 

m2 400 2,000  800,000  

ｄ 座椅設施(W=40cm) m 200 7,000  1,400,000  

ｅ 燈具及管線 座 12 30,000  360,000  
 

植栽種植(灌木) m2 200 3,000  600,000  

f 植栽種植(喬木) 棵 20 5,000  100,000  

4 門廳水岸小徑 式 1 3,175,000  3,175,000  

ａ 植栽種植(灌木) m2 800 3,000  2,400,000  

ｂ 植栽種植(橋木) 棵 20 5,000  100,000  

ｃ 座椅設施(W=40cm) 座 5 7,000  35,000  

ｄ 燈具及管線 式 5 30,000  150,000  

e 指示牌設施 處 2 20,000  40,000  

f 喬木移植 棵 30 15,000  450,000  

(二) 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 式 1 12,128,000  12,1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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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行道景觀工程(2M) 式 1 3,050,000  3,050,000  

ａ 柏油路面猜除 m2 500 300  150,000  

ｂ 透水磚鋪面 m2 500 1,800  900,000  

ｃ 邊緣石 棵 250 8,000  2,000,000  

2 迎賓入口廣場 式 1 6,508,000  6,508,000  

a 石籠景觀矮牆 m 200 20,000  4,000,000  

b 填土 m2 1,900 60  114,000  

c 挖土 m2 1,900 80  152,000  

d 細整地 m2 1,900 80  152,000  

e 座椅設施(W=40cm) m 100 7,000  700,000  

f 廣場鋪面(RC 拉毛鋪面) m2 500 1,500  750,000  

g 燈具及管線 m 20 30,000  600,000  

h 指示牌設施 處 2 20,000  40,000  

3 迎賓入口植栽配置 式 1 2,570,000  2,570,000  

a 草本（密植） m2 120 250  30,000  

b 灌木 m2 580 3,000  1,740,000  

c 喬木 棵 40 5,000  200,000  

d 噴灌系統 式 1 600,000  600,000  

(三) 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 式 1 7,906,000  7,906,000  

1 人行道景觀工程(2M) 式 1 1,708,000  1,708,000  

ａ 柏油路面猜除 m2 280 300  84,000  

ｂ 透水磚鋪面 m2 280 1,800  504,000  

ｃ 邊緣石 棵 140 8,000  1,120,000  

2 綠蔭步行景觀營造 式 1 5,675,000  5,675,000  

a 細整地 m2 800 100  80,000  

b 步行鋪面（rc） m2 150 1,500  225,000  

c 植栽種植（草本、灌木） m2 1,200 4,000  4,800,000  

d 植栽種植（橋木） 棵 10 5,000  50,000  

e 喬木移植 棵 30 15,000  450,000  

f 燈具及管線 式 1 30,000  30,000  

e 指示牌設施 處 2 20,000  40,000  

3 休憩節點景觀營造 式 1 523,000  523,000  

a 細整地 m2 230 100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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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廣場鋪面(RC 拉毛鋪面) m2 80 1,500  120,000  

c 座椅設施 m 30 7,000  210,000  

d 燈具及管線 處 5 30,000  150,000  

e 指示牌設施 處 1 20,000  20,000  

(四) 鴨母寮排水護岸改善工程 式 1 38,640,000  38,640,000  

a 堤岸工程 m 840 40,000  33,600,000  

b 防洪道路（水泥壓花） m2 3,360 1,500  5,040,000  

(五 ) 其他工項 式 1 6,866,550  6,866,550  
 

直接工程費用 
  

  75,532,050  

(六 ) 規劃設計費用 式 1 4,001,386  4,001,386  

(七 ) 監造費用 式 1 3,143,946  3,143,946  

合計   
  

  82,67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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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計畫範圍 

赤蘭溪為八掌溪之ㄧ支流，水環境改善規劃原則包括：藍、綠帶水

岸及綠帶空間規劃，引入低衝擊開發構想，導入適當親水遊憩活動，並

針對既有服務設施功能予以加強，提升整體水環境美質與休憩品質；規

劃範圍區位，整理如圖 2.3- 1 所示。 

研究範圍為赤蘭溪之舊河道白石硅圳，以東至國道三號，以西至富

和路，計畫範圍為鄰近興化廍河濱公園之河段，如圖 2.3- 2 所示。 

 

圖 2.3- 1  計畫範圍區位圖（1/25000 經建版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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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2  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範圍 

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社經環境及重要景點 

計畫區位於嘉義縣中埔鄉與水上鄉交界處，鄰近住宅區及零星工

廠，周邊重要景點包括：興化廍河濱公園、思親園紀念園等。興化廍河

濱公園，包含ㄧ座籃球場及休憩設施，為居民平時活動之休憩空間，以

及思親園紀念園為區域內重要之社區活動場所，其中包含圖書空間提

供給在地居民使用。 

（二）環境現況 

現況白石硅圳兩側遭違法傾倒廢棄物及違規停車，河岸兩側空間

遭佔用；周邊社區民生用水直接排入河道，造成水質污染情形嚴重；以

及河岸周邊公園設施缺乏維護管理。現況如圖 2.3-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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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3  赤蘭溪水環境營造周邊環境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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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硅圳附近交通網絡，主要透過國道 3 號，嘉 139 等道路

對外聯接，如圖 2.3- 4 所示。 
 

 

圖 2.3- 4  赤蘭溪水環境營造周邊交通網絡示意圖 

（三）水質現況 

1. 水質污染評估分析 

河川污染程度指數（River Pollution Index，RPI）是目前

國內環保署公告水體污染程度及大部分之規劃報告經常應用之

水質指數，屬於水質指數中的特殊用途指數，用以判斷河川之

污染程度指數。由生化需氧量、溶氧量、氨氮及懸浮固體等 4

項理化水質參數組成，用以根據其數值來對污染程度加以分

類，計算方式如下： 





4

1

Si
4

1

i

RPI

 

公式中，Si 為水質參數污染點數值，i 為水質項目，RPI

為河川污染程度指數，介於 1～10 間，水質項目及點數級分如

表 2.3-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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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  河川污染程度指數 

水質/項目 
末（稍）受污

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量（DO） 

mg/L 
6.5 以上 4.6～6.5 2.0～4.5 2.0 以下 

生化需氧量

（BOD5） mg/L 
3.0 以下 3.0～4.9 5.0～15 15 以上 

懸浮固體（SS） 

mg/L 
20 以下 20～49 50～100 100 以上 

氨氮（NH3-N） 

mg/L 
0.50 以下 0.50～0.99 1.0～3.0 3.0 以上 

點數 1 3 6 10 

污染指標積分值 2.0 以下 2.0～3.0 3.1～6.0 6.0 以上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水質調查 

依據「100 年嘉義縣河川污染整治設施維護操作及效益評

估計畫」之水質調查成果整理如表 2.3- 2 所示： 

表 2.3- 2  赤蘭溪永欽二號橋之水質調查成果表 

採樣日期 
溶氧量

（DO） 

生化需氧

量

（BOD5） 

懸浮固

體

（SS） 

氨氮

（NH3-

N） 
河川污染程度指

數(RPI) 

年 月 日 mg/L mg/L mg/L mg/L 

100 

4 18 11.4 29.3 66.0 5.95 6.75 嚴重污染 

9 6 7.1 4.2 20.5 0.76 2.5 輕度污染 

資料來源：100 年嘉義縣河川污染整治設施維護操作及效益評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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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光資源概況 

計畫範圍鄰近中埔鄉富收村、水上鄉國姓村、三界埔等聚落，

周邊自然資源豐富，有多個休閒農場以及特色人文資源。觀光資

源整理詳表 2.3- 3。 

表 2.3- 3  計畫區周邊觀光資源概況 

性質 觀光資源 內容 

自然 

ㄧ粒一絲瓜 

休閒農場 

原為有機絲瓜園轉型為休閒農場，農場提供

導覽解說服務，推廣有機耕作及自然農法，

並提供製作菜瓜布、採絲瓜、地瓜葉等體驗

活動。 

大智慧養生 

休閒農場 

農場位於三界埔，以自然耕種的方式，種植

200 多種有機香藥草及蔬果，提供民眾一個休

閒、觀光、環保、養生、教育等多元化的休

憩場所。 

怡馨緣茶花莊 

園區內廣達 2 甲，種植近千種茶花，提供遊

客賞花品茶休憩的空間，以及提供相關 DIY

體驗活動。 

人文 

大阪式菸樓 

三界埔過去為嘉義縣菸葉重要產區之一，繁

盛時曾達一百多座菸樓，隨著自動烘菸機的

出現，過去用來燻菸葉的菸樓也大多閒置或

廢棄。三界埔地區現存幾座大阪式菸樓，保

有特色的塔樓式天窗，為過去菸葉時代的特

色建築形式。 

思親園 

為中埔當地之企業家為感念父母養育之恩，

於老家中埔鄉興化廍建立思親園紀念館，近

千坪的室內空間，免費提供給當地居民作為

圖書館及社區活動空間使用。 

興化廍社區活動中心 

興化廍社區活動中心位於思親園旁，為週邊

社區發展協會及社區居民辦理活動與休閒之

重要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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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態調查概況 

本計畫範圍於赤蘭溪舊河道白石硅圳，根據環境生物監測與

調查研究顯示，本計畫範圍周邊可能出現之生態物種如下： 

1. 魚類:以慈鯛科之吳郭魚、鯉科之粗首鱲、鰕虎科之明潭吻鰕

虎與斑帶吻鰕虎數量較多。 

2. 水生昆蟲:以雙翅目搖蚊科、蜉蝣目姬蜉蝣科及毛翅目網石蠶

科數量較多。 

3. 鳥類:以小環頸鴴、紅鳩、棕沙燕、麻雀、小雨燕、赤腰燕等

數量較多。 

（六）可行用地調查 

計畫範圍位於嘉義縣中埔鄉王爺段以及水上鄉三界埔段，計

畫範圍內皆為公有土地及未登錄地，土地權屬示意圖詳圖 2.3- 5

圖 2.3- 1，用地調查情形詳表 2.3- 4 所示。 
 

 

圖 2.3- 5  赤蘭溪水環境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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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4  赤蘭溪水環境用地調查情形 

地段 地號 使用分區 用地類別 公私有 

王爺段 799-2 河川區 水利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129 特定農業區 水利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130 特定農業區 水利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132 特定農業區 水利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134 特定農業區 水利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135 河川區 水利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136 特定農業區 水利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137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549 特定農業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550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551 特定農業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552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575-2 河川區 水利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666 特定農業區 交通用地 公有 

王爺段 1669-1 特定農業區 交通用地 公有 

三界埔段 457-152 鄉村區 水利用地 公有 

三界埔段 457-156 鄉村區 水利用地 公有 

三界埔段 457-159 鄉村區 水利用地 公有 

三界埔段 457-160 鄉村區 水利用地 公有 

三界埔段 457-161 鄉村區 水利用地 公有 

三界埔段 457-162 鄉村區 水利用地 公有 

 

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1.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計畫提案階段參考赤蘭溪環境生物監測與調查研究，並諮

詢生態專家學者意見，掌握生態環境現況。根據環境狀況，若

有需求後續將邀集相關團體及在地居民，辦理工作坊，彙整各

方專業建議，將其納入規劃設計考量，完善計畫方案。 

2. 環境友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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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以不

破壞生物既有棲地條件為原則，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

程計畫方案，規劃「藍綠地景景觀工程」、「生活小品環境營造

工程」、「舊河路意境空間」、「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程」等示範

工程。工址選擇既有人為活動區為主，採用生態工法及低衝擊

開發等手法；避免干擾現有生物棲地，並強化其生態營造，以

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為目標。 

（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1. 107 年 4 月 18 日跨局處會議 

2. 107 年 7 月 26 日辦理民眾說明會 

3. 107 年 11 月 25 日跨局處會議 

4. 108 年 3 月 7 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朴

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跨局處會議 

5. 108 年 3 月 9 日「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嘉義縣八掌

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新埤滯洪池水環境改善

計畫」-公民參與工作坊 

6. 108 年 3 月 11 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提報作業

南區工作坊 

上述公民參與辦理情形，詳細會議記錄、簽到表，詳附件。 

（三）用地取得情形 

中埔水環境改善計畫，計畫範圍皆為公有土地，無用地取得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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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資訊公開方式等項目 

本團隊將與在地社區大學合作辦理水環境教育工作坊，將水

環境改善成果宣導以教育活動方式納入社區大學現有活動與志

工訓練之中，透過公民參與的方式，讓在地居民認識當地水環境

歷史人文、生態及相關議題。相關資訊包括規劃願景、方案及辦

理進度，也一併將於嘉義縣政府水利處網站（http://wrb.cyhg.gov.tw）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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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赤蘭溪整體水環境改善願景 

本計畫配合石硅圳周邊土地發展特性，以興化廍社區歷史為

概念，提出整體規劃構想，將分為「廍圳農園」、「廍圳中心」及

「廍圳淨化」三大區，如圖 2.3- 6 所示，以下詳述分區內容: 

1. 「廍圳農園」:河道兩側有大片果園，延續社區需求，將農耕

活動帶動多元互動，人與水最直接依賴關係。 

2. 「廍圳中心」:社區活動中心為核心，適合發展動靜皆宜戶外

水岸，包括活動草坪、籃球場等；並透過複層植栽配置，塑

造自然舒適的的休憩空間。 

3. 「廍圳淨化」:周邊梅花小城民生污水直接排放至河道，造成

水質污染。本計畫將透過水質淨化策略，改善水質污染現

況。 

 

圖 2.3- 6  赤蘭溪水環境整體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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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程概要 

（ㄧ）規劃設計構想 

計畫範圍位於白石硅圳，周邊多為住宅，綠蔭資源豐富。依

照環境特色，以塑造日常親水休憩空間為設計主題，營造兼具休

憩及自然教育功能之水環境。工程項目包括藍綠地景景觀工程、

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舊河路意境空間及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

程，執行構想詳圖 2.3- 7、圖 2.3- 8。 

1. 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藍綠地景景觀工

程、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 

運用河岸地形高低差，營造階梯式的地景景觀，引導周邊

居民自然的親近水岸。並於地形高低點設計步道、節點、休憩

空間等，豐富視覺景觀的體驗。 

2. 串連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舊河路意境

空間 

「舊河路意境空間」將延續既有水岸自然資源，從社區至

河道間道路、菜圃、雜林、水岸的空間紋理，保留既有元素，

營造舊河道意象的水岸環境。 

3. 改善水質汙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生態環境－

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程 

現況水岸缺乏邊坡處理，因此提出護岸改善工程，以砌石

護岸及水岸自然緩坡收邊的方式，提供植栽生長的優良環境，

增加水岸植生的多樣性。 

 



 - 79 - 

 

 

圖 2.3- 7  赤蘭溪水環境規劃設計構想泡泡圖 

 

 

 

圖 2.3- 8  赤蘭溪水環境空間構想配置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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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項工程說明 

1.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 

利用水岸空間設置步道及休憩平台，步道材質選擇易維護

管理的抿石子、石材等。植栽配置以現地植栽整理為主，並補

植部分芳香草本、矮灌木，增加植栽多樣性。同時考量圳路水

質改善，設置平行於路面街廓的植栽槽，提供非點源污染簡易

過濾；並於水岸階梯設計凹槽，增加雨水下滲功能 (圖 2.3- 

9)。 

(1) 梅花小鎮入口廣場:透過鋪面形式的轉換，引導小鎮居民進

入水岸休憩；並利用多樣的植栽變化，塑造迎賓的意象。 

(2) 興化廍社區入口廣場:於興化廍社區側，規劃動線串連至水

岸，以不同鋪面搭配植栽，營造宜人的休憩空間。 

(3) 植被過濾帶:搭配地形變化，以階梯式栽種草本植物，以植

栽進行初步淨化，改善水質現況。 

(4) 藍綠地景休憩路徑:利用現地地形變化多樣的特性，設計穿

梭在水與綠蔭之間的休憩步道，讓人深入體驗多樣的景觀

空間。 

(5) 隔離緩衝綠帶:於周邊建物與水岸步道間配置複層植栽，作

為隔離帶外，同時豐富水岸綠意。 

 

圖 2.3- 9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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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 

為塑造優質的水環境活動服務核心空間，首先保留與整理

籃球場及活動草坪。其次向外延伸出更多的鄰里活動空間，如

大樹下的座椅空間、安全的兒童遊戲區、更為完善的步行小

徑，構築出小而美的生活小品水岸公園。由於鋪面廣場面積較

大，因此優先以透水性的鋪面材質，包括碎石、植草磚、透水

磚等搭配，形塑多樣的空間(圖 2.3- 10)。 

(1) 兒童遊戲區：於社區活動中心後方，設置共融式兒童設

施，提供社區內親子遊憩的空間。 

(2) 社區活動涼亭：提供半戶外交流空間，增加社區居民交流

休憩之場所。 

(3) 社區公園休憩路徑：修繕步道鋪面，塑造平整及舒適的步

行環境 

(4) 活動草坪：完善既有活動草坪，創造充滿綠意之開闊的河

岸親水空間。 

(5) 水岸活動廣場：優先以透水鋪面作為活動廣場鋪面設計，

並搭配趣味性舖面設計，增添整體空間變化性。 

(6) 人行步道：人行步道串連生活小品水岸公園及舊河路意境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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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10 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平面示意圖 

3. 舊河路意境公園環境工程 

舊河路意境公園緊鄰白石硅圳，公園與水岸關係密切，透

過鋪面的意象設計及解說立牌，介紹白石硅圳新舊水路環境變

遷的過程。以人與水資源的依存關係作為概念，透過雨水花園

與地下雨水貯留槽，收集雨水回收再利用，提供社區菜圃灌溉

以及周邊景觀植栽澆灌使用，以達水資源再利用的效果。(圖

2.3- 11) 

(1) 活動廣場：小型鋪面廣場，供周邊居民運動休閒及活動空

間。 

(2) 休憩步道：步道使用易維護之鋪面材質，並串連此區域各

休憩節點。 

(3) 活動草皮：開放式的活動草坪，提供居民更多的休憩及活

動場地 

(4) 隔離緩衝綠帶：於周邊建物與水岸步道間配置複層植栽，

作為隔離帶外，同時豐富水岸綠意。 

(5) 雨水花園：由整地手法創造地景變化，增加空間變化性，

並利用雨水收集系統將資源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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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下雨水貯留槽：貯留設施收集地面水重複利用，提供舊

河路意境空間之植栽澆灌使用。 

(7) 植生溝：利用自然草溝淨化水質，再排入白石硅圳。 

(8) 社區農園：供鄰近之社區居民種植蔬果、觀賞植物等。 

 

圖 2.3- 11 舊河路意境空間平面示意圖 

4. 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程 

白石硅圳具有提供下游農田灌溉之功能，以不影響農業用

水之需求，圳路護岸改善以維持透水的水路結構，並與圳路兩

側水岸棲地結合，增加水岸生態及植栽的多樣性。(圖 2.3- 

12、圖 2.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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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12 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程平面示意圖 

 

圖 2.3- 13 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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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工程項目 

中埔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之主要項目包括(表 2.3- 5)： 

1.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 

(1) 梅花小鎮入口廣場 

(2) 興化廍社區入口廣場 

(3) 植被過濾帶 

(4) 藍綠地景休憩路徑 

(5) 隔離緩衝綠帶 

2. 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 

(1) 兒童遊憩區 

(2) 社區活動涼亭 

(3) 活動草坪 

(4) 水岸活動廣場 

(5) 人行步道 

3. 舊河路意境空間 

(1) 活動廣場 

(2) 休憩步道 

(3) 活動草坪 

(4) 隔離緩衝綠帶 

(5) 雨水花園 

(6) 雨水貯留槽 

(7) 植生溝 

4. 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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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5  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1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 式 1  17,890,200  17,890,200  

(1) 梅花小鎮入口廣場 式 1 268,600  268,600 

(2) 興化廍社區入口廣場 式 1  2,002,100  2,002,100  

(3) 植被過濾帶 式 1  8,580,000  8,580,000  

(4) 藍綠地景休憩路徑 式 1  4,316,000  4,316,000  

(5) 隔離緩衝綠帶 式 1  2,723,500  2,723,500  

2 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 式 1  9,261,300  9,261,300  

(1) 兒童遊憩區 式 1 4,698,000  4,698,000  

(2) 社區活動涼亭 式 1 1,975,000  1,975,000 

(3) 活動草坪 式 1  1,063,300  1,063,300  

(4) 水岸活動廣場 式 1  325,000  325,000  

(5) 人行步道 式 1  1,200,000  1,200,000  

3 舊河路意境空間營造 式 1  12,751,000  12,751,000  

(1) 活動廣場 式 1  2,071,000  2,071,000  

(2) 休憩步道 式 1  5,240,400  5,240,400  

(3) 活動草坪 式 1  576,000  576,000  

(4) 隔離緩衝綠帶 式 1  751,100  751,100  

(5) 雨水花園 式 1  892,500  892,500  

(6) 地下雨水貯留槽 式 1  2,500,000  2,500,000  

(7) 植生溝 式 1 720,000  720,000  

4 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程 式 1  21,923,200  21,923,200  

5 其他工項 式 1 6,182,570  6,182,570  

6 規劃設計費用 式 1 3,602,806  3,602,806  

7 監造費用 式 1 2,830,776  2,830,776  

合計         74,44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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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6  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詳細價目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一 中埔藍綠生活軸線水環境營造     

(一)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 式 1  17,890,200  17,890,200  

1 梅花小鎮入口廣場 式 1 268,600  268600 

a 細整地  170 80 13,600  

b 鋪面廣場（透水磚）  170 1500 255,000  

2 興化廍社區入口廣場 式 1  2,002,100  2,002,100  

a 細整地  370 80  29,600  

b 景觀階梯  40 20,000  800,000  

c 鋪面廣場（透水磚）  370 2,000  740,000  

d 密植草本  30  250  7,500  

e 植栽種植（灌木）  30  3,000  90,000   
植栽種植（喬木）  3  5,000  15,000  

f 燈具及管線  10  30,000  300,000  

g 教育解說及導引立牌設施  1  20,000  20,000  

3 植被過濾帶 式 1  8,580,000  8,580,000  

a 石籠網擋土牆(W=50cm)  580 3,500  2,030,000  

b 填土(含土方平均 30 公分)  3,600  250  900,000  

c 植栽種植（灌木）  3,600  1,500  5,400,000  

d 植栽種植（橋木）  50  5,000  250,000  

4 藍綠地景休憩路徑 式 1  4,316,000  4,316,000  

a 路徑鋪面（洗露骨材）  840  1,500  1,260,000  

b 木棧平臺  200  15,000  3,000,000  

c 座椅  8  7,000  56,000  

5 隔離緩衝綠帶 式 1  2,723,500  2,723,500  

a 填土(含土方平均 60 公分)  700  500  350,000  

b 細整地  700  80 56,000  

c 客砂質壤土(厚 20cm)  700  150  105,000  

d 密植草本  130  250  32,500  

e 植栽種植（灌木）  220  1,500  330,000  

ｆ 植栽種植（橋木）  370  5,000  1,850,000  

(二) 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 式 1  9,261,300  9,261,300  

1 兒童遊憩區 式 1 4,698,000  4,698,000  

a 設施及 RC 地坪打除(厚 25cm) 
 

350  300  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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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共融式 式 1  3,500,000  3,500,000  

c 兒童鋪面  350  2,500  875,000  

d 植栽種植（橋木）  2  5,000  10,000  

e 座椅  4  7,000  28,000  

f 燈具及管線  6 30000 180,000  

2 社區活動涼亭 式 1 1,975,000  1975000 

a 石材鋪面  100  2,500  250,000  

b 座椅  45  7,000  315,000  

c 鋪面廣場（透水磚）  470  3,000  1,410,000  

3 活動草坪 式 1  1,063,300  1,063,300  

a 細整地  960  80  76,800  

b 客砂質壤土(厚 20cm)  960  150  144,000  

c 密植草本  570  250  142,500  

d 植栽種植（灌木）  400  1,500  600,000  

f 植栽種植（橋木）  20  5,000  100,000  

4 水岸活動廣場 式 1  325,000  325,000  

a 石材鋪面 
 

130  2,500  325,000  

5 人行步道 式 1  1,200,000  1,200,000  

a 設施及 RC 地坪打除(厚 25cm)  500  300  150,000  

b 路徑鋪面（洗露骨材）  500  1,500  750,000  

c 座椅設施(W=40cm)  50  6,000  300,000  

(三) 舊河路憶境空間營造 式 1  12,751,000  12,751,000  

1 活動廣場 式 1  2,071,000  2,071,000  

a 設施及 RC 地坪打除(厚 25cm)  600  300  180,000  

b 廣場鋪面（透水磚）  600  2,000  1,200,000  

c 客砂質壤土(厚 20cm)  90  150  13,500  

d 密植草本  90  250  22,500  

ｅ 植栽種植（灌木）  50  1,500  75,000  

ｆ 植栽種植（橋木）  6  5,000  30,000  

ｇ 座椅  50  7,000  350,000  

ｈ 燈具及管線  6  30,000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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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教育解說及導引立牌設施  1  20,000  20,000  

2 休憩步道 式 1  5,240,400  5,240,400  

ａ 細整地  380  80  30,400  

ｂ 路徑鋪面（洗露骨材）  380  1,500  570,000  

ｃ 鋪面收邊  280  500  140,000  

ｄ 休憩節點廣場（木平臺）  300  15,000  4,500,000  

3 活動草坪 式 1  576,000  576,000  

a 細整地  1,200  80  96,000  

b 客砂質壤土(厚 20cm)  1,200  150  180,000  

c 密植草本  1,200  250  300,000  

4 隔離緩衝綠帶 式 1  751,100  751,100  

a 設施及 RC 地坪打除(厚 25cm)  370  300  111,000  

b 細整地  370  80  29,600  

c 客砂質壤土(厚 20cm)  370  150  55,500  

d 植栽種植（灌木）  370  1,500  555,000  

ｅ 植栽種植（橋木）  0  5,000  0  

5 雨水花園 式 1  892,500  892,500  

a 挖土  750 60  45,000  

b 細整地  750 80  60,000  

c 密植草本  750 250  187,500  

d 澆灌設施 式 1 600,000  600,000  

6 地下雨水貯留槽 式 1  2,500,000  2,500,000  

7 植生溝 式 180  4,000  720,000  

(四) 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程 式 1  21,923,200  21,923,200  

a 圳路砌石護岸  1,040  20,000  20,800,000  

b 細整地  1,040  80  83,200  

c 護坡植栽種植  1,040  1,000  1,040,000  

(五 ) 其他工項 式 1  6,182,570  6,182,570  
 

直接工程費用       68,008,270  

(六 ) 規劃設計費用 式 1  3,602,806  3,602,806  

(七 ) 監造費用 式 1  2,830,776  2,830,776  

合計     74,44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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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 

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 社區位置、範圍及面積 

大崙社區位於中山高速公路水上交流道西側 500 公尺處，主

要連外道路 168 縣道(嘉朴公路)由社區穿越，由於鄰近地區有多

項重要交通建設，使得本社區得地利之便，南來北往交通順暢。

由 168 縣道及省道 82 線可銜接本縣的大阿里山及雲嘉南濱海遊

憩系統，周邊的中山高速公路、高鐵嘉義站及水上機場，更提高

本社區與全省接軌的發展潛力。 

水上鄉大約位於嘉義縣地理中心，位處嘉義縣主要農業生產

區，大崙社區位於水上鄉最西側，社區內聚落集中，農田分布於

周圍，為特地農業區，生活核心聚落面積約 67 公頃，農業生產

區面積約 255 公頃，最南邊則為台糖農地，面積約 102 公頃，較

不屬於社區生活範圍。 

 

  

 

 

 

圖 2.4- 1  計畫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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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 地形及水文 

大崙社區地勢平坦，全村土地平均坡度均小於 5%，海拔高

度約 20M，但社區不會淹水，經多年的研究發現，由於大崙的地

名溯源可以發現，看似平坦無特色的大崙社區，具有珍貴的地形

優勢，因而形成特殊的水文系統，因此是一處可以安身立命的好

所在，以下地名溯源來說明大崙特殊的地形及水文。 

 

圖 2.4- 2  計畫位置圖 

(二) 地形、坡度及海拔高度 

本社區開發甚早，可追溯至明朝永曆年間，先民因當時地形

景觀有如半月形土丘，深感所居土丘山崙之大，故以大崙為名，

沿用至今，今日雖不見土丘所在，但根據社區發展歷史看，社區

內最早的聚落竹崙仔地勢確實較高，因此大崙社區雖位處平原區，

整體地勢較鄰近聚落高，全社區坡度小於 5%，海拔高度約 20 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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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文 

整體而言，大崙地勢較高，沒有淹水災害，僅有部分地區因

排水溝設計或施工不良，造成與排水系統不連接，會有積水問題，

以下分別說明社區周邊水文及社區內部排水系統現況，以及社區

有積水問題須改善之區域。 

 

 

 

 

 

 

 

 

 

圖 2.4- 3  水文示意圖 

  

春珠大排 

梅子厝分線 

朴子支線 

889 埤塘 

594 埤塘 

蔗埕公園 

易淹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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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區域排水 

由現有排水系統看，大崙社區北半部排水，匯集往北的朴子

溪排水系統排放，南半部則匯集往南側的八掌溪排水系統排放，

大崙有如朴子溪與八掌溪在平原區的小分水嶺。 

(五) 社區內排水系統 

大崙社區不淹水除了地勢較高的原因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因

素是社區內擁有兩個共占地 1.3 公頃的大水塘，兩個大水塘與社

區內的排水與獨特水文系統，才能確保社區不淹水，因此未來社

區不論各項建設計畫，均將不破壞水塘的角色功能。 

(六) 社區有積水問題須改善之區域 

社區內有三處區域排水系統不理想亟需改善，分別為二重溪、

大崙菜市場到水頭兩側、嘉朴公路南側(二十鄰)集合住宅，這些

區域大都因為排水系統不足，排水溝高度、排水管徑不足等問題，

遇大雨易發生積水問題。 

(七) 氣候 

大崙社區位於嘉義縣中心偏西的位置，氣候資料乃選擇距離

最近，相似度最高的嘉義氣象站做為參考，分析項目包括降雨量、

降雨日數、相對溼度、氣候、風向風速等氣候因子，由於中央氣

象局近三十年氣象統計資料顯示，嘉義地區氣候特徵為日夜溫差

大，每月平均 16.5-28.6 度 C，年累積降雨量約 1770 公厘，雨量

集中夏季，九月至四月有明顯乾旱期，相對溼度全年變化不大，

大約為 80%左右，依據氣候分類嘉義屬溫暖冬乾夏雨形氣候區，

盛行風和緩，但每年路徑經嘉義地區的颱風約佔全年 45%之多，

因此整體而言大崙氣候溫和，但夏季必須防範午後暴雨，以及颱

風帶來雨量的影響，各項氣候資料詳見下表嘉義氣候站氣候資料

統計表。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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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1  氣候資料統計表 

項目 降雨
量 

降雨日
數 

平均氣
溫 

相對溼
度 

最高氣溫
>=30°C 日

數 

最高氣溫
<=10°C 日

數 
風速 

單位 公釐 天 攝氏度 百分比 天 天 公尺/秒 

1 月 23.6 4.9 16.5 79 0.3 5.9 2.6 

2 月 57.4 6.5 17.3 81.5 0.7 2.5 2.6 

3 月 63.4 7.7 19.7 81.5 2.6 1.2 2.4 

4 月 103 9.2 23 82.2 9.4 0 2.1 

5 月 176.2 10.1 25.8 82 21.2 0 2.1 

6 月 314 13.7 27.8 79.6 25.6 0 2.4 

7 月 369.9 14.4 28.6 78.7 28.8 0 2.5 

8 月 380.2 17 28.2 81.5 28 0 2.3 

9 月 222.6 10.4 27 82.6 25.2 0 2 

10 月 27.5 2.6 24.5 81.4 16.8 0 1.9 

11 月 15.2 2.8 21.3 79.6 4.1 0.4 2.1 

12 月 21.3 3.4 17.7 77.5 0.5 5.6 2.3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資料(https://www.cwb.gov.tw)，統計期間為 1981-2010 

(八) 景觀 

本社區景觀特色在社區內，以水塘、台糖鐵路及車埕、傳統

農村院落以及隨處可見村名自力 DIY 的美感角落為最大特色，

在社區外圍的農田景觀更將本社區妝點得清新宜人。 

https://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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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水塘 

水塘是舊時水利不發達時期農村必備灌溉設施，社區內目前

仍有共 1.3 公頃讀水塘，現在已發展為村民休閒場所，由於水塘

面積廣大，社區景觀在池水的襯托下，更覺優美宜人。社區以最

簡樸的設計，將新建的景觀自然融入農村環境中，其中木造涼亭

採用最本土最自然的木料-台灣福杉，大家都同意用誠懇的心面

對自己的土地，不求名垂青史，願其隨時光累積，最後歸於塵土。

已整建完成大崙湖濱花園、三號環保公園及水頭花園三處，但就

如一開始的設定，經過時間的累積已有部分花園有所毀損，目前

大崙湖濱花園已經更新完成，除了零星據點外，水岸空間尚待進

一步整建。 

 

(十) 台糖鐵路及車埕空間 

台糖鐵路及車埕空間亦是產業發展遺跡，更是老中青三代族

群的共同記憶，但年輕一代及孩童透過長輩描述，對覆滿風霜的

老設施亦倍感好奇，它見證了大崙社區在嘉南平原糖業發展史上

的地位，目前已整頓好大崙蔗埕公園一直保存良好，詳見文化景

觀單元說明，但鐵道部分尚未發展，未來期待成為社區環村休閒

設施。 

(十一) 傳統農村院落 

另一項景觀特色是傳統農村院落，它豐富了社區農村景觀意

象，目前仍保留數量眾多的曬穀場、狹小的聯絡道、紅瓦建築等

農村空間特色，並以整建咖啡廳及柑仔店兩處老屋，期待未來有

更多老屋能保留，藉此讓傳統農村院落得以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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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DIY 的美感角落 

DIY 的美感角落在社區發展協會推動花園互助會的號召下，

社區內已有多處完整小花園開闢，由於這些打前鋒的小花園多為

不使用水泥、就地取材的 DIY 生態花園，為本社區建立了良好

的示範典範，社區居民普遍對社區未來以「花園」及「水」為主

題的發展願景充滿期待。 

 

(十三) 社區外圍的農業區農村景觀特色鮮明 

社區外圍的農業區農村景觀特色更是鮮明，景緻宜人，傍晚

時分常見居民或慢跑或騎自行車於其間活動，宛如社區專屬之大

型自然公園，在快速的發展下，能保留如此眾多農村景觀特色，

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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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1.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計畫提案階段諮詢生態專家學者意見，掌握生態環境現

況。根據環境狀況，若有需求後續將邀集相關團體及在地居

民，辦理工作坊，彙整各方專業建議，將其納入規劃設計考

量，完善計畫方案。 

2. 環境友善策略 

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以不

破壞生物既有棲地條件為原則，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

程計畫方案，規劃「大崙水塘景觀工程」。工址選擇既有人為

活動區為主，採用生態工法及低衝擊開發等手法；避免干擾現

有生物棲地，並強化其生態營造，以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為目

標。 

（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1. 107 年 7 月 5 日辦理民眾說明會 

2. 108 年 3 月 7 日辦理跨局處會議 

民眾說明會之會議紀錄及跨局處會議之意見，詳附錄九~十四。 

（三）用地取得情形 

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已取得新大崙段 0594-000 及同段

0889-000 土地使用同意書，無用地取得問題，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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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4 土地使用同意書 

（四）相關資訊公開方式等項目 

相關資訊包括規劃願景、方案及辦理進度，也一併將於嘉義

縣政府水利處網站（http://wrb.cyhg.gov.tw）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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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程概要 

大崙社區擁有廟埕、台糖鐵道及蔗埕、水塘等環境資源，且

均位於社區生活圈核心區，因此推動社造之初，社區團隊即擬定

了「綠滿塘前蝶翩翩，大崙花園水故鄉」的明確社區發展願景，

同時以「花園互助會」推行多年，運用團隊力量，在善用生態工

法及尊重鄉村景觀特色的原則下，完成多處環境改造，逐漸建立

居民對團隊及社區環境景觀的信心與認同，更可貴的是，社區成

功透過空間營造凝聚人心，已初步建立人親土親的社區氣氛。惟

現有之相關休憩設施因已老舊，加上仍有少量生活污水排注至埤

塘內，以致埤塘水質尚待改善，埤塘整治及相關設施所需經費相

當龐大，致社區難以負擔，爰配合前瞻計畫提報本案計畫，期藉

由改善埤塘水質及相關休憩設施，並結合生態教育之功能，使民

眾可以更親近乾淨水源，亦使學生更加了解生態保護之重要，期

能推動本鄉整體生態資源保護。另為解決因埤塘週邊排水系統不

足，排水溝高度、排水管徑不足等問題，遇大雨易發生積水，本

計畫亦將針對生活排水系統進行整治，以改善水災害之問題。 

 

本次水環境之計畫以埤塘 889 及埤塘 594 兩處作為改善水

環境之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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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塘 889 地號之基本資料說明 

 

1. 地段地號：水上鄉新大崙段８８９地號 

2. 面積：９８０４．５平方公尺 

3. 使用分區：鄉村區 

4. 所有權人：大崙村新興宮 

5. 目前現況： 

旁邊周邊的住家家庭廢水直接注入埤塘中，汙染埤塘，現有

大崙國小實驗性質的生態浮島培育紅冠水雞。本埤塘有兩處進水

口，屬於農田灌溉用水的朴子支線及梅子厝分線，為乾淨之水源。

現有埤塘生態豐富，然岸邊缺乏整理，底部淤泥約一米深，池水

深度約一米八左右。惟排水口處之水溝長年缺乏修繕，導致本次

８２３水災淹水，因此建議一併改善滯洪淹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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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塘 594 地號之基本資料說明 

 

1. 地段地號：水上鄉新大崙段５９４地號 

2. 面積：３４６０．５９平方公尺 

3. 使用分區：鄉村區 

4. 所有權人：大崙村新興宮 

5. 目前使用現況： 

於民國９２年間完成一千萬之疏洪排水設施工程，因此本次

８２３水災，本區有著完善的排水系統，並未淹水。 

然周邊現有木棧道年久損毀，周邊小公園設施雜草叢生，因

此想藉由本次水環境計畫改善５９４埤塘之水環境空間，創造大

崙親水及生態淨水空間，提供民眾一處親近自然與水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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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崙社區整體水環境改善 

工作重點：社區生活核心提昇生態景觀豐富度，加強生活核

心區及生產區的活動串聯，讓生態主題成為生活區與生產區共同

的環境特色。 

大崙水塘景觀工程說明： 

民國 95 年至 97 年本社區已透過文建會六星計畫執行，充分

討論佔地 1.3 公頃的社區水塘發展方向，共擬定八點發展計畫，

說明如下。 

依社區信仰中心新興宮神農聖帝三點指示為最高指導原則：

池水要活、保持原來外形、逐年慢慢做。 

長期水質淨化工作推動： 

a.長期推動工作計畫： 

  大崙池塘水質汙染大致分為池底底泥持續發酵、周邊零星

家庭廢水、大崙國小生活廢水等三大部分，後兩者執行團隊將與

校方溝通，請其申請綠校園計畫，生活廢水先經校內生態淨化系

統淨化後，再排入池塘；另底泥問題，往後將視情況，約每兩年

趁冬季枯水期抽水曝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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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工浮島生態淨化： 

  據專家學者指導，以人工浮島植栽水生植物也能有效達到

淨化效果，同時也能提供作為野鳥、蛙類、昆蟲、小型動物棲地，

對於社區生態發展非常有效益，逐年增設人工浮島，觀察效益後，

再視情況增減。 

c.人工溼地景觀工程： 

依基地現況及社區使用需求看，水池景觀短期內，計畫分別

於東側進水口，以及西側出水口處，設置人工濕地區，以水生植

物及木棧道造景，同時發揮生態淨化的效能。 

安全為第一要務-降低池岸水深：水深危險是水體景觀常遇

到的問題，由大崙社區過去完成的五處池岸的使用率，可以更加

證明護欄設計並不能化解居民對水深的恐懼，因此建議池岸若能

以漸次加深的方式設計，由 30cm 漸次降至 2 公尺深，則不僅安

全，也可維持原有的蓄洪量。安全、親水、具實質功能、景觀美

為水塘基本設計原則。 

池岸設計以呈現台灣水塘風貌為原則：大崙人的池塘是怎樣

的池塘？台灣本土風貌應該接近我們的想像。風貌改造不可違反

大崙水塘蓄洪功能，因此以台灣風貌水岸應較符合可執行的原則。 

註：台灣水塘風貌主要元素為生態工法水岸，池底深度由邊

緣淺逐漸向中央加深的安全親水工法，池中配置生態島，植栽選

用美人蕉、竹、水柳等本土或原生樹種，池中養鴨。 

保持水塘原有蓄洪功能。 

d.短期水池發展計畫圖 

3-5 年內工程執行共有三項，總配置及分區配置計畫，詳如

下圖：a.東端入水口人工溼地景觀區，b.西側出水口人工溼地景

觀區，c.人工浮島生態景觀區。 



 - 104 - 

 

 



 - 105 - 

 

(二)分項計畫願景一親水環境之創造 

為貼近民眾親水需求，利用污染物削減、污水截流、河川淨

化、濕地淨化等方法，改善河川水質污染情況，並結合基地潛力、

生態環境及地景資源等地方特色，營造生物多樣性濕地環境與生

物廊道，並建構水環境教育場所。 

1.在出水口處規劃具有淨水過濾效果之水生植物與麥飯石

濾材。 

2.多層次過濾淨水，使埤塘水質清淨。 

3.配置導覽解說牌，作為環境生態教育之空間。 

 

利用意象平台、休憩平台、河畔廣場、護岸拋塊石、植栽工

程等方式，融入週邊地景呈現水岸特色，以建構水域優美環境，

提供接近自然、遊憩休閒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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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８８９埤塘改善模擬圖 

 

為貼近民眾親水需求，利用污染物削減、污水截流、河川淨

化、濕地淨化等方法，改善河川水質污染情況，並結合基地潛力、

生態環境及地景資源等地方特色，營造生物多樣性濕地環境與生

物廊道，並建構水環境教育場所。  

1.在出水口處規劃具有淨水過濾效果之水生植物與麥飯石

濾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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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層次過濾淨水，使埤塘水質清淨。 

3.設置塑木棧道，提供民眾觀賞及運動休閒空間。 

 

 

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 

利用意象平台、休憩

平台、河畔廣場、護

岸拋塊石、植栽工程

等方式，融入週邊地

景呈現水岸特色，以

建構水域優美環境，

提供接近自然、遊憩

休閒的空間。  

 



 - 108 - 

 

 

 

利用意象平台、休憩平台、河畔廣場、護岸拋塊石、植栽工

程等方式，融入週邊地景呈現水岸特色，以建構水域優美環境，

提供接近自然、遊憩休閒的空間。 

 

以上為５９４埤塘改善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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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生活排水改善工程 

目前社區積水不易排出的區域分別為二重溝聚落、大崙菜市

場到水頭花園兩側、嘉朴公路南側(二十鄰)集合住宅等三處，需

整體檢視社區排水系統，做整體計畫及部分施工。因此藉由本次

水環境之計畫，改善自埤塘８８９至蔗埕公園之排水溝及溝蓋，

排水溝重新打除設置，長度約為３００米，溝蓋採用可掀式透水

混凝土化妝蓋板，方便日後清淤，解決淹水問題。 

社區內部排水系統現況，以及社區有積水問題須改善之區域。 

 

 

 

 

 

 

 

春珠大排 

梅子厝分線 

朴子支線 

889 埤塘 

594 埤塘 

蔗埕公園 

易淹水區 

300M 排水

溝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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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保育 

工作重點： 

發展生態及低碳社區特色，建構地球公民價值觀，大崙生態

池及人工溼地設置計畫。 

 

說明： 

本項計畫之執行建議執行步驟先觀念啟發教育訓練，並透過

課程引導社區自己研發可行作法，以雇工購料在示範點操作，等

待操作方法成熟，執行成果接受度高後，再以工程發包方式全面

推動。 

大崙生態池及人工溼地設置計畫說明 

大崙生態池及人工溼地設置計畫以人工浮島為主題，計畫建

立野生動植物保護基地，在佔地一公頃的社區埤塘內設置人無法

接近的獨立浮島，營造鳥類及小型野生動物棲息基地，讓大崙社

區內在享受整齊清潔美觀的生活環境，同時未來也能體驗生態的

豐富度。 

生態浮島 

生態浮島是一種針對富營養化的水質，利用生態工學原理，



 - 111 - 

 

降解水中的 COD、氮、磷的含量的人工浮島，生態浮島對水質凈

化，最主要的功效是利用植物的根系吸收水中的富營養化物質，

例如總磷、氨氮、有機物等，使得水體的營養得到轉移，減輕水

體由於封閉或自循環不足帶來的水體腥臭、富營養化現象，宜蘭

的雙連埤浮島以及日月潭都是生態浮島的案例。 

 

浮島上草毯水生植物建議使用的物種有水生黍、水芹菜、水

竹葉等，纖維長又氣室多的特性以增強草毯浮水能力。此外，有

些具有走莖或根莖的挺水性水生植物，如毛蕨、水丁香、水毛花、

水莞等，可作昆蟲食草，並提供某些水棲昆蟲羽化之用。如此多

元化植物類型形成之「水上小森林」可作為蟲、蝶、鳥、獸多樣

棲息環境，尤其水生植物水生系有利於魚類產卵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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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項工程項目 

本案水環境建設費用 4900 萬元整。 

工程名稱 會計科目

施工地點 工程編號

項 次 金額(元) 備註

甲 44,120,172.0 

壹

38,620,600.0 

貳 386,206.0 

參 115,861.0 

肆 2,896,545.0 

伍 2,100,960.0 

5,499,572.0 

乙 4,879,828.0 

壹 1,402,596.0 

貳 3,398,612.0 

參 38,620.0 

肆 40,000.0 

49,000,000.0 

空氣汙染防治費

材料試驗費

總價(總計)

廠商利潤管理費及保險費（甲壹一~甲壹三之約7.5％）

營業稅（甲壹~甲肆之5％）

合計(甲壹~甲伍)

非發包工程費

工程管理費

委託設計監造費

工  作  項  目

發包工程費

直接工程費

合計(甲壹一~甲壹三)

品質管理費（甲壹一~甲壹三之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甲壹一~甲壹三之0.3％）

水上鄉公所

總表[預算]
107年7月30日

大崙水環境

嘉義縣水上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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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會計科目

施工地點 工程編號

項 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編碼(備註)

甲 發包工程費

壹 直接工程費

一 假設工程

1 工程告示牌 組 1.0 3,100.00 3,100.0 

2 擋抽排水費 式 2.0 250,000.00 500,000.0 

3 清淤除泥含整岸坡費 M 827.0 2,000.00 1,654,000.0 

小計 2,157,100.0 

二 地號889 - 

1 截汙排水溝W=80cm m 200.0 5,100.00 1,020,000.0 

2 水綠廣場 M2 1,680.0 5,000.00 8,400,000.0 

3 不鏽鋼護欄 M 120.0 3,500.00 420,000.0 

4 入口意象玻璃銘牌 座 1.0 250,000.00 250,000.0 

5 地條燈 M 250.0 1,500.00 375,000.0 

6 高燈 支 12.0 30,000.00 360,000.0 

7 入口意象變色溫控燈 組 1.0 200,000.00 200,000.0 

8 岸邊蘆葦燈 支 60.0 4,500.00 270,000.0 

9 水燈 組 12.0 8,000.00 96,000.0 

10 塑木棧道(含基座) M2 865.0 6,000.00 5,190,000.0 

11 塑木欄杆 M 646.0 3,500.00 2,261,000.0 

12 池岸砌石護坡 M2 300.0 5,500.00 1,650,000.0 

13 塑木欄杆柱崁燈 只 130.0 3,000.00 390,000.0 

14 木樁浮島 M 220.0 1,200.00 264,000.0 

15 水電管線材料費(含用電申請) 式 1.0 500,000.00 500,000.0 

16 水生植物種植 株 50,000.0 30.00 1,500,000.0 

小計 23,146,000.0 

三 地號594 - 

1 親水石材廣場 M2 605.0 4,000.00 2,420,000.0 *

2 不鏽鋼護欄 M 50.0 3,500.00 175,000.0 

3 水生植物過濾水階 M2 40.0 3,500.00 140,000.0 

4 石材版過橋 M2 30.0 4,000.00 120,000.0 

5 入口意象船型休憩木平台 M2 83.0 6,000.00 498,000.0 

6 塑木欄杆 M 20.0 3,500.00 70,000.0 

7 塑木生態觀賞平台 M2 50.0 6,000.00 300,000.0 

8 塑木欄杆 M 15.0 3,500.00 52,500.0 

9 塑木棧斜坡道(含基座) M2 83.0 6,000.00 498,000.0 

10 塑木欄杆 M 93.0 3,500.00 325,500.0 

11 塑木休憩平台 M2 146.0 6,000.00 876,000.0 

12 塑木欄杆 M 25.0 3,500.00 87,500.0 

水上鄉公所

詳細價目表[預算]
107年7月30日

大崙水環境

嘉義縣水上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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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會計科目

施工地點 工程編號

項 次 項  目  及  說  明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複 價 編碼(備註)

水上鄉公所

詳細價目表[預算]
107年7月30日

大崙水環境

嘉義縣水上鄉

13 石材鋪地石板 M2 150.0 2,500.00 375,000.0 

14 置景石 噸 10.0 5,000.00 50,000.0 

15 多孔隙植台 座 5.0 35,000.00 175,000.0 

16 回填黏質土(含整地) M3 400.0 1,200.00 480,000.0 

17 高燈 支 25.0 30,000.00 750,000.0 

18 矮燈 支 50.0 4,000.00 200,000.0 

19 水電管線材料費(含用電申請) 式 1.0 250,000.00 250,000.0 

20 植草皮 M2 500.0 150.00 75,000.0 

21 水生植物種植 株 20,000.0 30.00 600,000.0 

22 排水溝拆除整建 M 300.0 6,000.00 1,800,000.0 

23 透水混凝土蓋板 M 300.0 10,000.00 3,000,000.0 

小計 13,317,500.0 

合計（甲壹一~甲壹三) 38,620,600.0 

貳 品質管理費（甲壹一~甲壹三之1%） 式 1.0 386,206.00 386,206.0 

參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甲壹一~甲壹三之 式 1.0 115,861.00 115,861.0 

0.3％）

肆 廠商利潤管理費及保險費（甲壹一~甲壹三 式 1.0 2,896,545.00 2,896,545.0 

之約7.5％）

伍 營業稅（甲壹~甲肆之5％） 式 1.0 2,100,960.00 2,100,960.0 

合計(甲壹~甲伍) 5,499,572.0 

乙 非發包工程費

壹 工程管理費 式 1.0 1,402,596.00 1,402,596.0 

貳 委託設計監造費 式 1.0 3,398,612.00 3,398,612.0 

參 空氣汙染防治費 式 1.0 38,620.00 38,620.0 

肆 材料試驗費 式 1.0 40,000.00 40,000.0 

合計(乙) 4,879,828.0 

總價(總計) 4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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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經費 

一、 計畫經費來源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232,194 千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   

期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208,977 千元、地方分擔款：

23,217 千元)。(備註：本計畫經費不得用於機關人事費、設備及投資) 

二、分項工程經費 

表 2.5- 1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經費表 

優

先

順

序 

分項工

程名稱 

對應 

部會 

經費(千元) 

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總計(A)+(B)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小計 

108年度 109年度 

小計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中央 

補助款 

地方 

分擔款 
小計 

1 

太保市

麻魚寮

公園水

環境改

善 

交通部 1,136 126 1,262 11,166 1,240 11,167 1,240 24,813 23,469 2,606 26,075 

2 

鹿草鄉

鴨母寮

排水水

環境改

善計畫 

水利

署、內

政部 

6,431 714 7,145 33,989 3,777 33,989 3,777 75,532 74,409 8,268 82,677 

3 

赤蘭溪

水環境

改善計

畫 

水利

署、環

保署 

5,790 644 6,434 30,604 3,400 30,604 3,400 68,008 66,998 7,444 74,442 

4 

大崙水

環境建

設計畫 

水利署 3,059 339 3,398 20,521 2,280 20,521 2,280 45,602 44,101 4,899 49,000 

小計 16,416 1,823 18,239 96,280 10,697 96,281 10,697 213,955 208,977 23,217 232,194 

總計 18,239 106,977 106,978 213,955 23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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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畫期程 

本計畫各計畫區無用地取得問題，故僅針對規劃、設計、發包、完

工期程等重要時間點，以一甘特圖型式表示預定執行進度，如下圖所示。 

 

 

柒、計畫可行性 

為確保水環境改善計畫進行，探討計畫中各案之可行性，主要以土

地使用可行性、環境影響可行性二個面向探討。 

一、土地使用可行性 

(一) 大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範圍內土地為嘉南農田水利會所有，後續須與各單位協調

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方能使計畫順利推動。 

 

(二)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鹿草水環境改善計畫，計畫範圍內部分公有土地遭占用，合計面積

約 636.85 平方公尺。已協調鹿草鄉公所與居民先行溝通鴨母寮排水改

善所需取得之用地，後續應進行地上物清理作業，而河川區內零星私有

土地，應進行土地徵收作業，以利後續規劃設計進行。 

 

(三) 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計畫範圍皆為公有土地，無用地取得問題。 

 

(四) 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 

計畫範圍皆為公有土地，無用地取得問題。 

 

工程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

月
提案階段

規劃設計階段

工程採購發包

施工監造階段

10 11 12

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改善

計畫：鹿草、中埔、水上、

太保，四處基地

5 6 7 8 912 1 2 3 47 8 9 10 11

107 108 109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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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影響可行性 

確保第三批次提案基地非位於災害地區，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將地

質敏感地區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土石流潛勢溪流等圖資，

與第三批次提案基地套疊，套疊結果顯示各提案基地非位於危險地區，

無安全問題。 

圖 2.7- 1  環境影響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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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預期成果及效益 

1. 景觀生態效益 

本計畫將建設鹿草鴨母寮排水及中埔白石硅圳景觀營造及棲地

營造。除了打造圳路周邊親水及舒適步行空間外，更營造景觀綠美

化、親水遊憩、寓教於樂的環境教育空間。 

本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創造豐富多元的生態棲地，復育紅冠水雞

等特有自然生態動植物，並設置生態浮島，避免人類過度干擾，給予自

然生態動植物一個是和生存的環境，並可提供大崙國小學童及大崙居

民最好的生態教育體驗之空間場所。並設置生活汙水截水溝，避免埤塘

８８９周邊住家的生活汙水排入埤塘內，汙染埤塘清淨之乾淨活水 

2. 觀光遊憩效益  

本計畫實施後，預計可活化及整合嘉義縣中埔鄉、鹿草鄉鄰近

區域觀光景點，並有助於串聯整體嘉義縣觀光產業的發展。 

依據 106 年 5 月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105 年度 1-12 月旅館民宿數

量及旅客人數統計資料顯示，中埔鄉旅館住宿人數 109,147 人、民宿

住宿人數 987 人，總計 110,134 人。另依交通部觀光局 2016 國人旅

遊狀況調查資料顯示，國人國內旅遊次數 104 至 105 年之成長率為

6.64%， 於水環境工程完成後，預估可成長 15%，每人每次旅遊平

均費用為新臺幣 5,334 元，因此概估本計畫實施後因水環境改善所創

造的年經濟效益約 9,396 萬元，若考量不可計量效益加計 25%，則

年計效益為 11,746 萬元。 

3. 不可計量效益 

不可計量效益可分為以下四方面說明。 

(1) 親水：結合景觀步道及賞景空間，落實親水環境 

(2) 生態：透過河岸植生綠美化，打造生態空間 

(3) 安全：掌握水質狀況及遊憩設施維護，提昇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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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力：創造觀光話題並結合周邊資源，促進地方活力 

 

玖、營運管理計畫 

ㄧ、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未來管理單位以嘉義縣鹿草鄉鄉公所為主體，除了公部

門的例行維護，納入周邊聚落居民、社區組織、NGO 團體參與管理

並協助經營周邊軟體活動，透過公私部門間的合作，達到永續經營

的目標。 

未來維護管理面應從整體巡察，狀況提報與處理，設施維修與

相關保全人員之執行以維護建置資源。提供區域整潔、植栽景觀的

維護及完善安全之休憩空間，並針對重點設施進行定期維護，如鴨

母寮排水周邊步道系統及休憩節點管理維護等，透過分級方式將設

施損害之修繕內容區別，依照不同等級的程度定期進行維修，以提

升整體空間服務品質。 

 

二、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未來管理單位以嘉義縣中埔鄉鄉公所為主體，除了公部

門的例行維護，納入周邊聚落居民、社區組織、NGO 團體參與管理

並協助經營周邊軟體活動，透過公私部門間的合作，達到永續經營

的目標。 

未來維護管理面應從整體巡察，狀況提報與處理，設施維修與

相關保全人員之執行以維護建置資源。提供區域整潔、植栽景觀的

維護及完善安全之休憩空間，並針對重點設施進行定期維護，如赤

蘭溪周邊步道及休憩節點管理維護等，透過分級方式將設施損害之

修繕內容區別，依照不同等級的程度定期進行維修，以提升整體空

間服務品質。 

 

三、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未來管理單位以麻寮社區發展協會為主體，以社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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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號召，協助麻魚寮公園周邊軟體活動經營，並透過公部門與社區

組織的合作，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未來維護管理面應從社區組織定期巡察維護，設施維修與相關

保全人員之執行以維護建置資源。提供區域整潔、植栽景觀的維護

及完善安全之休憩空間，並針對重點設施進行定期維護，如麻魚寮

公園周邊環境管理維護等，以提升整體空間服務品質。 

 

四、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後續維護管理計畫如下： 

大崙空間維護一直採用鄰近住戶主動維護為主，志工動員協助為

輔，主要維護志工若覺得有需要動員，再由志工大隊長動員志工協助，

由於目前為止社區空間均由雇工購料完成，志工有比較高的情感及使

命感，因此「前瞻基礎建設─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建設完成之後，公

共空間的管理維護工作，將由社區發展協會、新興宮管委會、大崙村辦

公處等社區三大組織，共同分擔維護管理工作。 

1. 基礎公共設施包括排水溝清淤由新興宮管委會及大崙村辦公處分

工維護管理，如大崙埤塘８８９及５９４周邊景觀維護，生活排水 

2. 社區及大崙國小可以利用大崙埤塘８８９及５９４舉辦生態教育

教學等課程，宣導提倡保護生態環境，共同維持豐富生態棲地。 

3. 社區建立回饋機制後，應檢討社區志工組織權力義務關係，逐漸落

實使用者付費，社區工作部分工時有給制，避免志工疲累。 

4. 大崙村辦公處則主要向水上鄉公所反映大崙埤塘８８９及５９４

之維護照顧情況等，如有必要時可向公所提出經費需求。 

5. 社區志工大隊將延續過去執行原則，以「水環境日」方式動員維護

公共空間，也延續過去傳統，由所有人共同負責維護管理。 

 

拾、得獎經歷 
 

無得獎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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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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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全國水環

境改善計畫-嘉義縣八掌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 

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一、有關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 

1. 布袋鎮菜脯廢液處理場之規劃尚有許多

細節仍須釐清，例如預計收多少家工廠

之廢水？設計處理水量為多少？現況水

質如何？如為截流溝渠水量，其廢液與

民生用水分別占多少比率？處理後產生

之污泥量多少？污泥如何處理？ 

依照嘉義縣政府環保局前期計畫估

算，菜脯廢液最大污水量為

60CMD，現況水質 BOD 濃度為

926~1410mg/L，設計進流水量

350CMD，污泥量 6.67CMD，後續

將設置污泥儲存池存放。 

2. 菜脯廢液配合白蘿蔔產季約 5 個月（11

月至隔年 3 月），請說明非產季時廢液

處理場之污水來源為何？並請補充說明

高鹽度之菜脯廢液是否會造成後續維護

困難。 

如採用建置菜脯廢液處理場之處理

方案，非菜脯產季期間將以處理生

活污水為主。高鹽度菜脯廢液需透

過流水迴流稀釋、接觸曝氣等生物

處理系統，及設置耐鹽溼地之水質

淨化手法，改善水質現況。 

3. 另查貴縣環保局前於 101 年曾向本署提

送類似之補助計畫，當時計畫書所列之

進流水濃度為 BOD 2,000mg/L、COD 

3,333mg/L、SS 800mg/L 及鹽度

19,400mg/L，均比本次計畫表 2.3.5-1 之

進流水濃度高出將近 6 倍，敬請確認現

今之進流水質狀況，是否經前處理後、

進入人工濕地之水質能為水生植栽自然

淨化之承受範圍內。 

為辦理本次水環境提案，水質資料

係由嘉義縣環保局於 107.4.23 實地

採樣成果，如表 2.3.2-2。針對進入

人工濕地之水質，將選用耐鹽性較

高之水生植物，如鹽定、鹽地鼠尾

粟等。 

二、 有關嘉義縣八掌溪流域水環境改善

計畫，中埔藍綠生活軸線水環境營造與大

崙水環境建設計畫內均為配合景觀工程

而設計漫地流，因其水質處理效益有限，

建請改列其他部會。 

有關非點源式污染 BMPS 處理方

式，經 107.12.5 環保署複評會討論

後，奉核補助設計費用。 

行政院 一、 個案意見 

東石漁港水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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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農業委員會 1. 排水系統改善部分，因涉及地層下陷及海

水面上升等環境變遷議題，擬請先行調查

欲施作範圍之地質現況，並以整體區域排

水改善角度思考，勿僅侷限在港區內，另

舊有排水系統改善及魚市場雨污水排放請

依據漁港法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本計畫提案係參考「東

石漁港鑽探報告」及「嘉義縣東石

海埔地排水改善計畫」辦理。 

2. 有關道路鋪面改善工程所用之塑鋼板樁適

逢能承受濱海氣候特性，請予以考量。 

據瞭解塑鋼板樁可以抵擋河水、海

水、土壤、空氣等的侵蝕，且對環

境無污染，原則可承受濱海氣候特

性，縣府已有使用塑鋼板樁之工程

案例，如：栗子崙排水幹線治理工

程及六腳排水系統-應急工程。 

3. 港區內餐飲商店街招商狀況不佳問題，請

提出遊客人數統計資訊以及未來改善後預

估可增加遊客人數，以確認本案執行效

益。 

遵照辦理，本計畫係參照嘉義縣政

府「東石漁港漁港計畫書」辦理，

後續將洽嘉義縣政府文觀局提供相

關資料。 

4. 產銷環境改善工程(防鳥網、鋪面改善、魚

貨處理區)、魚貨不落地販售設施(添購魚

籃、高壓清洗機)等產業環境改善部分，建

請向本署養殖組爭取公務預算，請再予以

檢討。 

敬悉。 

5. 請補充說明何謂生態停車場。 敬悉。結合綠色環境基礎為停車場

設計核心理念，留設植栽帶空間提

供喬木生長環境，增加停車空間的

綠覆率，且融入再地蚵殼再利用的

策略，建構綠化及再地化的停車空

間，如報告書第 43 頁。 

6. 魚市場環境改善相關設施及動線請縣府與

關係人確認是否合於其需求。 

提案階段已於 107.3.23 由縣府漁業

科會同拜會漁會，107.4.10 民眾說明

會相關單位亦出席提供使用需求，

納入規劃考量。 

7. 魚貨不落地政策為漁業署既定政策之一，

但仍須請該府確認魚市場及漁民配合意

願。 

遵照辦理，提案階段已於 107.3.23

由縣府漁業科會同拜會漁會，

107.4.10 民眾說明會相關單位亦出席

提供使用需求，納入規劃考量。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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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1. 布袋港南側海堤堤防高度不足致颱風期間

曾發生溢淹問題，並未說明如何改善，請

予以考量。  

遵照辦理。本計劃為建構布袋漁港

整體環境營造的目標，並強調體驗

路徑串連、優化環境等設計理念。

將補充布袋鎮易淹水及近年重大淹

水地區資料於報告書現況環境概述

章節中，將其資訊做為後續設計階

段參考資料。 

2. 圖 2.3.5-6 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示意圖是

否會影響當地漁民作業，請納入考量。 

敬悉。右岸海堤景觀營造設計以景

觀鋪面、牆面抿石子等設施優化的

策略，皆施作於既有設施結構上，

因此，與當地漁民作業空間不相衝

突。 

3. 以人工溼地的方式進行水質淨化，種植耐

鹽性植物，僅表示該植物能在鹽度相對較

高之區域存活，但是否能夠有效吸附水質

中之鹽份，達到水質淨化之效果，請再行

確認。 

針對進入人工濕地之水質，將選用

耐鹽性較高之水生植物，如鹽定、

鹽地鼠尾粟等。 

4. 本案地下水位較高，布袋鎮菜脯廢液處理

場所採用之處理方式是否有污染地下水之

虞，請予以考量。另菜脯廢液污水排放亦

請依據漁港法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後續設計階段將加強相

關處理之防滲漏措施。 

二、 整體意見 

1. 三案計畫期程有誤，請予以修正。 敬悉。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三

案計畫期程已修正於報告書之中。 

2. 後續維護管理計畫請再詳實說明，籌措地

方工作小組是否為政府之權責，以及是縣

政府或鄉鎮市公所之責，公部門年度編列

預算概估、維管建議頻率、建議之人員組

織編制規模等。 

 

3. 民間自發性的稅金制度標準，建議予以補

充說明。 

遵照辦理。 

4. 本署經費補助範圍主要以漁港範圍為主，

請縣府再行確認計畫中各分項工程所對應

之部會。 

遵照辦理。 

蔡義發 

1. 建議檢視第一、二批次審核意見及已核定

計畫尚待後續辦理者延續性，俾達整體成

效優先考慮提報第三批次計畫辦理。 

遵照辦理，本次提案係以第二批次

之延續性及完善其整體性計畫，優

先提報。 

2. 請已有整體規劃成果及結合或串連既有特

色再加以改善成特有亮點考量用於第三批

次提出。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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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3. 為爭取計畫：請依「全國水環境改善計

畫」計畫評分表之評比因子逐項說明實際

辦理情形併附相關圖資佐證。 

遵照辦理。 

4. 各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對應部會請再查明

詳實填列。 

敬悉，已確認各部會對應之經費補

助範圍，並修正於工作明細表中。 

5. 生態檢核部分：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非僅勾選檢核項目，建購搜集既有生態情

資調查成果，就計畫區範圍於「規劃設

計」及「施工」階段如何減少干擾生態？

尤其如有保育類如何考量之作為建請在自

評表加強說明。 

敬悉。各工區已迴避重要保育物種

之棲地，於施工階段將建立自主檢

核機制，並要求施工廠商於施工日

誌中加入生態記錄並定期查核，若

有異常狀況即時通報。 

6. 估算經費請再核實檢核，以符實際。 遵照辦理。各提案工程經費已檢

核，並修正於報告書各提案章節工

程概要論述。 

游進裕 

一、 沿海風華再現： 

1、 東石漁人碼頭水環境有其必要，除了必

要支安全防護及漁業作業環境改善外，

建議可酌增氣候變遷調適與特色觀光結

合之構想，如此可提高本計畫之前瞻創

意。 

敬悉。 

2、 布袋港區改善其中之ㄧ的關鍵處為菜脯

製程排放水之妥適處理，此項國內參考

經驗欠缺，故需有研究智慧引入，建議

在設計過程請酌增試驗證據之呈現。 

設計階段將結合水環境顧問團及相

關學術單位辦理。 

二、 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 

1、 鹿草：本計畫需與水安全計畫密切銜

接，因此建議提案內容宜補充如何銜接

之說明(包括時程及空間)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報告書內文。 

2、 中埔：計畫河段為百年河道變遷之活見

証，因此水環境營造應有百年時空眼

光，建議將生命週期較短暫的設計，部

分移轉成有百年文化意涵的設計，可增

加本計畫之競爭效益。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報告書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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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3、 水上：計畫區位於聚落核心地帶，因此

水環境改善效益，宜從環境改善之受益

方來思考，有哪些項目為優先，另外學

校的教育功能引入，亦可成為計畫效

益，因此過多的人為步道系統，建議可

酌量調整成更符合受益者的項目。 

遵照辦理。 

4、 大埔：庫區水質保護為計畫重心，因此

本計畫係屬基本建設項別，因此相關經

費編列，盡量參考相關案例，或可加速

顯現計畫效益。 

遵照辦理。 

陳本源 

一、東石漁港：老窮舊透過水環境改善計畫可

有效增進漁貨食安，環境綠美化及雨污水

分流處理，總經費估計 1.6 億善加規劃。 

敬悉。 

二、布袋港鹽館溝：排水分級處理菜脯加工廠

高鹽濃度廢液，建議滯洪池蓄水待枯水期

引入館溝維持水質水文，另穿越水面步行

棧道後續如何維護管理。 

遵照辦理。已補充布袋港鹽館溝水

循環系統，論述於報告書工程概要

的分項工程說明第 85 頁。另外，水

面步行棧道基礎結構採設置再既有

地表上，並採用耐腐蝕木材，強調

材料耐用性，將於後續設計階段更

細緻處理景觀工程細節。 

三、白水湖及新埤滯洪池：是很好的構想，考

量面臨全球暖化水資源危機，建議整體規

劃成千島湖之景觀。 

敬悉。以優先滿足白水湖及新埤滯

洪池的基本滯洪功能需求，千島湖

之景觀建議將納入後續設計階段參

考。 

四、鹿草後巷翻轉：鄉村自然風貌佳，建議設

計道法自然朝生態設計以達景觀生態美。 

遵照辦理。 

五、中埔藍綠生活軸線：臺灣ㄧ些三不管地

帶，河岸易遭丟棄廢棄物，尤其是有害事

業廢棄物，透過空間營造可以防止遭佔

用、誤用。 

敬悉。 

六、水上鄉活化埤塘：現況屬半自然風光，生

態資源豐富，但埤塘面積不大，建議不要

放太多的硬體建設，多些環境教育軟體建

設，避免影響生物棲地的維護永續。 

遵照辦理。 

七、透過水環境低衝擊景觀經營營造，嘉義縣

成為山水嘉義養生防老的城市，建議與嘉

義市將來區域水環境共同營造。 

配合辦理。 

八、水環境顧問團世曦公司工程實務經驗優

良，應可協助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之執

行。 

敬悉。 

一、 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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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經濟部水利署 

張健煌 

1、 鹿草後巷水環境案，尚未召開說明會或

公聽會，請補辦理，另鴨母寮排水有諸

多需拆遷地上物，後續是否可處理，請

再檢討。 

配合辦理。 

2、 大崙水環境案，因擬營造之埤塘非屬公

有地，請再檢討是否符合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提報原則。 

遵照辦理。 

二、 大埔鄉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計畫，依計

畫工作項目，對應部會應為環保署及內

政部，建請修正。 

遵照辦理。 

三、 本次所提及各計畫部分係因維護管理不

佳所造成問題，故請加強後續維管作

業。 

配合辦理，已補充於報告書內文。 

景觀總顧問 

李竭政 

一、 雖然是各鄉的計畫，但仍然要有嘉義縣

的總體戰略，其他各鄉才有機會按照戰

略模式申請經費 

配合辦理，已加強說明大河願景，

包括八掌溪、朴子溪流域整體規劃

戰略於報告書內文。 

二、 建立水環境總體戰略原則 遵照辦理。 

1、 水質改良淨化目標 敬悉。本計畫為重新建立人與水環

境的關係，呼應各個基地環境改善

之特性，可分為強化河道自身淨化

（鹿草）、降低生活污水直接排入

河川（大崙、水上、中埔）、處理

加工產業污水水質淨化（布袋）能

力三種類型水質改良淨化目標。 

2、 有湖面水景的部分應該建立園林式的湖面 敬悉。本計畫水環境營造持續已減

量設計為理念，以建構綠色基盤、

景觀既有設施優化等策略，並強調

再地化設計手法，建構整體的水環

境營造。 

3、 線性河道的水環境應有開花植物做為統一

的主題 

敬悉。本計畫於植栽種類選擇，以

容易維護管理的植栽為優先，並根

據環境設計目的，規劃適當種類，

如非點源污染需具備淨化功能植

栽、水岸邊耐濕植栽等功能為設計

主題。 

4、 親水環境的活動應該多元在地，如輕艇水

上活動 

敬悉。本計畫以綠色基盤建構為主

要推動目標，根據社區聚落需求新

設設施，親水活動的多元性將於後

續設計階段內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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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5、 休閒景觀應該結合生態景觀 敬悉。本計畫呼應「營造優質生活

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的中央

政策，各案環境營造皆有主題定

位，如新埤滯洪池的文化教育生態

節點；六腳休憩廊道的苦楝樹下休

憩廊帶；鹿草的自然水岸生活廊

帶；中埔結合 BMPs 社區活動節

點；仁義潭水建構雨水花園的綠色

基盤教育等。 

6、 以耐候、永久材設置景觀為主 敬悉。本計畫減量設計的原則下，

已考量活動設施之設置必要性，景

觀設施的耐候、永久材等工法及材

質，將於後續設計階段納入考量。 

7、 建立社區水環境休閒觀光內容 敬悉。本計畫水環境營造以優化社

區生活休憩場域為目標，因此，再

空間規劃上優先滿足社區活動需

求，如交流空間、活動草坪、兒童

遊樂設施等設計。 

經濟部水利署 顏

宏哲 

1、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屬整合性計畫，工作

項目包括「水岸環境營造」、「水岸週邊

水質改善、污水截流及下水道改善」、

「水岸環境改善結合週邊環境營造」、

「水岸遊憩據點特色地景營造」、「野

溪、農田排水、漁業環境營造」等項，建

議府內各項計畫盡量予以整合，以形成更

大亮點。 

遵照辦理。 

2、 本計畫內容跨多個部會主管業務，縣府擬

提之相關計畫，應說明對應之部會，俾利

相關部會提供意見，增進審查效率。 

敬悉，已確認各案件之對應部會及

經費補助範圍，修正於工作明細表

中。 

3、 因前瞻計畫有多個計畫同時推動，為避免

重複核定，故請縣府檢視有無重複提報情

形。 

遵照辦理，已配合檢視重複提案情

形。 

4、 本計畫屬競爭型計畫，採審查評分方式辦

理，並訂定評分項目與權重，建議依據本

署訂頒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

業注意事項規定程序、事項(例安全無

虞、無用地取得問題)辦理。 

遵照辦理。 

5、 第 1、2 批次已核定整體計畫，分項計畫

尚未核定者，請優先提報，必形成更大亮

點。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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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6、 本計畫規定應辦理生態檢核、資訊公開與

民眾參與，各階段作業建議應落實。 

遵照辦理，各案辦理情形已補充於

內文。 

7、 貴府已成立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建議

縣府多借重其專業，協助縣府辦理各階段

作業。 

遵照辦理。 

8、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應詳述設施完工後之

維護管理計畫。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報告書維護管

理計畫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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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全國水環

境改善計畫-嘉義縣八掌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 

現場勘查意見回覆 

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蔡義發 

一、 通案性： 

1. 各案計畫應加強說明：現況及問題，再依

願景如何逐項改善或強化方式或工作。俾

達預期成果。 

遵照辦理。 

2. 各案工作計畫書內容請依「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計畫評分表之評比因子內容逐項

說明辦理情形並檢討相關圖資佐證，以利

審核。 

遵照辦理。 

二、 個案性： 

(一) 東石漁港水環境 

1. 本計畫具有營造條件，請加強說明以

往擬營造願景，由其串聯或整體成效

所遭遇問題，如今有何有利條件並克

服那些困難或可執行案件。 

2. 魚市場環境改善外，漁貨拍賣文化如

何呈現併請考量。 

1. 遵照辦理。東石漁港「23.5 微笑

紀行，活力東石灣」願景論述以

補充於報告書第 31 頁。 

2. 敬悉。本計畫已考量東石漁港漁

貨拍賣文化之特性，因此，魚市

場環境改善策略強調妥善規劃零

售區、拍賣區，降低人流穿越造

成污染，並將設置清潔計畫、魚

貨不落地等措施，營造衛生的魚

貨販賣環境。 

(二)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1. 本計畫請加強說明串連周邊既有景點

成為加成效益之亮點 

2. 涉及零星私有地請務必避開。 

3. 菜脯廢液水質如何處理請說明清楚。 

1. 遵照辦理。已補充周邊資源串聯

之加成效益論述於報告書布袋港

整體水環境改善願景之章節。 

2. 敬悉。將依據可行用地調查，於

後續設計階段調整設計內容。 

3. 遵照辦理。菜脯廢液水質處理策

略說明以補充於報告書第 92 頁，

並依據 2018 年 12 月 5 日環保署

第 3 批次提案研商討論會議結

論，本計畫將以曝曬結晶水質淨

化為主要水質處理策略。 

(三) 新埤滯洪池整體水環境改善 

1. 請加強說明第一、二批次以奉核定計

畫內容，目前執行機制及待後續擬第

三批次提出需求俾達整體成效。 

遵照辦理。已補充第一、二批提案內

容說明，及第三批提案之關聯性，說

明內容如報告書分項案件概要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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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四) 鹿草後巷翻轉水環境改善 

1. 請加強說明水與安全改善情形。 

2. 水質如何改善應係本案首要考量，請

詳細說明改善方式及可行性。 

3. 涉及公有地遭佔用建物之排除及零星

私有地之處理，請補充說明。 

遵照辦理，已於報告書內文嘉強敘

明。 

(五) 中埔藍綠生活軸線水環境營造 

1. 計畫書內所述計畫區周邊觀光資源

外，請補充說明鄰近之思親園及興化

廊社區活動中心之既有優勢條件。並

洽詢完成後社區是否有認養意願。 

2. 請參考水源永續與水質問題。 

1. 遵照辦理。已補充周邊觀光資源

優勢條件相關論述於報告書之觀

光資源概況說明。後續於民眾工

作坊之活動確認認養意願。 

2. 敬悉。本計畫採用 BMPs 的設計

策略，透過簡易淨化的策略，降

低週邊社區污染物直接流入白石

硅圳，造成水質污染。 

(六) 大崙社區整體水環境改善： 

1. 大崙國小及沿岸居民廢汙水排入埤塘

之水質改善應有詳細計畫。 

2. 埤塘水源及水質請詳細說明。 

遵照辦理。 

(七) 大埔鄉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計畫 

1. 請列表說明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檢討

前後差異比較表。 

2. 請列表說明截至目前已執行及檢討後

待辦項目。 

遵照辦理。 

經濟部水利

署第五河川

局-吳嘉偉委

員 

一、 本案宜多參照 105 年 11 月 22 日考評會

議之工作計畫格式修正。 

遵照辦理。 

二、 各分項雖由分別單位提報，但建議相關

格式宜統一及資料整合。 

遵照辦理。 

三、 後續管理維護計畫成效關係效益呈現，

宜再加強本項目規劃，避免資源浪費。 

遵照辦理。 

四、 分項目計畫內容順序建議參照優先順序

撰寫。 

遵照辦理。 

游進裕 

一、 鹿草：本計畫提案區段河道，曾經 823

水災時溢淹，因此於水環境改善前，請

確認水安全功能的確保。 

遵照辦理，已配合水利處水與安全計

畫進行綜合考量。 

二、 水上：本計畫能與學校教育結合是其亮

點，但請留意後續水環境改善營造也須

要確保學生安全。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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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三、 中埔：本計畫河段為舊河道之場址，除

了現有環境之改善，建議可擴充其河道

變遷之環境場域闡釋，可提升水文化之

意涵。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文化教育以教育

解說牌方式呈現，或可結合於鋪面設

計，將河道變遷過程圖像化呈現，鋪

面設計細節於設計階段納入考量。 

四、 東石：本次改善區段為著名景區，其老

舊改善實屬必要，亦可展現明顯觀光成

效。 

敬悉。 

五、 布袋：本區段亦為 823 災區，水患舒緩

及水環境改善均需並重。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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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

計畫」現勘與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3月 7日 

貳、地點：水環境現地、本府 402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處長谷樺代                   記錄：陳彥儒技士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報告事項： 

案由：有關「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

境改善計畫」，報請討論。 

簡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簡報(略) 

決議： 

  一、本計畫需重視後續維護管理，且應以長遠營運之觀念來

規劃設計。 

  二、各案植栽及地景應配合當地原生物種，並落實生態檢

核。 

  三、「新埤滯洪池景觀及水環境營造」案，本府將儘速完成

流綜計畫治理工程，以利配合本計畫後續提報工程。 

  四、「太保市麻魚寮排水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案，用地問

題將儘速與嘉南農田水利會協商。 

  五、請依據各委員意見及後續 108年 3月 11日第七河川局

工作坊會議意見一併修正後，儘速提送整體計畫書報

府憑辦。 

陸、散會(下午 12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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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 

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景觀總顧問 李謁政 

一、 願景規劃的邏輯應設定與環境自然生態

為優先的水環境復育。還地予水所建構

起來的生態水環境，其次結合防災防洪

的設施設置，最後才以自然地景生態棲

地為號召的生活休憩規劃。 

配合辦理，已納入整體願景規劃

（報告書 p.3）。 

二、 各個河段主題設計較為缺乏生態棲地復

育的功能，較多形成逕流排放的的鋪面

工程，可以創造暫時滯洪的濕地水環

境，作為生態棲地復育的基礎，才能適

宜地建構生活及遊憩所需的景觀工程。 

配合辦理，已納入發展課題與對策

內容說明（報告書 p.4）。 

三、 滯洪池的護岸工法太過於單一，以致於

滯洪池水岸景觀非常單一無趣。可以在

控制水位的方式去形成類似自然水岸和

森林與園林式的水岸景觀。在滯洪池上

游創造濕地環境的自然景觀有助於遊憩

和生態的發展，形成連環式的滯洪系

統。 

護岸工法因防洪工程考量，仍以維

持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之設計方案。

後續擬配合水環境設計形塑多樣性

的水岸景觀。 

嘉義大學  

陳文俊 

現勘意見 

一、 麻魚寮： 

1. 用地問題可能需再與水利會溝通取得同

意，尤其該會人員敘明民眾之建構設施

與使用皆未與該會取得同意此見，應該

一併解決。 

遵照辦理，預定於 108 年 3 月 14 日

召開協調會討論用地問題，爭取水

利會同意。 

2. 獨角仙之復育是否需要建議再議，概十

年前之放養至今是否仍有群組留存，如

現地環境不適於，亦無須以人為方式強

迫設計出非適種之生態。 

遵照辦理，後續擬以棲地營造為優

先，種植環境適應力強，形態優美

之誘蟲樹種，並增加綠地空間，改

善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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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3. 水路之水質狀況目前是否尚可，只避免

水岸陸側景觀營造後因為水質問題，民

眾親近及水生物種無法營造。 

基地因鄰近太堡市區及麻魚寮夜

市，目前有垃圾棄置、環境髒亂問

題影響水質，後續擬結合村里及社

區營造協會能量，加強維護管理，

降低污染來源。 

二、 新埤： 

8. 目前一批、二批之工程正在施作且二批

核可工程需在 109 年中才完工，本案三

批之申請施作有其必要與延續性，惟需

考慮期程搭配能否符合補助單位之管控

期程，另外亦須預留二階工程若延怠或

變更時三階設計之彈性調整。 

感謝委員提醒，新埤滯洪池屬於縣

府水利處辦理之工程，後續將保持

密切之橫向聯繫，搭配期程辦理。 

三、 六腳： 

1. 本案排水之管理單位似無定論，如能釐

清對未來維管權責較易處理。 

基地屬於朴子溪自行車道範圍，目

前由嘉義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維護管

理。 

2. 本原生態景觀現況尚不錯，建議於延續

一階狀況下，能減量及避免干擾過大現

況擾動之規劃。 

遵照辦理，將以減量設計為原則，

避免大面積擾動現況。 

3. 現況左、右岸高程不一致，且主辦單位

提及去年 11 月現勘時水路水位幾乎與右

岸齊高（雖退水很快），惟目前極端水

文下能需考量水與安全下才能是永續之

規劃，故應了解去年 11 月時該高漲水位

之原因。(因水工科人員敘述無淹水情事) 

遵照辦理，設計構想不影響目前通

水斷面，並種植護坡植物減少現況

表土崩落情形。 

4. 自行車道施做仍應考慮下方鐵軌之穩定

性，避免未來上層自行車站鋪面之毀損

或凹陷，造成行車安全。 

考量自行車道鋪面現況尚佳，本次

提案以改善圳路及景觀環境為主，

後續配合文化觀光局定期維護管理

自行車道品質。 

書面報告 

1. 檢視報告措辭，加強宏觀及有力之敘

述，比如發展問題與對策，河段構想主

題著重於山邊而本案目前係為”原”之

規劃，另外預期效益亦可再針對可計

量，不可計量強化 

遵照辦理，本次提案主要分布於平

原區及海區，將於個案加強說明整

體構想。 

2. 各案中部份背景較老舊者，建議給予更

新或再補入 

遵照辦理，將持續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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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3. 目前各案土地有屬台糖、水利會或私人

宮廟，報告中雖無提無土地使用問題，

推似非完全如此，建議能強化此方面之

解決。 

1. 新埤滯洪池台糖用地：配合新

埤滯洪池本體工程已完成徵

收。 

2. 太保麻魚寮公園水利會用地：

續辦用地取得工作。 

3. 大崙水環境新興宮用地：已取

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將納入報

告書。 

4. 本計畫共提六案，惟似非皆有呈現，公

民參與資料之呈現，且公民參與中 NGO

團體似參與偏少，建議未來可廣邀在地

相關環保或生態等團體之參與提供意

見，可避免未來之紛擾，亦可提升助

力。 

遵照辦理，本計畫於 108.3.9 與邑米

社區大學合作辦理民眾參與工作

坊，近 40 名河川巡守隊志工及社區

大學學員、居民出席簡報討論及基

地走讀活動，並與船仔頭文教基金

會(108.3.9)、布袋嘴文教基金會

(108.3.6~108.3.7)等在地 NGO 組織

交流討論，相關資訊以補充於報告

書附錄。 

5. 部分案件之提案背景仍需考量在地、自

然、減量及低維管之考量，避免刻意之

營造，概有社區聚落者可以強化景觀來

搭配未來生態之復育，無過多要聚落地

方，則以生態營造重於景觀之概念來規

劃，尤其安全問題必須先予考量。 

遵照辦理。 

6. 本計畫中搭配共有六案，於未來維管各

有不同負擔與肩負對象，建議可加強具

體之維管研擬，除可增加競比之優勢

外，亦可有利未來細設規畫時參考納

入。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維護管理策略

於報告書第六章。 

嘉義大學景觀系 

王柏青 

 

一、 流域各計畫點，建議在功能上（例如遊

憩）盡可能增加彼此之互動，互補性，

以增加其效益。 

遵照辦理，補充於報告書院警內

容。 

二、 麻魚寮： 

1. 規劃單元提出之水利日常文化之展現，

立意即好。建議後續相關的規劃細部能

予以呼應 

敬悉。 

2. 生態調查之資料，建議能多加運用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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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3. 現勘過程發現許多鳥類以河道為活動廊

道，建議對河道兩岸之植栽、棲地予以

優化。現區有亞成鳥出現，顯示有其生

態價值。 

遵照辦理，將著重於植栽及棲地環

境優化之設計。 

4. 社區居民所提之獨角仙計畫，需有評

估。在生態調查中，對該物種之描述不

多。 

遵照辦理，後續擬以棲地營造為優

先，種植環境適應力強，形態優美

之誘蟲樹種，並增加綠地空間，改

善自然環境。 

5. 本計畫採用了許多都市景觀設計常用之

植物元素（例如草皮），建議考慮鄉土

植物之運用。 

遵照辦理，擬選用本土植栽為原則

供後續階段執行參考 

6. 河川步道與水面高層有較高差距，可考

慮利用此高度，選擇合適之植物，減少

人對動物之視覺衝擊。 

遵照辦理，擬納入設計原則供後續

階段執行參考。 

7. 水域外來種甚多，可考慮如何運用生態

工法、環境教育以減低其衝擊。 

遵照辦理，擬以生態平衡的概念，

種植相互制衡生長之植栽，作為設

計原則供後續階段執行參考。 

8. 強化水利文化之發揚 遵照辦理，擬將與水利文化呼應之

舖面設計、教育節點說明內容納入

設計原則，供後續執行參考。 

9. 現有許多大喬木被直接去頂，可考慮提

供其改善方式。 

遵照辦理，於後續設計階段進行植

栽調查，識植栽生長狀況適度移除

及補植。 

三、 新埤： 

1. 強化整體景深知塑造。例如步道植栽，

微地形之處理。 

遵照辦理，擬採用喬木、灌木及草

本，營造不同視覺景觀效果。 

2. 植物落葉、落果對水體、步道舖面之影

響，請予以考慮。 

遵照辦理，設計階段植栽將擬選用

易維護管理之樹種，減少後續清理

成本。 

3. 請考慮出入口之空間處理（機能、視

覺） 

遵照辦理，於入口空間設置廣場，

提供休憩停留功能；並種植植栽綠

化環境，營造舒適的景觀空間。 

四、 六腳 

1. 材料形式之運用建議能延續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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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2. 機能之提供需強化，以增自行車使用者

之舒適度。 

遵照辦理，於自行車道兩側補植遮陰

喬木，營造舒適的騎乘環境；設置教

育解說牌及休憩點，推廣在地農業文

化。 

嘉義大學  

曾 碩 文 

 

一、 與社區民眾的溝通及整合，不要只是特

定針對邑米社區大學。 

遵照辦理，本計畫於 108.3.9 與邑

米社區大學合作辦理民眾參與工作

坊，近 40 名河川巡守隊志工及社

區大學學員、居民出席簡報討論及

基地走讀活動，並與船仔頭文教基

金會(108.3.9)、布袋嘴文教基金會

(108.3.6~108.3.7)等在地 NGO 組織

交流討論，相關資訊以補充於報告

書附錄。 

二、 植栽的選用可考量使用灌木，有複層植

栽的意象，木本科的植栽等可符合嘉義

的鄉村意象。 

遵照辦理，擬選用在地適合之樹種

為原則。 

三、 新埤部分 

1. 與工廠村的串聯引導為例，如何適度引

導觀光客進入 

以植栽引導觀光動線，並於入口節

點設置廣場空間，營造入口意象，

吸引遊客進入並提供停留休憩功

能。 

2. 入口是否可考慮與糖鐵意象的整合 遵照辦理，擬於後續設計納入考

量。 

四、 六腳休憩廊道部分 

1. 自行車廊道的串聯元素（如糖業元素

等）如何使用，指標系統的設計 

於停留點設置教育解說設施，介紹

廊道周邊農作；保留糖鐵軌道痕

跡，說明廊道歷史變遷；並於設計

階段納入委員意見，建置設計整體

指標系統。 

2. 元素的延伸使用與 1階 2階計畫的串聯

融合減量。 

遵照辦理。 

3. 食農教育、環境教育與社區之間的溝通

較為重要，未來如何操作。 

透過與社區大學 NGO 團體辦理工

作坊，建立與在地居民共同營造意

識。 

五、 麻魚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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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1. 獨角仙的復育是否合適，請再考量其環

境狀況。 

遵照辦理，後續擬以棲地營造為優

先，種植環境適應力強，形態優美

之誘蟲樹種，並增加綠地空間，改

善自然環境。 

2. 使用者為何，目前的使用方式未來維護

管理是否可行。 

目前使用者為村里居民與社居發展

協會，於 108.2.23 民眾說明會中社

區發展協會明確表達維護管理之意

願，將有助於整體環境之維護。 

六、 赤蘭溪部分 

1. 共融式遊具與社區的溝通後，再確立是

否設計 

遵照辦理，於設計階段將加強與社

區溝通，確認地方意向後確定遊具

形式。 

嘉南農田水利會  

林子筠 李銘塗 

 

有關「新埤滯洪池景觀及水環境營造」、「六

腳休憩廊道及水環境營造（延伸段）」、「太

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等 3案涉及

本會用地部分，請編列預算辦理用地取得。 

新埤滯洪池及六腳休憩廊道兩案，

設計範圍將控制於已徵收用地範

圍，以及目前由縣府文化觀光局租

用管理之用地範圍。太保麻魚寮公

園水利會用地將持續與貴會協調討

論，續辦用地取得工作。 

綜合規劃處 

一、 旨案係屬「水環境計畫」補助範疇，建

議後續提案多與本府「城鄉建設」計畫

提案作結合，本處所提城鎮之心工程計

畫已核定施作地點為本縣民雄鄉及大林

鎮，倘後續仍有水環境計畫提案需求，

建議將上述鄉鎮納入優先考量，以擴大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整合投資效益。 

配合辦理。目前民雄之森範圍內無

水環境相關內容，大林鎮城鎮之心

範圍內尚未完成治理工程，待水與

安全相關工作完備後，可考量與水

環境之結合，擴大整合效益。 

二、 建議水環境計畫多結合觀光、產業面向

的元素，提高計畫豐富性。 

敬悉。 

三、 水岸環境營造請多選用濱水植栽。 遵照辦理，將以適合水岸環境且兼

具護坡功能之在地植栽為主。 

四、 水環境營造計畫請再考量與地之計畫結

合的可行性。 

遵照辦理。 

五、 水環境營造建議凸顯提案地區在地文化

與故事性，型塑在地亮點，以提高計畫

通過的機會。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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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六、 請注意用地取得及後續施作可行性的問

題。 

遵照辦理，設計範圍將控制於公有

土地、已徵收用地，以及目前已由

縣府承租並維護管理之用地範圍。

太保麻魚寮公園水利會用地將持續

與水利會協調討論，續辦用地取得

工作。 

工程施作將以減量設計，避免大面

積的開挖擾動，以及選擇易維護管

理材料，以提升施作之可行性。 

七、 水環境提案地區，請再瞭解可否配合社

區營造的精神，進行在地性的環境改

造。 

遵照辦理，將納入歷次民眾說明會

與工作坊討論內容加強論述。 

八、 提案計畫和設計階段建議要與在地持續

溝通，以減少後續推動阻力。 

遵照辦理。 

九、 後續經費建議要編列植栽修剪養護費

用。 

配合辦理，將納入設計原則。 

文化觀光局 

翁順源 

 

一、 有關麻魚寮公園整建部分，該公園屬性

偏向社區公園，非風景區之觀光遊憩據

點，不符觀光局的補助原則，建議轉向

其他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遵照辦理，將改列申請水利署補

助。 

二、 新埤滯洪池植栽，考慮蟲害防治，建議

不要種植刺桐。 

配合辦理，修正報告書。 

環保局 

蘇義雄 

一、 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該場址主

要有社區生活排水，如能將水質改善設

施納入該場址，會有加分效果。 

敬悉。 

水利署 

一、 水環境提報計畫需無用地問題且防洪無

虞，本次提案部分案件涉及台糖、水利

會或私人土地，故有關用地部分請再洽

權管單位研商妥處。 

遵照辦理，設計範圍將控制於公有

土地、已徵收用地，以及目前已由

縣府承租並維護管理之用地範圍，

私人用地部分，已取得土地使用同

意書。 

太保麻魚寮公園水利會用地將持續

與水利會協調討論，續辦用地取得

工作。 

二、 請落實計畫面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問

題，執行前、中、後隨時檢討，依檢討

結果，辦理調整工項。 

遵照辦理。 



 -附 25 - 

 

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三、 計畫核定後工程預算書請編列「工程生

態保育措施」相關經費。 

遵照辦理。 

四、 請避免大面積裸露或開挖，施工中案件

如有影響生態之疑慮，應先停止施工並

補充調查監測評估，採取必要之補償及

回復措施，待改善後再行復工，無法改

善應考慮取消辦理。 

遵照辦理。 

五、 第三批次提報案件將以 109年可完工案

件為主，相關提案工作項目請再予檢

討。 

遵照辦理。 

六、 貴府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案件資

料，應於貴府網站設置專屬網頁供民眾

查詢，以加強資訊公開。 

遵照辦理。 

七、 民眾參與、NGO、相關關切團體、在地居

民意見，請參採納入計畫書修正。 

遵照辦理，將納入歷次說明會、工

作坊及訪談地方組織意見於報告書

附錄二，並參酌調整提案內容。 

八、 “六腳休憩廊道及水環境營造(延伸

段)”案，現地環境景觀自然，後續相關

工程請保留既有樹木，並採近自然工法

與現地地景融合。 

遵照辦理。 

九、 後續維護管理單位請明確敘明，並請確

認是否可編列例行性維護管理經費，另

可適度推動社區認養，以提升維護品

質。 

遵照辦理。 

十、 新埤滯洪池目前尚在施工中，本次所

報”新埤滯洪池景觀及水環境營造”

案，相關施工界面、期程及辦理工項

等，請再檢討，並以 109年底前完工為

原則修正。 

遵照辦理。將協調滯洪池本體工期

以利介面之銜接。 

十一、 目前所報計畫書係將 6 個案子集中

提報，較難看出計畫亮點，建議以個案

亮點營造方式研擬計畫書，以利後續評

核爭取經費。 

遵照辦理。後續將分別以延續型提

案及地方自提型提案論述，以加強

亮點營造。 

十二、 水質改善為水環境計畫重點項目，

本次所提個案件請再評估是否納入水質

改善項目。 

遵照辦理。目前中埔、布袋兩案已

納入水質改善項目並獲環保署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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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十三、 第三批次提報作業將採兩階段方式

核定計畫，將先要求落實生態檢核作

業，並視落實情形再行核定計畫，故建

議縣府先行邀請相關環團溝通，尤其是

有生態敏感區位案件，應積極溝通協

調，以利後續評核爭取經費。 

遵照辦理。本次提案已陸續完成生

態檢核與民眾參與工作，已納入報

告書內容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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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提報作業南區工作坊 

下午場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一） 

貳、 地點：屏東縣政府南棟 302 會議室 

參、 主持人：李局長宗恩     記錄：涂俊宏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主辦單位報告：略 

柒、 會議意見回覆(嘉義縣) 

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張委員坤城 

1. 嘉義縣各項提案對於 NGO組織、

社區大學、專家學者邀請相當用

心，另生態檢核亦較完善給予肯

定。 

感謝委員肯定。 

2. 縣府以水系概念進行規劃是不錯

之方式，但在第一、二批次已通

過，於第三批次延伸中又包裹新

案，未來在申請中，如遇未通過

將影響過去提案之進行，建議提

出縣市亮點發展優先次序，在未

來實際提案前審慎評估。 

遵照辦理。後續將分別以延續

型提案及地方自提型提案論

述，以加強亮點營造。 

3. 就建築設施部分應盡量符合水環

境改善宗旨。 
遵照辦理，將以減量設計為原

則，避免造成生態擾動。 

4. 部分規劃案現地地層下陷問題嚴

重，各項設施未來管理有沒有疑

慮，另濱海植栽建置不易，規劃

團隊宜在設計過程多加注意。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將透過調

整路面高程、排水系統改善及

打設塑鋼板樁等方式，改善海

水滲漏及排水不良等問題。 

布袋漁港水環境改善經現況調

查，基地位置無排水問題，因

此本計畫以水質改善為重點。 

濱海植栽選種以現地既有樹種

為原則。 



 -附 28 - 

 

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陳委員逸杰 

1. 民雄之森的城鎮之心計畫，若無

再尋求水環境改善計畫的補助，

請縣府統籌單位宜述明。 

遵照辦理，經洽負責單位綜規

處，民雄之森的城鎮之心計畫

係以公園環境改善為主，不申

請水環境計畫。 

2. 至於大林慢城門戶計畫，其中有

育菁清水公園、明華濕地、鹿堀

溝所涉之水環境議題，有多少計

畫內容被排除，縣府是否預計由

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因應，宜說

明。 

遵照辦理，大林慢城門戶計畫

尚待完成水安全設施，並以公

園環境改善為主，不申請水環

境計畫。 

紀委員純眞 

1. 本次各縣市簡報內容，主要仍以

第三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擬提報

計畫為主，倘其中需與其他方案

(計畫)跨域整合，建議各縣市政

府具體表列原因與爭點，載明屬

延續、新增或與待協調計畫，以

及其關聯性與優先順序，俾有效

檢視其必要性，提供後續各計畫

實質審查參考。 

遵照辦理，以水環境延續性案

件或跨單位整合之計畫為優先

排序，並於報告書第一部份說

明。 

2. 另建議經濟部對於水環境改善計

畫與其他方案需整合之子計畫，

與相關部會有一協調處理機制，

就類別調整、優先原則、計畫衝

突或避免重複提案等，有原則處

理方式，如有必要再於後續審查

提列討論。 

遵照辦理，擬依案件工程性

質，辦理跨局處整合會議。 

3. 學術與公民團體參與合作，建議

邀請嘉義大學等院校自然資源相

關科系師生參與生態檢核等相關

工作，並建立更為長期的監測，

據以為環境改善之重要參據。 

遵照辦理，與嘉義大學景觀學

系合作，辦理生態檢核相關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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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4. 嘉義縣擬提報計畫，多屬具有豐

富自然資源，極具有結合生態與

與休閒功能潛力之提案，有機會

營造豐富多樣的水域濕地亮點，

惟因需配套處理交通問題、環境

整理等，方能在短期間聚焦呈現

示範案例的效果。建議擇要排定

優先順序，以可確實解決並整合

中央地方資源者，集中規劃執行

重點，透過生態景觀經營與生活

文化的結合，營創為之一亮、熱

門休閒選擇的好據點。 

遵照辦理。後續將分別以延續

型提案及地方自提型提案論

述，分為「新埤滯洪池水環境

改善計畫」及「嘉義縣八掌溪

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

畫」，以加強亮點營造。 

王委員立人 

1. 提案計畫之簡報，於第二梯

次有三個工程已在施工中，

建議補充說明預定完成日期

及預算執行率，新埤滯洪池

規劃設計的執行狀況。 

水環境第二批次核定工程已於

107 年 12 月 23 日決標，108

年 1 月 8 日開工，預計 108 年

底完工。新埤滯洪池池體工程

執行中，滯洪池景觀及水環境

營造已於第二批次核定規畫設

計費用，現正納入第三批次提

案。 

2. 縣政府提案簡報之原則性予

以肯定，但建議提案說明仍

應放在個案之內容說明及工

程提案排序，尤其是首長施

政考量，請在提案文件或評

估表內容顯現。 

遵照辦理，以水環境延續性案

件或跨單位整合之計畫為優先

排序。 

3. 各提案請補充敘明是否已完

成規劃設計，建議相關期程

亦應在計畫內容敘明。 

於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書

P.9 及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

改善計畫書 P.15 說明整體計

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4. 工程預算之編列，請在計畫

案(係指執行個案)應敘明工

程範圍面積，及依工程會規

定，直接工程費、間接工程

費、管理費等內容之敘明，

避免一個計畫案含括好幾個

工程案。 

遵照辦理，請詳報告書各案分

項工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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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5. 各提案之土地使用範圍，是

否已取得同意書，民眾說明

會民眾參與在個案之認同

度，管理維護計畫。 

遵照辦理，各提案之土地使用

範圍若非公有地，已請各公所

等單位協助協調取得同意書；

民眾說明會之相關資料請參考

附件。 

行政院環保署水

保處 

陳啟仁 

1.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鹽

管溝排水水質改善（水質淨化設

施）有關本案水質改善策略，本

署於 107年 12月 5日邀集貴單位

協商第三批提案之內容，未見修

正至計畫書內。請說明 P.73提出

之 4種改善策略是否有進一步之

考量。 

於 108 年 3 月 8 日拜訪洲南鹽

場，詢問曬鹽相關執行細節。

由於曬鹽人力需求大，且曝曬

流程隨氣候有所變化等管理維

護困難因素，故將設計策略調

整為沉澱、氧化塘、雨水回收

池等淨化流程，配置於既有魚

塭水池中，以改善水質。後續

擬安排與相關專家學者討論其

淨化的可行性與效益。 

2. 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無意

見。 

敬悉。 

行政院漁業署 

溫博文 

1.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各工項

對應部會，建議予以明列。 

遵照辦理，對應部會請詳附件

六。 

2. 東石漁港排水改善請注意排水方

向，除避免淹水外，應考量排入

港區是否造成港城水質污染。 

遵照辦理，將於設計階段納入

考量。 

3. 東石魚市場污水收集後之處理方

式，請補充說明。 

魚市場污水收集後將排放至水

利處排水系統。 

4. 布袋漁港增設空堤以增泊位，其

用途是否合於水環境改善計畫之

規定，建請予以考量。 

遵照辦理，將持續與民眾討

論，並於設計階段納入考量。 

交通部觀光局 

楊規劃師文龍 

一、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1. 因位於本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

區」經管範圍，有關觀光建設請

逕洽該處。 

遵照辦理。 

2. 漁港及海堤皆有專法專管，宜請

中央相關單位協助。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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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二、「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

計畫」及「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

環境改善計畫」要本局支持，惟

皆於排水流域旁進行美化或公園

化，且非觀光或遊憩景點，對應

單位不宜列入「交通部觀光

局」。 

「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

善計畫」及「太保市麻魚寮公

園水環境改善計畫」周邊皆有

豐富的在地文化資源，具發展

觀光或遊憩景點潛力，補充相

關說於報告書中。 

林務局嘉義林管

處 

汪技士琮瑋 

1. 林務局目前正推行建置「國土生

態綠色網絡」，水環境雖注重在

水域的治理，但水域同時也是重

要的生態藍帶及廊道，而沿岸也

是有許多空間宜進行一體性的綠

化，也請縣府可考慮河流沿岸，

甚至是臨近閒置的公有土地進行

「生態造林」，如此串連起來可

形成對野生動物友善的網絡。 

遵照辦理。 

2. 林務局也負責國有林的集水區治

理及治水防洪工程，而一條河的

上下游是一體的，故若水環境相

關工程著臨近國有林地，還是請

注意橫向的溝通。 

遵照辦理，目前提報案件並無

鄰近國有林地。 

經濟部水利署 

顏簡任正工程司

宏哲 

1. 各分項案件對應部會宜對應清

楚，對應之經費額度亦應載明。 

遵照辦理，修正對應單位。 

2. 水質不佳部分，應優先改善或併

辦改善。 

遵照辦理。 

3. 既有設施改善部分，應力求工程

減量，能留用部分儘量留用，並

使用透水鋪面，既有喬木建議儘

量保留。 

遵照辦理，依此原則規畫設

計。 

4. 後續維護管理經費由縣府自籌，

請補充說明各計畫維護管理組織

與經費來源。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維護管理

策略於報告書第六章。 

5. 簡報內容與時間應更精準掌握。 感謝委員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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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意見說明 意見回覆 

6. 所擬部分整體計畫規模過於龐大

(例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

環境改善計畫)，計畫績效難以掌

握呈現。 

遵照辦理。後續將分別以延續

型提案及地方自提型提案論

述，分為「新埤滯洪池水環境

改善計畫」及「嘉義縣八掌溪

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

畫」，以加強亮點營造。 

經濟部水利署第

五河川局 

許錫鍾 

1. 計畫中主要在打造水岸風貌，建

議可增加改善水質污染工作及加

強活絡在地文化之說明。 

遵照辦理，補充相關說明。 

2. 計畫未具後續維護管理之說明，

建議增加維護管理方式及經費來

源。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維護管理

策略於報告書第六章。 

結論 

一、各縣市提報案件，請依本工作坊各委員及各相關單位意見修正計

畫。 

二、二、修正後之計畫書請依規定時程逕送轄區河川局辦理評分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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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政府第 3 梯次提報案件 

評分委員會議紀錄 
 

壹、審查時間：民國 108 年 4 月 3 日 

貳、審查地點：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後棟 2 樓） 

參、主持人：陳局長中憲                記錄：吳嘉偉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發言者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林委員連山 

一、嘉義縣第 1、2 批次之執行效果佳，

唯提報四件均自評 89分。 

感謝委員肯定，四件計畫期望能爭取中央補助，

優先順序以工作明細表呈現。 

二、嘉義縣沿海水環境計畫 

1.請確認二個子計畫均非位於相關濕地保

護區域林班地範圍而可以即時執行。 

遵照辦理，經與營建署環境敏感區圖資套疊，計

畫位置均非位於相關濕地保護區域範圍，周邊濕

地範圍詳第二部分-壹-二-(五)及第二部分-貳-二

-(六)。 

2.東石漁港目前已具有一定規模，本計畫

又列 1.59億元之緣由請說明。 

東石漁港內包含文觀局 BOT經營之東石漁人碼頭

及漁業處管理之漁港作業區。然而本次提案之漁

港作業區現況老舊、道路硬體及觀光相關設施缺

乏修繕、區內排水不良、區內餐飲商店街招商狀

況不佳。透過整合現有資源，清楚盤點現況問

題，重點式進行改善，與漁人碼頭觀光串聯，加

值整體工程效益。 

3.計畫區有黑面琵鷺等保育類動物未知有

無邀請鳥會參與？ 

感謝提醒，工址位於漁港區，漁港內部工程不影

響周邊生態環境。本計畫於於 107.09邀請荒野保

護協會參與生態檢核討論會。 

三、新埤滯洪池水環境計畫 

1.實施範圍經調查有環頸雉、黑翅鳶、燕

鷗、雨傘節、草蜥等珍稀動物有具體的保

育對策。 

工址位於新埤滯洪池池體工程範圍內，本計畫期

許以補償策略，針對防洪工程影響之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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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棲地復育。 

2.工區內的私有土地應有解決對策。 

工址位於新埤滯洪池池體工程範圍內已徵收之公

有土地，無用地取得問題。後續設計階段將再度

與台糖、水利單位會勘並確認工程範圍。 

3.雖與在地 NGO 團體邑米社區合作但宜針

對特定物種，邀請相關領域人員參與意見

如六腳休憩廊道的植物保護作為。 

遵照辦理，配合規劃設計進度，邀請嘉義大學景

觀學系、森林學系、土木學系、生物學系等教授

及生態學會等，舉辦生態檢核討論會、參與現

勘，持續聽取專家意見調整設計內容。 

四、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區內有諸羅樹蛙、斑龜等珍稀動物，應

有迴避、縮小等作為。 

工址選擇既有人為活動區為主，採用生態工法及

低衝擊開發等手法；避免干擾現有生物棲地，並

強化其生態營造，已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為目

標。 

2.請說明公民參與有沒有邀請 NGO或相關

團體參與？ 

遵照辦理，本計畫除了於 108.3.9 與邑米社區大學

合作辦理民眾參與工作坊，近 40 名河川巡守隊志

工及社區大學學員、居民出席簡報討論及基地走

讀活動，並與船仔頭文教基金會(108.3.9)、布袋嘴

文教基金會(108.3.6~108.3.7)等在地 NGO 組織交

流討論，相關資訊以補充於報告書附錄。 

張委員皇珍 

一、嘉義縣符合地方創生第一優先的鄉鎮

有東石、布袋、大埔及阿里山。本次會議

嘉義縣政府提出的水環境改善計畫其中有

公園、景觀、社區..等等相關工作項目，

建議應融入鄉鎮地方特色的 DNA、文化。

未來地方發展才有整體性。 

遵照辦理，東石漁港及布袋港皆以在地漁業鹽業

文化為主題，進行環境規劃設計。並於 107.4 及

107.7 分別舉辦在地民眾說明會，透過與漁會和在

地居民交流，促進環境關懷，有助於未來維護管

理的執行。 

二、在民眾參與操作部分，對於工作坊、

說明會等地方人士、民眾的建議及反對意

見，如何回應及處理？另外在資訊公開部

分亦應在縣府的社群如 FB、LIN@或網站

揭露。 

針對民眾的意見積極討論回應，並持續調整設計

內容。如東石漁港魚市場規劃與漁民討論後，以

魚籃取代平台放置漁貨，保持清潔同時不影響運

貨作業。 

嘉義縣水環境資訊於嘉義縣政府水利處網站公開

外，社區大學臉書社團也有工程執行之現況資

訊。 

三、對應觀光局的水環境計畫，在規劃設

計上，應在休閒觀光效益或目標，最好要

亮點。 

遵照辦理，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以

翻轉後巷為主題進行環境規劃，創造跨鄉之水岸

綠地，將成為社區亮點；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

境改善計畫則以獨特的地理位置，結合廟宇及農

田水利，發展環教育，並吸引周邊鄰近產業區人

口聚集，提升觀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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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委員駿明 

一、嘉義縣所提沿海水環境改善計畫，因

鹽業沒落及漁撈資源匱乏，無法保住吸收

大量人潮繁榮地方僅注意地景改善，增設

遊憩設施，期待風華再現若無創新作法，

恐無法成功，建議鼓勵發展海水養殖事業

策略，並結合東石瀉湖、外傘頂洲、鰲鼓

溼地及北港溪、朴子溪河口溼地等豐富自

然風貌辦理生態之旅，可能效果會更好。 

遵照辦理，將東石瀉湖、外傘頂洲、鰲鼓溼地及

北港溪、朴子溪河口溼地等資源一併納入遊程規

劃。 

二、布袋右岸海堤重建休憩觀景(鹽田)廊

道，採用抗鹽蝕材料、形式儘量簡單，一

定間隔才設觀景台乙處，原渠道化鹽館溝

排水、拆單邊側牆採複式斷面，以營造水

生植物帶，為豐富植被，請就為當地原生

種、潮漲潮退水位變化或採用緩坡自然調

整，以營造複層式植生綠化。 

遵照辦理，於設計階段納入考量。 

三、新埤滯洪池租用台糖土地，因糖業沒

落而轉形未耕作土地，請溝通業者同意將

鐵軌鋪面拆除，以恢復自然原始風貌，減

少人為侵入性干擾，以利珍貴稀有保育類

野生動物(二級)環頸雉、黑翅鳶、燕鷗等

繁延，若需解說糖業（種甘蔗插秧）文

化，可保留部分，以利解說。 

本計畫工址位於新埤滯洪池池體工程範圍內，以

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並復育生態棲地為規劃原

則，周邊台糖土地及鐵軌不在本次規劃範圍內。

後續設計階段將與台糖公司協調工程介面，可建

議恢復自然構想供參，並納入解說系統。 

 四、六腳親水廊道，除邊坡改採近自然砌

石工法施設外，河中請建立深水河槽，除

可控制雜草生長面積，水流流動可減臭，

並利水中生物棲息。 

溪厝排水主要功能為大雨排水，無固定水源補

給。參考委員意見，後續將於設計基段納入考

量。 

王委員立人 

一、嘉義縣於第一批次之執行效率予以肯

定，但建議本次提案的整合在縣府之最高

成層級為何(請提供佐證資料)，另雖提案

四大案，但各大案有 2-4個子計畫，但子

計畫又有 3-9項的次子計畫，請考量如何

管控執行效率及品質，次子計畫的工程項

目是否整合成一件工程應做更明確的資訊

呈現，包括民眾參與，生態評估，工作期

程等項目。 

嘉義縣水環境提案整合最高層級為縣長，計畫執

行受歷屆縣長關注，於 107.04.23 向張前縣長簡

報，並於 108.03.09向翁縣長簡報本計畫內容。 

發包作業原則以各子計畫為單位。第二批次案件

考量規模及管理，將三子計畫合併以最有利標發

包，以徵選業績較佳之廠商。後續也將視核定計

畫之規模，採有效管理之方式辦理。 

二、民眾參與不僅在列舉說明會的場次，

更應整理民眾的回應意見在計畫案敘述內

容。 

遵照辦理，計畫書內皆有詳細記錄民眾之提問與

意見，請詳附錄八~十公民參與工作坊之會議紀

錄。 

三、提案之內容如有涉及水質改善之目

標，建議應明確敘述預定改善之數值，尤

其是利用水生植物或滯洪池、濕地淨化、

可應說明淨化的粗估值及未來水體的等

級，另配合管理維護計畫之擬辦。 

遵照辦理，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水質改善

推算詳第二部分-貳-五-(二)。 

四、生態評估有些有珍稀動物但如何反映

在規範設計準則應補強或者區化生態核心

區緩衝區在設計規範內容的考量，尤其是

如何運用棲地觀念與動植物特性的規劃更

與維管強結合考量 

遵照辦理，優先採取迴避策略，計畫皆以不影響

周邊生態環境並復育生態棲地為規劃原則。以減

輕策略提出工程設計，採易維護管理鋪面材質及

植栽種類，降低後續管理成本，促進環境永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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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盡量縮小工程範圍，將綠化面積最大化作為

目標，全數保留現地植栽，並種植植栽補償工程

影響之棲地環境。 

五、計畫案工項費用之編列內容單價有部

分偏高另屬於設備範圍是否屬補助範圍，

例如東石漁港案之停車場綠美化商店街鋪

面改善魚市場改善之設備。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經與漁業署討論，已所

減工項內容，後續將持續與漁業署確認補助範

圍。 

漁港現況有海水滲漏問題，商店街前鋪面改善工

程將一併改善排水環境。 

水利署 

顏簡任 

正工程司宏哲 

一、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案 

1.水環境改善計畫規定提報案件必須無安

全之虞，惟依計畫書列有拓寬排水道工作

項目，請說明是否違背計畫前開原則。 

鹽管溝河堤改善工程拆單邊側牆，採複式斷面，

以營造水生植物帶。修改於報告書第二部分-貳-

五-(二) 

2.人行景觀步道一項提列經費 9269萬元

其必要性請補充說明。 

遵照辦理，將在檢視單價合理性。布袋南堤未來

工廠將遷移，遷移後之空間有潛力營造成為堤岸

休憩平台，另長期規劃建議可納入周邊步行空間

一併規劃，提升整體發展。 

3.用地取得情形，請補充說明。 
設計範圍皆位於公有地，無用地取得問題，已修

正於計畫書第二部分-貳-二-(七) 

二、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書：

用地取得與民眾占用排除部份，請補充說

明。 

設計範圍皆位於公有地，遭佔用之公有地已與鄉

公所協調，無用地取得問題。已修正於計畫書可

行用地調查。 

三、工程設施宜減量，宜儘量採用透水性

鋪面，生態調查資料應融入工程設計中並

提出因應方案。 

遵照辦理，於後續設計階段納入考量。 

環保署 

王技正建東 

一、本署支持「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

造-鹽館溝排水水質改善（水直淨化設

施）及「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BMPS工

程等 2案規劃設計」。 

敬悉。 

交通部觀光局  

陳奕威 

一、有關八掌溪及朴子溪水環境改善工程

計劃，其中太保市麻魚寮及鹿草鄉鴨母寮

等地打造休憩據點，惟前 2案都屬於較地

方性的休憩據點，周邊也缺乏觀光景區，

亦不是嘉義縣政府觀光單位推動重點，如

上開 2案計畫重點為推動發展觀光，建議

應先以活化在地産業為主，其次才是水質

及景觀改善。 

遵照辦理，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以

翻轉後巷為主題進行環境規劃，創造跨鄉之水岸

綠地，將成為社區亮點；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

境改善計畫則以獨特的地理位置，結合廟宇及農

田水利，發展環教育，並吸引周邊鄰近產業區人

口聚集，提升觀光效益。 

二、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缺

乏觀光效益應請補充。 

遵照辦理，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以

翻轉後巷為主題進行環境規劃，創造跨鄉之水岸

綠地，吸引周邊鄰近馬稠後工業區人口，提升觀

光效益。 

一、東石漁港水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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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 

溫博文 

1.請補充改善本漁港水環境後之效益評估

量化。預估效益亦請分案呈現，以利檢

核。 

遵照辦理，調整於計畫書第二部分-陸-二。 

2.道路路面加高是否影響周邊排水效益或

反造成周邊土地淹水，請再予以整體評

估。 

區內整體排水皆與水利處排水系統銜接，優化環

境。 

3.漁市場環境工項 4消毒清潔相關設備，

以及工項 5漁貨不落體販售設施雖屬漁業

署政策之一，但請對應水環境改善計畫原

則，以避免爭議。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經與漁業署討論，已所

減工項內容，後續將持續與漁業署確認補助範

圍。 

4.塑鋼板樁工項費用，建請核定估訪價。

道路舖面刨除之有價料後續建請考量。 

遵照辦理，後續於設計階段建議設計單位進行訪

價作業。 

5.太陽能棚架之用途為何？請補充說明。 
考量停車場遮陰問題，設置太陽能棚架，以達到

綠能低碳的永續環境。 

二、布袋港水環境營造 

1.塩管溝排水排入布袋港之水質，請核於

相關排水水質規範，以避免污染布袋港海

域水質。 

遵照辦理，於後續設計階段納入考量。 

2.第三碼頭建設突堤增加泊位以及增設冰

櫃，卸漁機等設施，請對應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原則，以避免爭議。 

遵照辦理，策略後續建議納入長期規劃。 

結論 

一、本次經評分委員會議彙整評分結果附件 1，後續由本局提報經濟部水利署彙辦依優先順

序核辦。 

二、本工程範圍經縣府確認無防洪疑慮及用地問題，且工程可於 109 年底完成發包，如未能

於 109 年底發包時同意取消補助。 

三、本工程建議於本批次同意辦理，各委員意見詳如本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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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生態檢核自評表-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朴子溪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太保市麻魚寮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招標辦理中 紀錄日期 108.02.01 

工程期程 107.04～108.10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20,056 

基地位置 行政區：_嘉義 縣_太保市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麻魚寮公園位於太保市區與朴子溪間之三角綠地空間，緊鄰麻魚寮排水、嘉南大圳北幹線，為二大排水路之間之重要休閒活動空間，因此透過水環境之

改善，規劃麻魚寮公園為太保市周邊兼具景觀及生態多目標功能使用之公園綠地。 

工程概要 

1. 河岸漫步道:既有步道改善、休憩觀景平台 

2. 三角綠洲景觀營造:入口意象營造、活動廣場、活動草坪 

3. 農田水路藍帶營造:堤岸邊坡綠化、步道鋪面改善及綠美化 

預期效益 本計畫實施後，預計可活化及整合嘉義縣番路鄉鄰近區域觀光景點，並有助於活絡周邊觀光旅館資源，串聯整體嘉義縣觀光產業的發展。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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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周邊可能出現之關注物種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工址附近有既有麻魚寮排水、嘉南大圳北幹線等水路。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1)水域生態：魚類共4種，以三星鬥魚為優勢種，其他還包含琵琶鼠、線鱧、大肚魚。螺貝類則有：石田螺及福壽螺。 

(2)陸域生態：烏類共11種，兩棲爬蟲類5種，哺乳類3種。鳥類為白頭翁、麻雀、紅鳩等。兩棲爬蟲類仍以黑眶蟾蜍及澤蛙為普

遍分布的種類。植物方面，河岸草生地之植物組成大多為常見之多年生草本植物，其餘則為農地及次生林。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若只是改善堤頂道路景觀與堤後植被，應無明顯生態課題。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以生態休閒為主題，配合麻魚寮公園的環境條件，規劃適當的休憩空間，運用生態工法與減法設計方式，建構「生態、休憩、安

全」核心價值，達到人為活動與自然棲地的平衡發展。 

  □否：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

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各據點之環境營造，均將先調查是否有關注物種或重要棲地之確實分布，落實研擬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提出對環境最

少衝擊之工程配置方案。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

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並召開跨局處會議，邀請景觀總顧問及相關單位提供意見，歷次會議番

路鄉公所皆派員參加，並於鄉公所辦理地方說明會。民間團體亦出席提供意見，供規劃單位修正報告。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辦理民眾說明會、縣府新聞稿公開資訊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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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附- 41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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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生態檢核自評表-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朴子溪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招標辦理中 紀錄日期 108.01.03 

工程期程 108.10-109.12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82,677 

基地位置 行政區：_嘉義 縣_鹿草 鄉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本計畫將結合排水改善工程與沿岸的水環境營造，及周邊社區產業及觀光遊憩等資源，打造生態、產業、觀光體驗共存共享的觀光遊憩景點。 

工程概要 

1. 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 

2. 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 

3. 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 

4. 鴨母寮排水護岸改善工程 

預期效益 
本計畫將建設嘉義鹿草景觀營造及棲地營造。除了打造圳路周邊親水及舒適步行空間外，更營造水岸景觀綠美化、親水遊憩、寓教於樂的環境教育空

間。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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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計畫範圍內可能有諸羅樹蛙、南海溪蟹、斑龜等特殊物種。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工址位於八掌溪流域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本計畫範圍於鹿草鄉鴨母寮排水，範圍周邊可能出現之生態物種，鳥類以麻雀、白喉文鳥、小卷尾、斑文鳥、金斑鴴、燕鴴為

主，此外，也為諸羅樹蛙、南海溪蟹、斑龜等特殊物種棲息之環境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以不破壞生物既有棲地條件為原則，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否：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

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工址選擇既有人為活動區為主，採用生態工法及低衝擊開發等手法；避免干擾現有生物棲地，並強化其生態營造，以環境教育及

永續發展為目標。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

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並於 107年 3月 9日、3月 13日參與鹿草鄉公所舉辦之鄉政顧問會議，

了解在地居民對於鴨母寮排水整治的看法，廣納各方意見。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於 107年 7月 26日辦理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民眾說明會。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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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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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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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生態檢核自評表-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八掌溪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招標辦理中 紀錄日期 108.01.03 

工程期程 108.10-109.12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74,442 

基地位置 行政區：_嘉義 縣_中埔 鄉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水環境改善規劃原則包括：藍、綠帶水岸及綠帶空間規劃，引入低衝擊開發構想，導入適當親水遊憩活動，並針對既有服務設施功能予以加強，提升整

體水環境美質與休憩品質。 

工程概要 

1.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 

2. 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 

3. 舊河路意境空間 

4. 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程 

預期效益 

1. 親水：結合景觀步道及賞景空間，落實親水環境 

2. 生態：透過河岸植生綠美化，打造生態空間 

3. 安全：掌握水質狀況及遊憩設施維護，提昇環境安全 

4. 活力：創造觀光話題並結合周邊資源，促進地方活力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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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工址位於赤蘭溪流域。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水域生態:魚類以慈鯛科之吳郭魚、鯉科之粗首鱲、鰕虎科之明潭吻鰕虎與斑帶吻鰕虎數量較多。水生昆蟲以雙翅目搖蚊科、蜉

蝣目姬蜉蝣科及毛翅目網石蠶科數量較多。 

陸域生態:鳥類以小環頸鴴、紅鳩、棕沙燕、麻雀、小雨燕、赤腰燕等數量較多。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本計畫範圍於赤蘭溪舊河道，周邊多為住宅、工廠、果園等人為使用區域，文獻資料與現地並未發現關注物種。經評估生態、

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

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

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並辦理民眾說明會，了解在地居民對於赤蘭溪整治的看法，廣納各方意

見。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於 107年 7月 26日辦理民眾說明會。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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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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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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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生態檢核自評表-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嘉南大圳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磐禹建築

師事務所 

工程名稱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辦理提案中 紀錄日期 107.11.12 

工程期程 107.09～109.12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49,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嘉義 縣_水上__鄉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以水上鄉大崙村內之 889地號及 594地號埤塘範圍內為主，包括：藍、綠帶水岸及綠帶空間規劃，引入低衝擊開發構想，導入適當親水遊憩活動，並針

對既有服務設施功能予以加強，提升整體 889地號及 594地號埤塘親水水環境美質與休憩品質。 

工程概要 

5. 水上鄉新大崙段 889地號埤塘水環境改善 

6. 水上鄉新大崙段 594地號埤塘水環境營造 

7. 大崙水系淹水問題改善(排水系統清淤) 

預期效益 

1. 增加區域親水空間及高灘地利用空間約 1.3 公頃。 

2. 增加 2 處埤塘水環境營造景觀工程，同時作為遊憩及生態教育處所。 

3. 增設 2 處礫間淨化示範區，作為水質淨化及示範教育基地。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磐禹建築師事務所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

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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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關 注 物 種

及 重 要 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紅冠水雞、諸羅樹蛙、毛蕨、水丁香、水毛花、水莞等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嘉南大圳灌溉水系                                                

  □否  

 

生 態 環 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鳥類物種以紅冠水雞為主要優勢種，及諸羅樹蛙等物種。植物分布包括毛蕨、水丁香、水毛花、水莞等普遍分布之原生草本植

物為主。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工址水域生態以埤塘型人工湖的埤塘，以現有 889地號及 594地號埤塘範圍內為主，減少對生態之影響。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以局部清淤及增設周邊汙水截水溝等阻止附近民間廢水排入埤塘中，設立環湖步道並增加水上浮島等鳥類棲地。 

  □否：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

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埤塘周邊採多孔隙生態棲地概念設計，並增加挺水植物與浮水植物等複層式生態棲地，來營造小生物棲地之生存環境。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 方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

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並召開跨局處會議，邀請景觀總顧問及相關單位提供意見，會議水上鄉

公所皆派員參加，並於鄉公所辦理地方說明會。民間團體（大崙社區協會）亦出席提供意見，供規劃單位修正報告。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 畫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辦理民眾說明會、縣府新聞稿公開資訊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 計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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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 工 計 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 態 保 育

品 質 管 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 工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 工 後 生

態 資 料 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 工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 態 檢 核

資 料 建 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 估 資 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附- 53 

 

附件-現況照片 

 

大崙段 889 地號埤塘 大崙段 594 地號埤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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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自主查核表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自主查核表             日期：107/12/26  ver.3 

整體計畫案名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 

1.整體計畫 ■正確   □應修正 
整體計畫案名應確認一致及其內容應符合「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目標、原則、適用範圍及無用地問題。 

2.整體工作計畫書格式 ■正確   □應修正    

本工作計畫書一律以「Ａ４直式橫書」裝訂製作，封面應
書寫整體計畫名稱、申請執行機關、年度月份，內頁標明
章節目錄、章節名稱、頁碼，附錄並須檢附工作明細表、
自主查核表、計畫評分表等及內文相關附件。 

3.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整體計畫範圍、實施地點，並以 1/25000 經建版地圖
及 1/5000 航空照片圖標示基地範圍與周邊地區現況。 

4.現況環境概述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整體計畫基地現況及鄰近區域景觀、重要景點及人
文社經環境情形、地方未來發展規劃內容及生態、水質環
境現況。 

5.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完整   □應修正 

確認府內審查會議之建議事項、用地取得情形、生態檢核
辦理情形及相應之環境友善策略、召開工作說明會或公
聽會等公民參與情形、資訊公開方式等項目及府內推動
重視度(如督導考核辦理情形)等項目 

6.提報案件內容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本次申請整體計畫之內容、動機、目的、擬達成願景
目標、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已核定案件執行情
形、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等內容 

7.計畫經費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提案計畫之經費來源、需求，並述明各中央主管機關
補助及地方政府分擔款金額，及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8.計畫期程 ■完整   □應修正    
確認用地取得情形及各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發包、完
工期程等重要時間點，以一甘特圖型式表示預定執行進
度。 

9.計畫可行性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提案分項案件相關可行性評估，例如：工程可行性、
財務可行性、土地使用可行性、環境影響可行性等，請檢
附相關佐證資料。 

10.預期成果及效益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提案分項案件預期成果及效益，例如：生態、景觀、
水質改善程度、環境改善面積(公頃)、觀光人口數、產業
發展…等相關質化、量化敘述 

11.營運管理計畫 ■完整   □應修正    
確認內容包括具體維護管理計畫、明確資源投入情形、營
運管理組織、或已推動地方認養。 

12.得獎經歷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核定案件參加國際競賽或國內中央單位舉行之相關
競賽項目、內容、成績。 

13.附錄 ■完整   □應修正 檢附上開各項目相關佐證資料 

檢核人員：嘉義縣政府水利處       機關局(處)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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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計畫評分表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計畫評分表          ver.3 

整體計畫名稱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 提報縣市 嘉義縣 

分項案件 

名稱 
(1) 麻魚寮公園水環

境改善計畫 

(2) 鹿草鄉鴨母寮排

水水環境營造 

(3) 赤蘭溪水環境 

改善計畫 

(4) 大崙水環境 

建設計畫 

經費
(千元) 

26,075 82,677 74,442 49,000 

所需經費 
計畫總經費：232,194 千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補助：208,977 千元，地方政府
自籌分擔款：23,217 千元) 

項
次 

評比 

項目 
評比因子 佔分 

整體計
畫工作
計畫書

索引 

評分 

地方
政府

自評 

河川局
評分會

議評分 

一 

計畫
內容
評分 
(77分) 

整
體
計
畫
相
關
性 

(一) 

計畫總體規
劃完善性 

(7 分)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現況環境概
述、前置作業辦理進度、分項案
件、計畫經費、計畫期程、可行
性、預期成果、維護管理計畫、及
辦理計畫生態檢核、公民參與、資
訊公開情形及相關檢附文件完整性
等，佔分 7 分。 

7 
詳整體計

畫書 
7  

(二) 

計畫延續性 

(8 分) 

提案分項案件與已核定整體計畫之
關聯性高者，評予 8 分，關聯性低
者自 3 分酌降。 

8 

詳第一部

分、陸、

四 

8  

環
境
生
態
景
觀
關
聯
性 

(三) 

具生態復育
及生態棲地
營造功能性 

(8 分) 

(1) 整體計畫生態檢核工作完善者，
佔分 4 分。 

(2) 全部提案分項案件內容已融入生
態復育及棲地營造者，佔分 4

分。 

8 

詳第二部

分、壹/貳/

參、二、

(五) 

；附錄二~

五 

8  

(四) 

水質良好或
計畫改善部
分 (7 分) 

計畫區域屬水質良好(依環保署相關
評定標準認定)、或已納入計畫改善
者、或已具有相關水質改善設施
者，評予 7 分。其他狀況自 3 分酌
降。 

7 

詳第二部

分、貳/

參、五、

(二) 

7  

(五) 

採用對環境

友善之工法
或措施(8 分) 

包括低衝擊開發、生態工法、透水
性材質、減少人工舖面使用等對環

境生態友善工法或措施，佔分 8

分。 

8 

詳第二部

分、壹/貳/

參、五、

(二) 

8  

(六) 

水環境改善
效益 

(8 分) 

具水質改善效益、漁業環境活化、
休閒遊憩空間營造、生態維護、環
境教育規劃、整體水環境改善效益
顯著，佔分 8 分。 

8 
詳第二部

分、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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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認
同
性 

(七) 

公民參與及
民眾認同度 

(8 分) 

已召開工作說明會、公聽會或工作
坊等，計畫內容獲多數 NGO 團體、
民眾認同支持，佔分 8 分。 

8 
附錄十~

十四 
8  

(續) (續) 

重
視
度
及
執
行
成
效
性 

(八) 

地方政府發
展重點區域 

(5 分) 

未來該區域地方政府已列為如人
文、產業、觀光遊憩、環境教育等
相關重點發展規劃，佔分 5 分。 

5 

詳第二部

分、壹/貳/

參、五、

(二) 

5  

(九) 

計畫執行進
度績效 

(8 分) 

(1) 第一批次核定分項案件於 107 年
底全數完工者，評予 3 分。 

(2) 第二批次核定分項案件於 107 年
底全數發包者，評予 5 分。 

其餘部分完成者視情況酌予評分。 

8 

詳第一部

分、陸、

三 

  

重
要

政
策
推
動
性 

(十) 

計畫納入

「逕流分攤、
出流管制」實
質內容(10

分) 

提案計畫納入「逕流分攤、出流管
制」精神及具體措施者，佔分 10

分。 

10 

詳第二部

分、壹/貳/

參、五、

(二) 

10  

二 

計畫

內容
加分 
(23分) 

(十一) 

營運管理計畫完
整性(5 分) 

已有營運管理組織及具體維護管理
計畫、明確資源投入者，最高加分
5 分。 

5 
詳第二部

分、玖 
5  

三 

(十二) 

規劃設計執行度 

(3 分) 

提案分項案件已完成規劃及設計
者，最高加分 3 分。 

3 

詳第一部

分、陸、

五 

3  

四 

(十三) 

地方政府推動重
視度(7 分) 

已訂定督導考核機制，並由秘書長

以上層級長官實際辦理相關督導(檢
附佐證資料)者，予以加分 7 分。 

7 附錄九 7 

 

五 

(十四) 
環境生態友善度 

(5 分) 

計畫具下列任一項：(1)經詳實生態
檢核作業，確認非屬生態敏感區、
(2)設計內容已納入相關透水鋪面設
計、(3)已採取完善水質管制計畫、
監測計畫，最高加分 5 分。 

5 

詳第二部

分、壹/貳/

參、五、

(二) 

5 

 

六 

(十五) 
得獎經歷 

(3 分) 

核定案件參加國際競賽或國內中央
官方單位舉行相關競賽，獲獎項
者，最高加分 3 分。 

3 - 0 

 

 合計  89  

 

【提報作業階段】    縣（市）政府   機關局(處)首長：            (核章) 

 
 
【評分作業階段】水利署第   河川局    評分委員：                         

備註 1：以上各評分要項，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納入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供參 
備註 2：上表各項分數合計 100分，惟其中第一項(九)僅由河川局評分會議辦理評分，故地方政府

自評分數欄位總分為 92分。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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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工作明細表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政府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明細表                     ver.3 

日期：108/04/15 

優

先

順

序 

縣

市

別 

鄉

鎮

市

區 

整

體

計

畫

名

稱 

分項案件

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對

應 

部

會 

用地取得情

形：(已取得以代

號表示，如待取得

請逕填年/月) 

A：已取得 

B：待取得，預計

完成時間：年/月 

預計

辦理

期程
(年/月~

年/月) 

總工程費(單位：千元) 

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總計(A)+(B)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小計 

108 年度 109 年度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小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合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1 

嘉

義

縣 

東

石

鄉

、 

布

袋

鎮 

嘉義

沿海

水環

境改

善計

畫 

東石漁港

水環境改

善計畫 

1. 環港親水步道改善工程 

2. 既有人行道環境優化工程 

3. 地景公園改善工程 

4. 魚市場環境改善 

5. 道路鋪面及排水改善工程 

6. 停車場綠美化建置 

7. 中央景觀台改善工程 

8. 商店街前鋪面改善工程 

9. 親子戲水區改善工程 

漁

業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13,648  1,516 15,164  43,325  4,814  48,139  86,650  9,628  96,278  129,975  14,442  144,417  143,623  15,958  159,581  

2 

布袋港風

華再現水

環境營造 

1. 鹽管溝排水鹽田主題活動區 

2. 鹽管溝排水生態鹽田鹽鐵地景區 

3. 鹽管溝排水社區生活區 

4. 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 

5. 布袋南堤環境營造 

6. 漁港景觀風貌改善策略 

水

利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8,409  934 9,343  124,802  13,867  138,669  124,801  13,867  138,668  249,603  27,734  277,337  

262,298  29,144  291,442  

7. 鹽管溝排水水質改善 

(水質淨化設施) 

環

保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4,286  476  4,762  42,433    4,715  47,148  42,433  4,715  47,148  84,865  9,430  94,295  

3 
嘉

義

縣 

六

腳

鄉 

新埤

滯洪

池水

環境

改善

計畫 

新埤滯洪

池水環境

營造 

1.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 

2.水文化地景工程 

3.入口景觀環境工程 

4.植被過濾帶景觀工程 

水

利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0  0  0 15,355  1,706  17,061  15,355  1,706  17,061  30,710  3,412  34,122  30,710  3,412  34,122  

4  

六腳休憩

廊道及水

環境營造

(延伸段) 

1.親水廊道堤岸改善工程 

2.親水廊道景觀綠化工程 

3.親水行道景觀設施工程 

水

利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3,069  340  3,409  18,819  2,091  20,910  18,819  2,091  20,910  37,638  4,182  41,820  40,707  4,522  45,229  

5 

嘉

義

縣 

大

埔

鄉 

大埔

鄉水

質改

善建

設計

畫 

既設污水

管整建工

程第一標 

區段翻修：1208.8m 

管線更新：1401.2m 

營

建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2,989  61  3,050  28,511  582  29,093  18,997  388  19,385  47,508  970  48,478  50,497  1,031  51,528  

截流系統

工程 

截水井：27 處 

電動調節閘門：27 座 

截流管線：1614m 

2,568  52  2,620  40,756  832  41,588  0  0  0 40,756  832  41,588  43,324  884  44,208  

水資源回

收中心工

程 

水資源回收中心 1 座 

(約 700CMD) 
5,243 107 5,350 16,602  338     16,940  66,404 1,356 67,760  83,006  1,694  84,700  88,249  1,801  9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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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嘉

義

縣 

鹿

草

鄉

、  

中

埔

鄉

、 

番

路

鄉

、 

水

上

鄉

、 

太

保

市 

八掌

溪水

及朴

子溪

水環

境改

善計

畫 

太保市麻

魚寮公園

水環境改

善計畫 

1. 河岸漫步道 

2. 三角綠洲景觀營造 

3. 農田水路藍帶營造 

4. 人行通廊 

觀

光

局 

A：已取得 
108.1-

109.12 
1,136 126 1,262 11,166 1,240 12,406 11,167 1,240 12,407 22,333 2,480 24,813 23,469 2,606 26,075 

7 

鹿草鄉鴨

母寮排水

水環境改

善計畫 

1.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 

2.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 

3.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 

觀

光

局 

A：已取得 
108.1-

109.12 
2,958  328  3,286  15,635  1,737  17,372  15,635  1,737  17,372  31,270  3,474  34,744  

74,409  8,268   82,677  

4.鴨母寮排水護岸改善工程 

水

利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3,473  386  3,859  18,354  2,040  20,394  18,354  2,040  20,394  36,708  4,080  40,788  

8 

赤蘭溪水

環境改善

計畫 

1.藍綠地景景觀工程(BMPs) 

2.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BMPs) 

3.舊河路意境空間營造(BMPs) 

環

保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2,205  245  2,450  21,677  2,409  24,086  21,676  2,409  24,085  43,353  4,817  48,170  

       

66,998  

     

7,444  

       

74,442  

4.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程 

水

利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1,038  115  1,153  10,201  1,133  11,334  10,201  1,133  11,334  20,402  2,267  22,669  

9 

大崙水環

境建設計

畫 

1.大崙水塘景觀工程 

2.社區生活排水改善工程 

3.生態保育 

水

利

署 

A：已取得 
108.1-

109.12 
3,059  339  

       

3,398  
20,521  2,280  

    

22,801  
20,521  2,280  

      

22,801  

        

41,042  

     

4,560  

         

45,602  

       

44,101  

     

4,899  

       

49,000  

合計 54,081  5,025  59,106  385,724  35,069  420,793  428,580  39,875  468,455  814,304  74,944  889,248  868,385  79,969  948,354  

總計 59,106  420,793  468,455  889,248  948,354  

 

審查核章：    承辦人：          科(課)長：     局(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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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嘉義縣水環境建設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一、為推動「水環境改善計畫」業務，擬設「嘉義縣水環境建設計畫推動

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辦理嘉義縣（以下簡稱本縣）水環境建

設計畫之先期規劃、執行協調及其他相關事項，並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協調各階段實施計畫之先期規劃相關事項。 

  （二）協調排除本計畫工程執行面臨問題。 

  （三）協調本計畫推動應配合事項。 

  （四）工程品質及進度督導。 

   (五) 其它需辦理事項協商。 

三、本小組設召集人由縣長擔任；副召集人由副縣長及秘書長擔任；並擬

執行秘書，除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執行秘書為當然委員外，另就下列

人員指派之： 

  （一）本府農業處處長。 

  （二）本府水利處處長。 

  （三）本府地政處處長。 

  （四）本府建設處處長。 

   (五) 本府經濟發展處處長。 

   (六) 本府綜合規劃處處長長。 

(七) 本府文化觀光局局長。 

(八) 水環境輔導顧問團協助審查計畫內容及其它專業協助事項。 

四、本小組幕僚作業由本府水利處水利工程科辦理，執行秘書承召集人之

命，綜理本小組行政幕僚作業。 

五、本小組依計畫提報需求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六、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時，得指派副召集

人或執行秘書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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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小組組織架構圖 
 

 

 

 

 

 

 

 

 

 

 

 

 

 

 

 

 

 

 

 

 

 

 

 

 

 

 

 

 

 

 

  

召集人 

(縣長擔任) 

 

副召集人 

(副縣長及秘書長擔任) 

 

地 

政 

處 

 

 

經 

濟 

發 

展 

處 

執行秘書 

(水利處處長) 

文 

化 

觀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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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設 

處 

 

 

綜 

合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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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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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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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說明會 

貳、 時間：107年 7月 26日下午 1時 30分 

貳、地點：布袋鎮公所 3F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彥儒技士代                    記錄：陳彥儒

技士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報告事項： 

案  由：「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  明：因應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本府擬提報鹿草鄉鴨母寮

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妥召開本次說明會向所屬鄉公

所及社區組織等，妥予說明整體計畫推動方向及內

容，並邀請社區民眾及 NGO團體等共同參與，整合收

集各單位意見，建立共識後納入整體計畫工作計畫

書。 

簡  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簡報(略)。 

決  議：本案經各與會單位及民眾充分說明溝通，一致通過支

持本案提報水環境改善計畫。 

委員意見及與會單位說明： 

鹿草鄉公所楊秀玉鄉長 

1.本鄉全力配合縣府提報本案。 

2.請縣府另外持續提報前瞻水安全計畫。 

文化觀光局 

1.本局可先協助規劃單位釐清本區域內是否有文化資產。 

2.如後續開發過程發見疑似遺址時，請依文資法 57條規定

辦理。 

陸、散會(下午 2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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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鹿草鄉 107 年度村務暨社區聯繫會報 

107 年 3 月 9 日鹿草鄉公所舉辦「嘉義縣鹿草鄉 107 年度村

務暨社區聯繫會報」，討論議題含：鴨母寮排水西外環至東外環

段沿岸整建為親水公園供民眾使用。現場投票贊成率達

91.66%(問卷 36 張，33 人表示贊成，0 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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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鹿草鄉 107 年度第一次鄉政顧問會議 

107 年 3 月 13 日鹿草鄉公所舉辦「嘉義縣鹿草鄉 107 年度

第一次鄉政顧問會議」，為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製作問卷調

查，內容含：鴨母寮排水(西外環至東外環)檢討變更為整治河川

成綠色廊道。現場投票贊成率達 96.97%(問卷 33 張，32 人表示

贊成，0 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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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說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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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說明會議紀錄 

參、 時間：107年 8月 3日上午 10時 0分 

貳、地點：和睦社區發展協會 

參、主持人：施科長詠陽              記錄：陳彥儒技士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報告事項： 

案  由：「赤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  明：因應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本府擬提報赤蘭溪水環境

改善計畫，妥召開本次說明會向所屬鄉公所及社區組

織等，妥予說明整體計畫推動方向及內容，並邀請社

區民眾及 NGO團體等共同參與，整合收集各單位意

見，建立共識後納入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 

簡  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簡報(略)。 

決  議：本案經各與會單位及民眾充分說明溝通，一致通過支

持本案提報水環境改善計畫。 

委員意見及與會單位說明： 

中埔鄉公所李鄉長碧菁 

1.本鄉全力配合縣府提報本案。 

2.請縣府與在地村長持續溝通及橫向聯繫。 

水上鄉公所 

1.本鄉全力配合縣府提報本案。 

2.請縣府儘量減少人工舖面以利日後維護管理。 

文化觀光局 

1.所規劃之遊憩休憩設施日後維管單位需一併確認，避免日

後無適當維護，而致嚴重損壞後，才在風災或天災後才報

中央單位申請經費修復，屆時中央單位恐不受理。 

2.計畫請先函文送本局文化資產科確認範圍內有無文化資

產。 

陸、散會(上午 11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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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說明會 

「前瞻基礎建設─大崙水環境建設計畫」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日期：107 年 9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7 時 

(二)地點：新興宮(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村 18 鄰 49 號) 

(三)主持人：劉鄉長敬祥                       記錄：張嘉翔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附件七。 

(五)會議報告事項：(略) 

(六)與會者發言概要 

 

(一)沈先生：在水上鄉能在大崙找到這麼大的兩個親水空間

實為不易，這兩個埤塘整治是在地居民的期望，建議可以讓埤塘

內的水更具活水性，因為在這次的大雨中，從來不淹水的大崙地

區淹水了，希望可以把排水的整治納入計畫內，使埤塘同時具有

滯洪功能，讓埤塘的整治可以更加完整。 

 (二)新興宮陳主委：從目前的規劃看起來，步道是使用塑木

做成的，考量到美觀性及耐用性，建議使用混凝土材質；另外所

設計通往大崙國小通行橋的型式，建議以跨距較大之方式設計。

水質改善部分，以水生植物進行過濾效率較差，建議以其他方式

進行。 

(三)李先生：有關本次規劃建議，有三點：「水要清、形不變、

慢慢做」，大崙埤塘整治村民已經期待有二十年之久，也希望大

崙國小之污水不得排入埤塘。本村的排水水路本村村民最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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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規劃可以向村民詢問。另本案規劃之水生植物，部分植物(水

蠟燭)生長快速而影響埤塘整體生態，請慎選栽種之水生植物。 

(四)未具名民眾：近日雨勢相當的大導致淹水，排水溝清潔

誰應要去處理?埤塘旁的雜草及倒下之樹木應由哪個單位去處理? 

(五)沈建村村長：希望各位村民可以多多提供意見，作為規

劃單位參  考依據，儘量在規劃階段提出，如工程已在進行即難

以辦理變更設計。 

(七)綜合答覆 

(一)有關沈先生的建議，將納入埤塘整治規劃參考，除景觀

上的設計以外，也規劃將埤塘深度加深，並結合排水納入整治規

劃。 

(二)步道的材質後續可以再研究討論；大崙國小通行橋的部

分則將以結構安全下設計。另有關埤塘內水質問題，後續將排入

埤塘之生活廢水管路改排至排水溝，避免污水排入埤塘內，希望

以自然生態方式淨化水質，以維護埤塘內水質。 

(三)李前村長的建議，有關埤塘的「形不變」部分，本次規

劃尚無改變埤塘之形狀，係增加其親水空間；「水要清」部分，

我們透過將廢污水改排至排水溝及過濾設施來淨化水質，這個也

是我們這次規劃的重點；「慢慢做」部分，這兩個埤塘的整治大

家已經期待已久，我們會持續來推動，有請規劃廠商將本次建議

納入規劃。 

(四)有關公共空間環境清潔部分，這是大家一起來維護的，

也可洽公所來協助處理，因這次的水災導致鄉內相當多的地方需

要清潔，加上本所清潔隊人力有限，將儘速請清潔隊前往清理。 

 

(八)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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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說明會各位所提出的建議，將納入後續埤塘規劃之

參考，倘若仍有進一步之建議，尚可向鄉公所提出，亦將納入規

畫參考。本案將持續積極向中央爭取整治埤塘環境之經費。 

(九)臨時動議：無。 

(十)散會：下午 8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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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麻魚寮排水公園水環境改善計畫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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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

域水環境改善計畫、新埤滯洪池水環境改善計畫-公民參與工作

坊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3月 9 日 上午 9時 00分 

貳、地點:嘉義縣圖書館 人文咖啡館多功能教室 

参、主持人:邑米社區大學程裕隆教務處長 

肆、出列席人員：(詳附件簽到表) 

伍、會議紀錄： 

 

1. 台灣世曦蕭經理、水利處陳彥儒技士、盧理事長、賴隊長分別致詞。 

 

台灣世曦蕭經理: 

感謝各位邑米社區大學的夥伴來參與今天的水環境工作坊活動，各位若有任何意見與

想法皆能提供出來予規劃團隊參考，下週ㄧ本團隊將至第七河川局進行審查簡報，屆

時我們能將各方意見納入水環境改善計畫之中，並向中央的委員報告，使其了解在地

居民之意見與想法。期望今天下午水環境實地探勘行程各位參與的夥伴能盡興，皆下

來邀請水利處陳彥儒技士來為我們致詞。 

 

水利處陳彥儒技士: 

今天跟大家報告的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為中央前瞻計畫中的水環境計畫的子計畫，

這個計畫屬於全國競爭型的計畫，此計畫會至第五河川局、水利署與國全的計畫競

爭，其中競爭項目包含工程提案內容等等，但其中最重視的就是民眾參與的部份，除

了定期性舉辦民眾說明會之外，還需於假日時舉辦公民參與工作坊，請各位民眾給予

我們批評與指教，提供各方意見讓嘉義縣水環境計畫能更符合民眾的需求，謝謝。 

 

盧理事長: 

感謝各位於下雨天的天氣能出席今日工作坊的活動，也感謝顧問公司來到嘉義為各位

做水環境計畫的解說，我想這會是個很好的座談機會，期望各位如果有任何想法都可

以提出來討論，也感謝各位的蒞臨。 

 

賴淑妙(志工隊隊長): 

感謝社大邀請志工團隊參與今天的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坊活動，期待今天下午實地走

訪探勘後，各位皆能獲得不一樣的想法與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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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葉工程師進行簡報 

3. 決議：本案經各與會單位及民眾充分說明溝通，一致通過支持本案提報水環境改

善計畫。 

 

民眾問答及意見回覆: 

Q1 謝大姐(環保局環境教育志工):我是船仔頭藝術村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船仔頭位

於東石、朴子、六腳交接處的小聚落，民國 84年就成立這個文教基金會，我們極力於

推動農村社造、朴子溪再生，透過辦理朴子溪相關之生態及休閒活動，如划龍舟、獨

木舟、動力船遊朴子溪、環溪自行車騎乘活動，將朴子溪的故事與生態介紹給居民與

遊客，此外我們基金會也透過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青年壯遊計畫，每年接待許多國外

青年學子進行朴子溪體驗活動。因此建議可將船仔頭的碼頭進行整建維護，將其納入

計畫之中，使朴子、六腳、東石能整體規劃，ㄧ起帶動周邊產業發展。 

 

A1台灣世曦蕭經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政府希望規劃團隊與在地居民共同討論，在規

劃設計階段與民眾走在一起，讓計畫符合民眾需求。此次活動期望更了解大家對於空

間的想像以及需求，讓我們能透過空間改善的方式，提供嘉義縣民友善、親水的水環

境空間，另外我們更重視後續的經營管理與維護，這是需要在地居民以及組織團體的

投入與協助，把相關體驗活動、文化故事帶給在地居民、遊客等。我們在水環境計畫

中，另一個案件為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之計畫，六腳鄉的部份我們提了六腳休憩廊道

的計畫，當中也改善整理當地的碼頭設施，很感謝大姐提供目前基金會於朴子溪流域

上活動操作的資訊。 

 

Q2 大姐:我本身是布袋人，目前住在朴子，我目前的感覺是布袋，因為高跟鞋教堂屬

於熱門景點，在國定假日期間，交通壅塞，其實造成蠻多不便的問題，另外堤岸週邊

的步道環境，我認為需要當地居民以及鄉鎮市公所，共同維護環境整潔，讓布袋的好

讓大家看見，我認為布袋有很棒的發展潛力與環境，可以搭配像故宮、阿里山做ㄧ系

列遊程的規劃，將嘉義的觀光資源推廣出去。 

 

水利處陳彥儒技士: 

感謝大家的意見，透過今天的工作坊才了解船仔頭的發展，我們會將資訊帶回縣府，

進行各方意見的討論。另外布袋的堤岸部分，已有納入此次計畫之中， 

前瞻計畫之中，包含水與環境、水與發展、水與安全等三大部分，今天提案的部分屬

於水與環境，但水與安全的部份也積極爭取中央補助費用，我們藉由廣開說明會、工

作坊的方式，了解在地居民的需求。 

 

Q3 邑米社區大學程裕隆教務長:我先代表沒有參加的人提出一個意見。在用地方面得

問題，第一個在用地方面需要有同意書，同意書簽定的時間為多長？是否要有使用同

意書才能執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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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水利處陳彥儒技士:我簡單說明一下，計畫前提為水安全、防洪、不會淹水的需求

情況下，去進行水環境改善，第一個情形是沒有淹水，第二是沒有用地取得問題，因

中央未編列用地徵收費用，因此計畫皆不能有用地取得問題，地三為最重要的後續維

護管理，公部門部無法限制供給經費，因此希望由在地社區發展協會自主認養與管

理，透過公私部門協力的方式，一同維護環境的品質。因此用地借用的時間應與後續

維護時間相互搭配，我們期望各計畫能有社區組織、居民共同管理維護。 

 

A3.邑米社區大學程裕隆教務長:希望藉由這次水環境得改善計畫將被占用的國有地回

收，提升在地居民的生活品質及安全。這次計畫需要公民參與，要有一定程度的溝通

協調，因許多土地被占用而造成安全上的疑慮，期望能藉此計畫將這些被占用的土地

回收整理，並達到公眾利益的效果以及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請大家一起提出意見並

將這些概念帶回社區與更多的人分享與討論。 

 

Q4 謝大姐:我的訴求未被列在第三期計畫中但我仍有這需求，何時才會等到，您剛剛

所述此為由下往上的計畫那我們何時才能提出？ 

 

A4 水利處陳彥儒技士:我們這計畫是 106年底到現今，現在已到第三梯次，水利處爾

後還會推動第四、第五批次的提案計畫，現在這個計畫下禮拜一就必須到水利署進行

審查，因此相關期程較緊湊，我們計畫有函文至各公所及各局處，水利署是一個窗口

大家可以尋各局處室之管道踴躍提案。主要找可對應主管機關再與我們水利處接洽，

達到有組織性的橫向溝通整合與協調。 

 

A4邑米社區大學程裕隆教務長: 管道包含各局處、民意代表和我們社大已及組織的社

團皆可提案。我們社區大學為專法保障，我們需要推動公民任務、地方創生及公民教

育，我們可以藉由這次機會一起合作，未來也可能彙整提出關於中埔鄉易淹水地區的

提案計畫。主要是人跟土地得連結，公部門及各單位很願意協助與服務各為，為我們

家鄉帶來更好的居住環境。 

 

Q5大姐:是否可以加強建設像是親水公園這樣的遊憩空間，之前曾在朴子溪內厝附近土

地徵收過，是否可以延伸到內厝？ 

Q6吳主任:曾在民國 88、89年蓋過親水公園位在朴子溪下游，河水容易暴漲淹水。 

A6水利處陳彥儒技士:您剛剛所說的親水公園是十幾年前環保局做的，當初設計為生態

池的概念，每年有補助六腳鄉公所經費進行維護管理，我們這次計畫不是要各地方做

大量建設，主要在維護生態，並減少人工設施及鋪面，除重視民眾參與之外，更最重

視工程的生態檢核，像是苗栗縣石虎公園的案子，因生態問題，因而被勒令停工，因

此嘉義縣會更重視工程進行之生態檢核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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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謝大姐:我覺得這些年政府在個別點上皆有做規劃，像是蒜頭工廠、船仔頭等，但

是設施壞了就不去整修，我們船仔頭皆為自主維護。希望能於朴子溪週邊規劃浮動碼

頭，提供在地居民及遊客觀光遊憩的休閒場所，並為地方帶來觀光收益，可透過舉辦

假日音樂會、市集等活動來推廣。 

 

Q8 陳大哥:過去親水公園做得很完善，當時還有志工隊和龍舟隊等組織在此活動，現

在荒廢閒置真的相當可惜，因此後續的管理維護真的非常重要。 

 

Q9邑米社區大學程裕隆教務長: 父母小時候在八掌溪上游洗衣服撿鴨蛋，我自己對八

掌溪印象就是很髒因位有人在水上養豬，這些都是人為的沒有好好對待大自然。 

 

Q10大姐:其實我們所有的建設都是用意良善但都缺乏後續維護，跟大家分享我住在

BRT旁邊，對面是公園但它不能開發因過去是埋垃圾，現在種很多植物因此環境維護相

當不易，公園內的環境都是透過救國團大哥大姐主動整理維護所維持的。我認為未來

要建設公園還是需要與在地居民、社團組織共同開會討論，做對於地方有意義的改善

設施，當地居民、社團組織也有義務共同維護。 

 

Q11謝大姐:剛剛我們吳主任有提到，親水公園曾經舉辦環保局「百年老樹婚禮」的活

動，透過騎單車連接朴子、六腳 2棵百年老樹的活動。我認為不一定要做硬體建設，

可以透過推動軟體活動營造朴子溪周邊假日休憩場所，朝著健康休閒發展的方向前

進，我認為嘉義不需像都市一樣做過多的硬體建設。 

 

Q12 大姐:我家就住在步道附近，後面即為嘉南大圳，88風災時差點淹水，想請問工程

師我們水環境計畫是否有與嘉南大圳結合？我們家還是 823受災戶，聽說 7、8點水就

退了，但是我們家到凌晨 1、2點才退，這跟鴨母寮那邊的整治有關嗎？ 

 

A12台灣世曦蕭經理:跟各位鄉親報告我們的水環境營造，第一件事就是考量是否符合

水與安全的要件，要先有安全的環境以及乾淨的水質，才會使人民願意親水，因此我

需要透過一些硬體設施的改善與增設，改善水域的水質與營造安全的水環境空間，有

乾淨的水質、安全無虞的空間，人們才願意走進水岸、親近河川。然而接著就是水岸

環境的改善，我們以保留原始地形地貌，營造出自然且具生態豐富性之休憩空間，而

非觀光硬體設施，提供大家安全、健康、永續的水環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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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工作坊活動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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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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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推動鹿草鄉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村民聯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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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南崁溪 填表人 余美英 

工程名稱 南崁溪上游水質淨化 設計單位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08.09.25 

工程期程 107 年 3 月-108 年 3 月 監造廠商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施工廠商 勁竹營造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80,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桃園_市(縣)_龜山_區(鄉、鎮、市)______里(村)        ；      TWD97 座標  X： 287552.029  Y：  2771281.027   

工程目的 
為改善南崁溪上游河段水質、降低大埔橋測站污染濃度，爰針對上述支流排水規劃水質改善措施，並於改善河段水質的同時，透過現地處理方式一併解決惡臭問題，同時維持場 

址滯洪之功能。 

工程概要 

本案工程主要設計處理對象與設計進流水量為山尾滯洪池之入流水，約 1,500CMD，依水質數據計算，綜合平均進流水質 BOD=104.5mg/L、SS=38.5 mg/L、NH3-N=23.10mg/L， 

設計上取整數值，設計水質採 BOD=105mg/L、SS=40mg/L、NH3-N=25mg/L，設計污染削減率約為 75%，放流水質 BOD 約 27mg/L、SS=10mg/L、NH3-N=6mg/L，因礫間槽

操作需將出流水內回流，故槽體設計容積依 3,000CMD 進行設計。 

預期效益 
污染削減效益 BOD 約 117kg/d、SS=45kg/d、NH3-N=28.5kg/d；此外，為加速菜公堂滯洪池排水補充南崁溪下游基流，亦進行排水功能提升設計。全案工程完工後由桃園市水

務局另案委託專業代操作公司執行後續操作維護工作。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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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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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詳見附表 M-01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可由桃園水務局網頁連結      □否：                                       

 

 



4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維護管理階段附表 

附表 M-01 工程生態評析 

計畫名稱 

（編號） 
南崁溪上游水質淨化工程 

維護管理

單位 

桃園市水務局污水設施管理工程

科 

生態評析日期: 108 年 09 月 25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植物部專員 
陳凱眉 植物生態評析 碩士 5 年 

植物生態、植物分

類、植群分類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水域部專員 
王玠文 水域生態分析 碩士 4 年 水域生態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工程部專員 
鄭暐 生態環境記錄 碩士 7 年 

陸域植物生態評

估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動物部專員 
鍾昆典 

陸域動物生態

分析 
碩士 12 年 

陸域動物、保育對

策研擬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南崁溪為桃園市重要河川，因近南崁工業區工廠家數眾多，為主要汙染源。其沿岸陸域動

物以麻雀數量最多，其次為白頭翁、綠繡眼。蝶類以日本紋白蝶的數量最多。蜻蜓以青紋

細蟌及霜白蜻蜓為主要優勢種類。兩棲爬蟲類以黑眶蟾蜍及斑腿蛙為兩棲調查的優勢種

類。水域記錄到有粗首馬口鱲、台灣縱紋鱲、台灣石 、明潭吻鰕虎及短吻紅斑鰕虎、擬

多齒米蝦等。 

參考文獻：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老街溪及南崁溪溪流生態環境調查-成果圖鑑、環境資訊中心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點位位在南崁工業區及南崁溪上游，為人造公園綠地。南崁溪水混濁但亦有許多生

物，如：黃頭鷺、白鶺鴒、埃及聖環等鳥類。 

4.棲地影像紀錄： 

  

108/09/23 水質處理機房 108/09/23 水質淨化周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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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17 工程點位 108.07.17 工程點位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周遭環境皆為人工建物及設施，無生態關注區域。 

6. 課題分析與保育措施： 

1. 補償：建議可在水池中種植可協助淨化水質之高灘草，如：香蒲、空心菜、竹葉菜、水

芙蓉、球花蒿草及香附等。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黃捷茂     日期：  10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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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老街溪 填表人  

工程名稱 四方林排水水質淨化工程 設計單位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紀錄日期 108.09.25 

工程期程 107 年 1 月至 107 年 12 月 監造廠商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施工廠商 勁竹營造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66,5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桃園_市(縣)_龍潭_區(鄉、鎮、市)_中山_里(村)        ；      TWD97 座標  X：  121.219165  Y：  24.866844   

工程目的 淨化四方林排水水質，以改善四方林排水下游美都麗橋測站水質 RPI 

工程概要 於龍潭運動公園西南隅之槌球場下方新建 1 座地下化礫間處理設施，並將上部綠地復原為槌球場使用 

預期效益 推估處理後放流水送回美都麗橋測站以改善該站 RPI 至輕度污染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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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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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詳見附表 M-01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http://winfo.tycg.gov.tw/build/                □否：                                       

 

 

http://winfo.tycg.gov.tw/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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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維護管理階段附表 

附表 M-01 工程生態評析 

計畫名稱 

（編號） 
四方林排水水質淨化工程 

維護管理

單位 

勁竹營造有限公司 

生態評析日期: 108.09.25 

1.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植物部專員 
陳凱眉 植物生態評析 碩士 5 年 

植物生態、植物分

類、植群分類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水域部專員 
王玠文 水域生態分析 碩士 4 年 水域生態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工程部專員 
鄭暐 生態環境記錄 碩士 7 年 

陸域植物生態評

估 

觀察家生態顧問

公司/動物部專員 
鍾昆典 

陸域動物生態

分析 
碩士 12 年 

陸域動物、保育對

策研擬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老街溪沿岸流域研究發現，鳥類有 26 科 52 種，其中以白頭翁數量最多，麻雀、綠繡

眼次之。而蝶類有 7 科 45 種，以紋白蝶為大宗，魚類記錄到台灣特有種，粗首馬口鱲、

台灣縱紋鱲、台灣石 、明潭鰕虎及短吻紅斑鰕虎為主。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點位位在龍潭運動公園中，為運動公園中的槌球場地。機房周邊為碎石子路面，

周圍為日常常見的草坪草，作為槌球場使用。槌球場周圍種植刺桐、木棉等喬木。在

公園內可見都市常見鳥類物種，如：家八哥、麻雀等鳥類。 

4.棲地影像紀錄： 

  

108/09/23 四方林水質淨化設施機房 108/09/23 周邊植披恢復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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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15 四方林水質淨化設施機房 108/07/15 槌球場施工後復原樣貌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6. 課題分析與保育措施： 

因工程地點位在公園內，周遭都為人工建物，因此無特別須關注之保全對象。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黃捷茂    日期：  108.09.25     

 
 

 

四方林水質淨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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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新竹市舊港高灘地景觀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環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7.3~107.11 監造廠商 環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營造廠商 富石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新竹市北區南寮里、康樂里 
TWD97 座標 X：24.841975  Y：120.94383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2,000 萬元整 

工程目的 

 

1.營造生態水岸 2. 建置小型休憩區 3. 堤防邊坡生態綠化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舊港大橋西側有廣大的半鹹淡草生地，在地植物種執行植栽復育計畫，讓民眾

體驗多元的水岸環境。營造河口壯麗的大自然景緻，吸引民眾前來體驗頭前溪

高灘地多樣豐富的生態棲地。另於水濱自行車道出入口附近設置休憩點，塑造

主題公園亮點活動核心區。 

預期效益 

提供民眾更優質的生活遊憩景點，改善騎乘於高架橋下方陰暗及景色單一的問

題，並讓民眾能親近水岸，新增休憩場域，創造更多元的自行車道空間。另選

擇生性強健、生長快速、適性廣、耐乾旱耐澇、抗污染之植栽，確保低維管且

富季節色彩，營造大自然景致。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

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

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頭前溪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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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

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廣植綠帶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3 

 

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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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臺南市鹽水區月津港水質改善及污水

截流 
設計單位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8.02.27~109.5.31 監造廠商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鴻華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台南市鹽水區水秀里 
TWD97座標 

X：176040.454 Y：2580021.898 
地點：台南市鹽水區月港里 

TWD97座標 

X：175458.842 Y：2579703.239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70,751 

工程目的 

 

削減水體污染量，改善月津港水質，以提升月津港整體環境品質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截流工程、水質淨化設施、景觀工程 

 

 

 

 

預期效益 

配合月津港整體環狀水域環境，本工程採用地下化之礫間接觸曝氣工法及合併

式淨化槽，分成兩處場址來進行水質淨化處理。本工程將各民生污染點源進行

截流處理，再行放流至月津港排水；另搭配地上整體景觀綠美化及與環狀水域

自行車道之串聯，讓水淨場不僅能改善整體月津港水質，更能提供寓教於樂及

休閒遊憩之功能。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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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___鳳頭蒼鷹，沒有築巢應是暫時過路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2.   ■是 _月津港排水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於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否 於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且施工區域與周界有相

當距離隔絕。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於既有廠內施工，施工區域與周界有  相當距離隔

絕，對周界環境影響輕微。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4.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5.    ■是 

6.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7.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1.    ■是 於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8.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於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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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既有廠內施工，施工區域與周界有相當距離隔絕，對

州界環境影響輕微。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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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於既有廠內施工，施工區域與周界有  相

當距離隔絕，對周界環境影響輕微。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工程告示牌。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清水濕地雨污水處理 
 

 

 

 

 

 

 

規劃設計階段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書 

(修正一版) 
 

 

 

 

 

 

 

 

主辦機關：連江縣環境資源局 

設計單位：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馬祖分公司 

調查單位：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1 0 9 年 7 月 2 9 日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成果報告核章表 

工程名稱：清水濕地雨污水處理     

契約編號：108A011 

華
邦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馬
祖
分
公
司 

設
計
單
位 

提報次數：第二次 

提報日期：109.7.29 
簽章欄 

【蓋公司章】  

主
辦
單
位
︵
核
定
單
位
︶ 

同意核定日期： 

同意核定文號： 

 
  



  



1 

一、辦理依據 

依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優化水質、營造水環境以及

行政院106.07.11院臺經字第1060022839號函，所核定之內容辦理連江縣集水區

各治理計畫之生態調查、評估並與在地民眾建立意見討論之機制。 

二、辦理目的及沿革 

本縣獨特花崗岩錐狀島嶼地形山海交錯，特殊地理位置保留與台灣本島截

然不同之閩東式建築與風土民情，更因特殊歷史淵源使本縣復有戰地歷史風

情，本計畫區域緊鄰連江縣(馬祖列島)南竿鄉之清水濕地，該濕地為一海岸自

然濕地，內政部於民國95年評定公告為國家級重要濕地，劃定面積11公頃。 

連江縣環境資源局依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需求，開始進行清水濕地雨污水

處理之生態保育措施研擬，參考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各類工程生態檢核表，將生

態保育評估納入勘查、規劃、設計及施工各階段，因本工程現於細部設計階

段，故提送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書。 

本公司委託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協助進行生態檢核工作，經由多次討

論與修正後，將本次施工階段填寫於單一主表，並由各執行單位依連江縣環境

資源局修正完成之生態檢核表進行各項治理工程之生態檢核。生態檢核表之辦

理沿革則整理如表1。 

本次進行生態檢核目的在於考量本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影響進行評估加強

生態保育措施之落實、填寫提列檢核成果，並規劃未來施工注意事項，在各生

命周期中瞭解所應納入考量之生態事項及內容。 

表 1 連江縣清水濕地雨污水處理計畫之生態檢核表辦理沿革 

日期 會議名稱 結論或辦理情形 

108 年 

10 月 15 日 

工作分組 

第 1 次會議 

連江縣環境資源局將生態檢核表交辦華邦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馬祖分公司進行該案相關資料彙整後，再敬邀

相關執行單位進行案件討論 

108 年 

10 月 20 日 

工作小組 

第 2 次會議 

設計單位與調查單位應就現況生態環境調查討論並追

蹤檢討生態檢核表執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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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行機關 

以清水濕地雨污水處理，各執行單位如下： 

主辦機關：連江縣環境資源局 

設計單位：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馬祖分公司 

調查執行：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四、目前辦理現況 

本公司參酌工作分組之會議決議，並依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正研訂

之各類工程生態檢核執行參考手冊，辦理清水濕地雨污水處理生態檢核工作，

由本公司委由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司進行設計階段生態檢核，針對工區周邊生

態檢核執行及調查情形、進行施工檢討或窒礙難行部分等進行說明。此外連江

縣環境資源局要求，生態檢核工作推動實施，須於施工階段進行檢討及改善缺

點。 

五、執行成效 

本次生態檢核執行工作成果，可歸納下列成效： 

(1) 設計單位應將工程生態檢核工作，納入生態檢核調查等專業意見諮詢；

依據諮詢意見提出成果轉陳連江縣環境資源局參酌並予以制度化；有

效提升生態檢核效力，後續工程將全權委以生態工作人員進行調查，

以專業角度提供相關意見並依其持續落實生態保育工作。 

(2) 該生態檢核依工區實際範圍進行調查，除委由專業人員進行生態分析

以及對策擬定外；同時亦邀集在地人士及相關環境保育團體參與生態

檢核，及資訊公開資料之整理，必要時配合馬祖資訊網作為公開資訊

平台。 

(3) 藉由生態檢核執行使有關單位與當地民眾，而更瞭解該項工程計畫，

且計畫後續資訊將持續累積，於未來使其他團體針對該項工程計畫進

行對談時得以快速聚焦，縮短時程進入主題。 

(4) 工區鄰近生態保護敏感區，生態檢核調查使工區施工計畫透明化，增

加民間團體與本公司之信任關係，避免非理性溝通及抗爭，有效解決

問題。 



3 

(5) 本次生態檢核工作將持續累積相關資料以及意見，建立溝通管道，並

藉由各方對於工區之瞭解與參與減少重複性議題。 

除上述成效外，於工程中將生態納入考量及評估內容，建立公民參與

制度，針對治理計畫及工程方案以良好的溝通降低爭議產生，建構良好生

態議題討論協調模式取得雙贏，乃為本次生態檢核工作之重大成效。 

六、執行上面臨的問題 

設計執行方面是以表內各項目進行檢討，因該區域之相關紀錄、文獻

較少故以現地調查為主要依據。 

七、對策與建議 

(1) 設計階段填寫生態檢核表，於施工階段時主動補充填寫，範疇界定表

建議針對現況予以調整。 

(2) 邀集生態調查檢核人員參與工作團隊，針對清水濕地工區周邊進行生

態敏感區調查，將調查結果納入規劃設計參考執行內容，迴避生態敏

感區域，將低因工程執行對於生態之干擾。 

(3) 整體構想以「營造安全、生態、多樣的水源環境，確保量足、質優、

永續的水資源」為理念，以生態保育作為本工程首要考量、設定連江

縣第一處環境教育場域為主要發展目標。 

(4) 建議以環境敏感區為主要調查方向，若單以物種調查成果較難回饋至

工程治理，故調查方案以生態敏感區未來可能的影響以及避免方式為

主要評估方向。 

(5) 生態議題的諮詢結果建議以表格形式來填寫，較易聚焦，並以迴避、

縮小、減輕、補償保育對象作為對策擬定之主軸，以降低填表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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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主表(1/2) 

工

程

基

本

資

料 

工程名稱 
（編號） 

清水濕地雨污水處理 
設計單位

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馬祖分公司 

工程期程 120 日曆天 監造廠商
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馬祖分公司 

主辦機關 連江縣環境資源局 營造廠商 尚未發包 

基地位置 地點：連江縣南竿鄉清水村 
26.153292,119.937537 

工程經費 8,737,000 元 

工程緣由目的 

本計畫區域緊鄰連江縣(馬祖列島)南竿鄉之清水濕地，該濕地為一海岸自然濕地，內

政部於民國 95 年評定公告為國家級重要濕地。整體規劃構以「水善利萬物，重繫海

與島對話」為理念。整體水環境建設發展目標包含： 
1、 海岸環境營造，打造樂活魅力海岸 
2、 觀光設施動線改善，周邊景觀美化 

工程類型 □自然復育、□坡地整治、□溪流整治、□清淤疏通、■結構物改善、■其他 

工程內容 

本工程主要針對清水濕地環境營造其中包括： 
1. 下方埋設雨水處理槽 
2. 既有木平台及涼亭拆除更新 
3. 既有木棧道拆除更新 
4. 既有人行步道翻修 

預期效益 
■保全對象(複選): □民眾(□社區□學校□部落□___） □產業(□農作物□果園□____ )  

                 ■交通(□橋梁■道路□港灣)  ■工程設施（□水庫□攔砂壩□固床設施■護岸） 

□其他: 

核

定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107 年 7 月 25 日至民國 107 年 8 月 30 日 
附表

P-01生態評估 
進行之項目: █現況概述、█生態影響、█保育對策 

未作項目補充說明: 

設

計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108 年 10 月 15 日至民國 108 年 11 月 9 日 附表

D-01團隊組成 █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進行生態評析 

生態評析 

進行之項目: █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生態影

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 
附表

D-02
D-03未作項目補充說明:  

民眾參與 

█邀集關心當地生態環境之人士參與：█環保團體█熟悉之當地民眾  

□其他＿＿ 附表

D-04
□否，說明: 

保育對策 

進行之項目: █由工程及生態人員共同確認方案、□列入施工計畫書 
附表

D-05未作項目補充說明: 

保育對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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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主表(2/2) 

施

工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年  月  日至民國  年  月  日 
附表

C-01團隊組成 □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進行保育措施執行紀錄、生態監測及狀況處理

民眾參與 

□邀集關心當地生態環境之人士參與：□熟悉之當地民眾□利害關係人 

□其他＿＿ 附表

C-02
□否，說明: 

生態監測及狀

況處理 

進行之項目:□現場勘查、□生態措施監測(生態調查)、□環境異常處

理 
附表

C-03
C-04
C-05未作項目補充說明: 

保育措施執行

情況 

□是□否執行設計階段之保育對策 

附表

C-06

□否，說明: 

保育措施執行摘要: 

維

護

管

理 

起訖時間 民國  年  月  日至民國  年  月  日 

附表

M-01

基本資料 
維護管理單位:  

預計評估時間: 

生態評析 

進行之項目:□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課題分

析、□生態保育措施成效評估 

未作項目補充說明: 

後續建議: 

資訊公開 

□主動公開：工程相關之環境生態資訊（集水區、河段、棲地及保育措施

等）、生態檢核表於政府官方網站，網址:＿＿＿＿＿＿＿＿＿＿＿＿＿＿＿＿ 

□被動公開：提供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相關實施要點申請之相關環境生態資

訊，說明: ＿＿＿＿＿＿＿＿＿＿＿＿＿＿＿＿ 

主辦機關(核定)：       連江縣環境資源局          承辦人：      陳萱            日期：  109/7/29         

主辦機關(設計)：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馬祖分公司   承辦人：      黃聿綺          日期：  109/7/29               

主辦機關(施工)：                                 承辦人：                      日期：                    

主辦機關(維管)：                                 承辦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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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核定階段附表 P-01(1/2) 

主辦 
機關 

連江縣環境資源局 勘查日期 108 年 10 月 20 日 

工程 

名稱 

清水濕地雨污水處

理 

工 程

類 型 

□自然復育 
■坡地整治 
□溪流整治 
□清淤疏通 
■結構物改善 
■其他 

工 程

地 點

連江縣南竿鄉清水村 

TWD97 
座標 X：26.153292 Y：119.937537 EL： 

集 水 區 

屬 性 

□跨縣市集水區  □水庫集水區(青潭水庫)  □土石流潛勢溪流(編號       )  □特定水土保持區  

□重要集水區  □中央(或縣)管河川：            □區域排水：    □其他： 

工 程 緣

由 目 的 

本計畫區域緊鄰連江縣(馬祖列島)南竿鄉之清水濕地，該濕地為一海岸自然濕地，內政部於民國 95
年評定公告為國家級重要濕地。整體規劃構以「水善利萬物，重繫海與島對話」為理念。整體水環

境建設發展目標包含： 
1、 海岸環境營造，打造樂活魅力海岸 
2、 觀光設施動線改善，周邊景觀美化 

現 
況 
概 
述 

1.地形:潮間帶、濕地 
2.災害類別:  
3.災情:  
4.以往處理情形:      單位已施設 
5.有無災害調查報告(報告名稱：________) 
6.其他: 

預 
期 
效 
益 

1.保全對象 
民眾：□社區、□部落、□學校、□房舍     棟 

交通：□橋樑      座、□道路：      公尺、 

產業：□農地       公頃、□農作物種類        

工程設施：□水庫□攔砂壩□固床設施□護岸 

□其他  生態：天然林、潮間帶         
2.其它：     

擬 
辦 
工 
程 
概 
估 
內 
容 

1. 下方埋設雨水處理槽 
2. 既有木平台及涼亭拆除更新 
3. 既有木棧道拆除更新 
4. 既有人行步道翻修 

座 
落 

□一般山坡地 

□林班地、實驗林地、保安林地、區外保安林

■公告之生態保護區 

□都市計畫區（農業區） 

□農地重劃區 

■其他:近岸遊憩區 

生 
態 
保 
育 
評 
估 

詳下頁 

致 災 
營 力 

■山坡崩塌      □溪床沖蝕 

□溪岸溢流      □土石流 

□溪床淤積      □其他 

勘 
查 
意 
見 

□優先處理 

█需要處理  

□暫緩處理 

□無需處理 

□非本單位權責，移請(單位：       )研處

□用地取得問題需再協調 

預 
定 
辦 
理 
原 
因 

□規劃報告優先治理工程(規劃報告名稱： )

□災害嚴重，急需治理工程 

□未來可能有災害發生之預防性工程 

□已調查之土石流潛勢溪流內工程 

□需延續處理以完成預期效益之工程 

□以往治理工程(   年度    工程)維護改善

■配合其他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

建設） 

概 估

經 費
8,737 仟元 

會 
勘 
人 
員 

邱郁文(成功大學水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 

吳欣儒(成功大學水科技研究中心/生態調查組

組長)) 

※工程位置圖、現況照片如後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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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核定階段附表 P-01(2/2) 

  工程預定位置環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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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施工範圍主要為清水村公車站轉角，工區緊鄰清水國家級濕地，清水濕

地佔地不大但生態性豐富，除清水濕地外其餘位於人工化設施區域。故生態敏

感區域為緊鄰的清水濕地。 
說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2.現況概述欄請就工地附近地形、土地利用、災情及以往處理情形簡單描述。 
3.擬辦工程內容欄未明列之工法，請在其他項內填工法、計價單位、數量等。 

4.相關圖片欄位不足時，請自行加附頁。 

填寫人員：   吳欣儒      日期：     10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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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1 工程設計資料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彥任 
(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計畫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年 10 月 21 日 

設計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主辦機關 

連江縣環境資源局 

李宗益 承辦 決策 決策 

陳萱 協辦 紀錄 紀錄 

    

設計單位 

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馬祖分公司 

黃聿綺 現場工程師 監造、品管 監造、品管 

郭育瑄 現場工程師 繪圖 繪圖 

    

提供工程設計圖(平面配置 CAD 檔)給生態團隊 

設計階段 查核 提供日期 

基本設計 是 ■ / 否 □ 108/10/15 

細部設計 是 ■ / 否 □ 108/10/25 

設計定稿 是 ■ / 否 □ 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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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錄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年 10 月 20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年 10 月 23 日 

紀錄人員 陳彥任 勘查地點 連江縣南竿鄉福沃村 

人員 單位/職稱 參與勘查事項 

陳秉弘 
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

部研究專員 
工程生態評析、協助執行檢核機制 

陳彥任 
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

部研究人員 
工程生態評析、紀錄 

現場勘查意見(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處理情形回覆 

(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馬祖分公司) 

生態保育議題諮詢 
施工區域緊鄰國家級清水濕地需特別注意施
工造成之揚塵、噪音影響濕地生態。 
施工所產生之棄土、廢棄物須妥善處理避免
隨意棄置。 
規劃設計應將周遭生態納入設計考量避免因
修繕既有設施影響濕地生態。 
 

謹遵辦理。 
施工時加強灑水作業降低揚塵；針對施工單
位所使用之施工機具規範保養期限，使其運
轉順暢降低其運轉噪音量。 
將施工產生之棄土、廢棄物之處理納入施工
規範中。 

 

說明： 
1. 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老樹、保育類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欄位不足請自行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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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錄表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 108 年 10 月 20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年 10 月 22 日 

紀錄人員 陳彥任 勘查地點 連江縣南竿鄉福沃村 

人員 單位/職稱 參與勘查事項 

陳秉弘 
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

程部研究專員 
工程生態評析、協助執行檢核機制 

陳彥任 
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

程部研究人員 
工程生態評析、紀錄 

現場勘查意見 

(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處理情形回覆 

(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馬祖分公司) 

工區緊鄰清水濕地，施工廢棄物、棄土不

可隨意棄置，妥善處理，避免影響濕地生

態。 
導入生態工法，避免因更新既有設施影響

濕地生態。 

 

遵照辦理。 

說明： 
1. 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老樹、保育類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欄位不足請自行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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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清水濕地雨污水處理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年 10 月 22 日 

評析報告

是否完成

下列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

■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姓名 單位/職稱 學歷 專業資歷與專長 參與現勘事項 

陳秉弘 
三睿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生態工程部計

畫專員 
碩士

森林生態、植物

辨識、水質分析 
工程生態評析、協助執

行檢核機制 

陳彥任 
三睿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生態工程部計

畫人員 
大學

植物生態、植物

分類、植群分類 
陸域植被生態分析、動

物棲地評估 

2.棲地生態資料蒐集： 
本計畫預計施工範圍為連江縣南竿鄉清水村緊鄰清水濕地沙灘潮間帶。屬於海

岸濕地的清水濕地鄰近大陸地區，每年隨海流漂入海漂垃圾多；淡水和營養鹽的補

充，除了支持了棲地生態的多樣外。 
本計畫於民國 108 年 10 月 18~10 月 21 日現勘時現地觀察情形，清水濕地潮

間帶生態資源非常豐富，有網目海蜷、黑口玉黍螺等軟體動物，也是黑口玉黍螺在

世界分布的北界。鳥類有和藍磯鶇、大小白鷺、蒼鷺等。甲殼類有發現高橋長方蟹、

北方丑招潮、鈍齒短槳蟹；植物方面除發現外來種互花米草外亦同時發現瀕絕植物

扁稈藨草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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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生態評估方法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方法（RHEEP）係以簡單操作快速完成為原則，實務運

用上，主要反映出調查當時河川棲地生態系統狀況，並可藉由對比河川水利工

程中工程不同生命週期（調查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理等）中的評估結果，

藉以判斷整體河川棲地生態系統可能遭受的影響及其恢復情形。不同類型水利

工程的建設目的、功能、效益以及考量的環境生態等特性，都不盡相同。因

此，依水利工程實務推動工作需求，訂定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方法之評估項目範

疇指引內涵，其目的在於預先確認工程計畫對生態環境可能產生的衝擊及影響

程度。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法（RHEEP）涵括十項評估因子－水域型態多樣性、水

流連續性、水質、河岸穩定度、土砂堆積程度、河床穩定度、溪濱護坡植被、

溪濱廊道連續性、水生動物豐多度、人為影響程度，而其分數系統係參考美國

環境保護署之快速生物評估方法（RBP），將各因子的狀況由好到差分為四個等

級，且各等級皆有清楚量化的評分依據。 

  考量一般對分數系統都以 100 分作為滿分較為直覺，因此，針對目標河段

的現況，各項評估因子之分數為 1 到 10 分，施作者應視棲地現況自主評分，而

十項評估因子分數的總和，即為該河段棲地生態系統的整體狀況評估分數，其

滿分為 100 分。詳細分類詳如下表。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方法之相對應棲地品質分類說明表 

總分 棲地品質 說明 

100~80 優 河川棲地生態大致維持自然狀態，其環境架構及生態 功能皆保持完整。

79~60 良 有部分遭受干擾，但河川棲地生態仍可維持基本架構及功能。 

59~30 差 河川棲地生態少部分架構及功能因遭受干擾而缺損。 

29~10 劣 河川棲地生態受到嚴重干擾，無法維持基本架構功能。 

資料出處：汪靜明，2012，棲地生態資訊整合應用於水利工程生態檢核機制與河川棲地保育措施(3/3) 

各評估因子依其具體量化的評估準則分為四個等級，各評估因子等級說明如下： 
1. 優（7~10 分）：大致維持自然狀態。 
2. 良（4~6 分）：部分遭受干擾，但仍能維持其自然生態功能。 
3. 差（2~3 分）：部分遭受干擾，且部分自然生態功能有所減損。 
4. 劣（0~1 分）：遭受嚴重干擾，自然生態功能遭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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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 1 清水濕地雨污水處理周邊】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計畫預計施工範圍為連江縣南竿鄉清水村清水濕地沙灘潮間帶。屬於海岸濕地的

清水濕地鄰近大陸地區，每年隨海流漂入海漂垃圾多；淡水和營養鹽的補充，除了

支持了棲地生態的多樣外。 
本計畫於民國 108 年 10 月 18~10 月 21 日現勘時現地觀察情形，清水濕地潮間帶

生態資源非常豐富，有網目海蜷、黑口玉黍螺等軟體動物，也是黑口玉黍螺在世界

分布的北界。鳥類有和藍磯鶇、大小白鷺、蒼鷺等。甲殼類有發現高橋長方蟹、北

方丑招潮、鈍齒短槳蟹；植物方面除發現外來種互花米草外亦同時發現瀕絕植物扁

稈藨草的蹤跡。 

評估因子 說明 程度 

1.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 
底質主要由漂石、圓石、卵石、礫石組成，良
好基質占河道面積約 70%以上，多為粒徑較
大之漂石為主。 

9 

2.河床底質包埋度 
礫石、卵石、圓石、漂石約有 30%的體積被
沉積砂土包圍。 

9 

3.流速水深組合 
水流型態為淺瀨、淺流、岸邊緩流 3 種流速
水深組合。 

3 

4.湍賴出現頻率 
河道中存在數處由漂石、圓石堆疊形成之跌
水湍瀨，且湍瀨間之距離除以河道寬度約小
於 7。 

7 

5.河道水流狀態 連續淺流或淺瀨其水深介於 15-30公分左右。 9 

6.堤岸植生保護 
兩側堤岸約 70%具植被覆蓋(含農墾地、果
樹、竹林、外來種植物)。 

左岸：9 
右岸：9 

7.堤岸植生帶寬度 
左側堤岸植生帶寬度介於 6-12 公尺間，因人
為建物及活動限縮植生帶。右側堤岸植生帶
寬度則小於 6 公尺，已遭農用耕地取代。 

左岸：9 
右岸：7 

8.溪床寬度變化 尚未施工河床寬度比例均為 1 10 

9.縱向連結性 自然溪床 8 

10.橫向連結性 
左側堤岸邊坡坡度小於 30゜，右側堤岸邊坡
坡度則介於 31-40゜。 

左岸：6 
右岸：7 

總分 
因本計畫基地為雨水淨化及既有設施修繕規劃，故無溪川
棲地生態之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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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棲地影像紀錄： 

5.生態關注區域說明及繪製：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生態議題及保

全對象 
生態影響預測 保育策略建議 

1 保留植被 
(外來種移除) 

施工造成之揚塵容易影響當
地生態。 

(補償)施工時以灑水降低揚塵。

2 保護濕地 施工所造成之棄土、廢棄物
可能影響清水濕地之生態。

(減輕)監督營造廠商於施工後
當日將廢棄物帶離工區，棄土配
合合法土資場清除。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無影響 

填寫人員： 陳彥任           日期： 10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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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4 民眾參與紀錄表 

編號: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彥任(三睿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

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年 10 月 22 日 

參與項目 

□訪談    ■設計說明會

□公聽會  □座談會  

□其他＿＿＿＿＿ 
參與日期 民國 108 年 10 月 20 日 

參與人員 單位/職稱 參與角色 相關資歷

陳善安 連江縣南竿鄉清水村/村長工程生態環境議題關心民眾  

陳泰英 連江縣南竿鄉福沃村/村長工程生態環境議題關心民眾  

李宗益 連江縣環境資源局/科長 工程主辦機關，協助說明工程內容  

陳萱 連江縣環境資源局/承辦人工程主辦機關，協助說明工程內容  

黃聿綺 
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馬祖分公司/工程師 

設計廠商協助說明工程內容與提供

工程相關基本資料 
 

郭育瑄 
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馬祖分公司/工程人員 

設計廠商協助說明工程內容與提供

工程相關基本資料 
 

陳秉弘 
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工程生態評析、協助執行檢核機制  

生態意見摘要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陳善安(南竿鄉清水村/村長) 

陳泰英(南竿鄉鄉公所/村長) 

處理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李宗益(連江縣環境資源局/科長) 

黃聿綺(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馬祖分公司/工程師)

1. 施工區域緊鄰清水村公車亭，施工避免

影響使用大眾通工具之民眾。 

2. 廢棄物切勿隨意棄置影響濕地生態及

周遭視覺景觀。 

1. 既有設施修繕施工時確實設立防護設施，

盡可能避免影響民眾。 

2. 施工時產生之廢棄物集中放置，當日結束

施工後帶離工區，避免影響環境。 

說明： 
1.參與人員資格限制依照本工程計畫民眾參與注意事項辦理。 
2.紀錄建議包含所關切之議題，如特稀有植物或保育類動物出現之季節、環境破壞等。 
3.民眾參與紀錄須依次整理成表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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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5 生態保育策略及討論紀錄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彥任(三睿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計畫人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年 10 月 22 日 

解決對策項目 迴避、減輕              實施位置 連江縣南竿鄉福沃村 

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需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迴避)工程施作過程中迴避原生種次生林，以人工方式清除周邊環境大型廢棄物、外

來種植物清除，以利生態環境發展。 
(減輕)工程施作過程中產生之揚塵以灑水將提其影響，避免避免廢棄物、棄土隨意棄

置影響濕地生態。 

圖說：無 

施工階段監測方式：無 

現勘、討論及研擬生態保育措施的過程、紀錄 

日期 事項 摘要 

109/10/18 生態團隊現勘 生態團隊勘察工區環境 

109/10/19 生態團隊現勘 生態團隊會同工程設計單位與主辦單位勘察工區環境

109/10/20 生態團隊現勘 生態團隊會同工程設計單位與主辦單位勘察工區環境

109/10/21 民眾參與現勘 在地關注民眾、生態團隊會同工程設計單位與主辦單

位勘察工區環境 

說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2.解決對策係針對衝擊內容所擬定之對策，或為考量生態環境所擬定之增益措施。 
3.工程應包含計畫本身及施工便道等臨時性工程。 

 
填寫人員： 陳秉弘                          日期： 10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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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瓦磘溝河道水質及景觀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預計 2020/03～2020/12 監造廠商 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勁竹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行政區：中和永和區；  

TWD97 座標  X：301132  Y：2765984 

工程預算/

經費 
78,180 千元 

工程目的 提升水體溶氧或水質現況，改善瓦窯溝整體環境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 

工程概要 
利用設置現地處理設施，透過礫間淨化等適當工法將水體進一步淨化，放流水

可放回河道進行補水，並減輕河川污染負荷。 

預期效益 
在礫間現地曝氣處理場完成後可改善瓦磘溝水質，並配合整體環境營造及串連

綠廊，盼早日找回過去瓦磘溝的風華。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

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

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

重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

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

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________________ 

■否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

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

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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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

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

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

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方

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

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

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待生態保育措施經水利署核定後，與設計書一同公告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

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

施及工程方

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

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待生態保育措施經水利署核定後，與設計書一同公告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

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已結合鴻霖明生態公司與工程顧問公司共同組

成工作團隊(109 新北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

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

入宣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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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

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

質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但已補充納入施工計畫書相關附件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已補充納入施工計畫書相關附件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

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

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已於 109.2.5 辦理施工前地方說明會，並分別於 109.2.20 與

109.3.19 辦理環團現地勘查，以蒐整地方意見及溝通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將於生態檢核作業內容核定後，將相關資料上傳至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網

站前瞻水環境專區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

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分

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

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

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工程提報核定階段填表者 國立台灣大學       (107年新北市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 

工程規劃設計階段填表者 國立台灣大學       (108年新北市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 

工程施工階段填表者   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9年新北市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 

工程維護管理階段填表者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1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09 /11/17 填表人 江銘祥、陳盈如、陳胤愷 

水系名稱 新店溪水系 行政區 新北市中和、永和區 

工程名稱 瓦磘溝河道水質及景觀改善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調查樣區 新北市永和區 位置座標（TW97） 座標 X：301132 Y：2765984 

工程概述 利用設置現地處理設施，透過礫間淨化等適當工法將水體進一步淨化並於上方設置遊憩公園，放流水可放回河道進行補水，並減輕河川污染負荷。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域型

態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廊

道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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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1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過渡帶及

底質特性 

(D) 

水陸域

過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3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造型模板、草花＋藤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動的困難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3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陸域過渡帶及

底質特性 

(E) 

溪濱廊

道 

連續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1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0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

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整體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

性評估 

生態特性 

(G) 

水生動

物豐多

度 

(原生 or

外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0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4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特性 

(H) 

水域生

產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1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0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4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1   (總分 20 分) 

總和=  15   (總分 80 分) 

工程設施及上游水岸護坡 工程設施及下游水岸護坡 水域棲地照片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略。 

3.執行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附件一 瓦磘溝河道水質及景觀改善工程工程_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保育措施建議如下： 

  

迴避： 

◼ 建議避免干擾工程範圍外濱溪植被帶、樹木。 

縮小： 

◼ 建議訂定施工便道範圍，避免影響附近生物棲地。 

減輕： 

◼ 建議護岸採用有助植物生長之多孔隙或高通透性工法設計，以

保留透水性與植物拓殖空間，例如減少水泥化鋪面。 

補償： 

◼ 建議完工後種植植被。 

◼ 建議維持水流流暢性，以利水生動植物生存。 

◼ 建議增加生態池，減少工程對當地棲地的影響。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類型如下： 

1.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或消失，如：應保護之植被或老樹遭移除。 

2.非生態保全對象之生物異常，如：魚群暴斃、水質渾濁。 

3.生態保育措施未確實執行。 

 

因應措施： 

1. 請盡速聯繫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相關承辦科室，並轉知 109年度新北市

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 

2. 請工程施工廠商暫時停工並進行現場環境異常狀況拍攝，並尋求可能

發生原因。 

3. 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盡速邀集生態領域相關專家及在地環保團體至

現地勘查，並進行綜合討論，釐清主要原因並提出相關解決對策，並

由工程主辦單位進行複查確認且做成會議記錄。 

4. 直至異常狀況處理完成後，工程施工廠商始可結束停工。 

生態關注區域圖 環境異常狀況處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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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與目標 

1.1 計畫緣起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為改善轄內河川水質並創造優質親水環境，結合全球環境

永續發展及生態工程淨化水體水質之概念，營造出兼顧生態、生活，且乾淨、舒

適的水域環境，辦理「高雄市水環境改善計畫-水質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開

口契約)」，其中愛河主要以民生污染為主，考量上游集水區範圍尚未完成污水下

水道建設，致使水質較為不佳，為整體改善愛河水質，於 108 年辦理「愛河上游

(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計畫，推動 2 處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06 年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為

減輕施作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並落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理念，於水

質淨化工程規劃設計期間起辦理環境調查及生態評估等各項作業，期望藉由實施

檢核作業，即時掌握各工程進行時生態環境品質，迅速進行相關之應變處置，秉

持生態保育、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之原則，維護河川流域周邊生物多樣性資源與

棲地環境品質。 

爰此，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為於施工前掌握當地環境情況，特辦理「愛河上游

（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生態檢核作業」，進行工程施工前環境

調查、生態評估，期藉由實施檢核作業，即時掌握各項生態環境品質，以利後續

於工程施作時能迅速進行相關之應變處置。 

1.2 工作內容 

預計針對愛河上游(北屋排水、九番埤排水)水質改善現地處理工程，依據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頒佈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針對工程施工前、

施工中及施工後辦理生態檢核作業，相關工作內容如下，未盡事宜依「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辦理： 

一、工程規劃、設計階段（施工前）： 

(一)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蒐集計畫施作區域既有

生態環境、議題等資料，並由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記錄生態環境現況

及分析工程計畫。 

(二)透過現場勘查，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生態議題

與生態保全對象，依工程量體配置方式及影響範圍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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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生態調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

態保育對策。 

(四)根據生態保育措施，提出施工階段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以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五)辦理施工前說明會，原則於工程經中央補助核定後、施工前辦理。 

二、施工階段： 

(一)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

適時調整生態保育措施。施工執行狀況納入相關工程督導重點，完工後

列入檢核項目。 

(二)辦理生態調查作業，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生態保育措施落實情

形。 

(三)加強督導定期改善工程施工，生態保育品質管理措施、完工後生態棲地

覆核、研提補償措施。 

三、完工階段：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四、水質補充調查： 

(一)測定項目包含水溫、pH、導電度、DO、BOD、COD、SS、NH3-N、總

凱式氮，及重金屬銅、鋅、鎳、汞、鎘、鉻、砷、鉛。 

(二)檢測頻率：施工中及施工後至少檢測一次，共計 4 站次，以實作數量辦

理計價。 

五、協助辦理各階段生態檢核資訊公開，公開方式可包含刊登於公報、公開發行

之出版品、網站，或舉行記者會、說明會等方式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

供公共工程之生態檢核資訊。 

六、將生態檢核工作所辦理之生態調查、評析、現場勘查、保育對策研擬等過程

與結果以文件記錄，並填具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及水利工程快速棲地評

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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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資料收集 

2.1 環境現況 

愛河發源於高雄市仁武區附近與高雄市北端之半屏山於新庄仔路會合後，形

成主流蜿蜒向西南延伸，另二支流分別來自鳳山及五塊厝之平野向南流注，先後

於寶珠溝及二號運河與主流匯流後，貫穿高雄市中心流入高雄港。河川總長度約

12 公里，流域集污面積約 62 平方公里，流經高雄市區約 10.5 公里，河道寬度

從下游出海口的 130 公尺往上游依序遞減到 14 公尺，源頭為農田的灌溉渠道。

主要支流由上游至下游有九番埤排水、D 幹線、H 幹線、K 幹線、寶珠溝排水、

二號運河。集污區劃分為新樂分區、民生分區、七賢分區、六合分區等 19 個集

污分區、水質測站及水系分布詳圖 2.1-1；另愛河流域主、支流排水相對位置魚

骨圖如圖 2.1-2 所示。 

 

圖 2.1-1 愛河流域集污區劃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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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5 年度河川污染整治策略評估及總量管制整合執行計畫(南區)」，環保署。 

圖 2.1-2 愛河流域主、支流排水相對位置魚骨圖 

2.1.1 環境背景調查 

高雄市環保局於愛河流域中設有 6 處水質監測站，由上游至下游分別為後港

橋、民族橋、龍心橋、九如橋、七賢橋及高雄橋，其水質現況分析如后。 

一、河川污染指標(RPI) 

本計畫蒐集愛河流域水質數據，繪製近 5 年 RPI 變化趨勢如圖 2.1-3，

RPI 污染程度介於中度至嚴重污染間，龍心橋、民族橋及後港橋測站污染較

為嚴重，後港橋測站主要污染原因為上游仁武區民生產生之 SS 及 NH3-N 污

染造成，民族橋測站主要污染原因為上游三民區、左營區污染匯入及鄰近民

生污染排入所導致，龍心橋測站鄰近排水多已進行截流，其嚴重污染原因為

上游污染匯入影響；另針對各測站 108 年 1-9 月 RPI 平均值繪製流域污染程

度分布如圖 2.1-4。 

另針對 108 年 1-9 月及 107 年同期之平均 RPI 進行分析，除後港橋 RPI

略微惡化，其餘測站 108 年 1-9 月平均 RPI 接較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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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愛河流域測站近 5 年 RPI 變化趨勢圖 

 

圖 2.1-4 愛河流域測站污染程度分布圖 

二、環保局歷年各項水質檢測 

(一)生化需氧量(BOD) 

愛河流域測站近 5 年 BOD 變化趨勢如圖 2.1-5，BOD 污染程度介於

輕度至嚴重污染間，以龍心橋測站污染最為嚴重，主要污染源為上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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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橋以上河段污水及龍心橋至民族橋間零星未截流排水匯入後，污染逐

漸累積所致。 

108 年 1-9 月 BOD 平均值相較於 107 年 1-9 月，除民族橋及後港橋

污染略為上升，其餘測站皆為下降。 

(二)懸浮固體(SS) 

愛河流域測站近 5年SS變化趨勢如圖 2.1-6，SS污染程度介於未(稍)

受至輕度污染間，後港橋及龍心橋測站較為嚴重，主要影響民族橋上游

及下游零星尚未截流之污染匯入所致，其餘測站屬未(稍)受污染。 

108 年 1-9 月 SS 平均值相較於 107 年 1-9 月，除龍心橋略為上升外

其餘均為下降或維持不變。 

(三)氨氮(NH3-N) 

愛河流域測站近 5 年 NH3-N 變化趨勢如圖 2.1-7，各測站 NH3-N 污

染程度皆較高，多屬嚴重污染，以後港橋至龍心橋測站最為嚴重，後港

橋測站是因八卦寮排水鄰近民生污染匯入影響，民族橋測站其水質由上

游污染源匯入及九番埤排水鄰近民生污染匯入逐漸惡化所致。 

108 年 1-9 月 NH3-N 平均值相較於 107 年同期，各測站變化趨勢不

大，均屬嚴重污染。 

 

圖 2.1-5 愛河流域測站近 5 年 BOD 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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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愛河流域測站近 5 年 SS 變化趨勢圖 

 

圖 2.1-7 愛河流域測站近 5 年 NH3-N 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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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簡述 

愛河流域之北屋排水及九番埤排水皆屬上游河段，源自高雄市仁武八卦寮地

區，主要污染來源為民生污水之排放，且仁武地區近年人口成長迅速，該區域之

污水水道預計於民國 110 年~127 年間推動，在此期間，人口數持續增加情況下，

生活污水亦將持續排入影響愛河流域之水質，由於上游地區周邊九番埤溼地水質

淨化效益尚有改善空間，而北屋滯洪池未有水質淨化之功能，因此高雄市政府水

利局為改善愛河流域民生污染情形，特辦理「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

質淨化現地處理」之相關規劃與細部設計計劃，以下針對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及

九番埤水質淨化場之工程簡介說明如后。 

一、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 

(一)目標排水：北屋排水 

(二)設計水質水量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設計水量為 10,000 CMD，於污染削減效率

BOD 及 SS 需達 70%以上，NH3-N 達 75%以上之基準下設計出流水質

BOD 為 18.0 mg/L、SS 18.0 mg/L、NH3-N 12.0 mg/L，相關水質設計參

數如表 2.1-1。 

表 2.1-1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設計參數 

目標排水 北屋排水 

處理水量 

(CMD) 
10,000 

生物需氧量 BOD 懸浮固體 SS 氨氮 NH3-N 

kg/day mg/L kg/day mg/L kg/day mg/L 

進流水 180.0 18.0 180.0 18.0 120.0 12.0 

出流水 35.67 3.6 40.54 4.1 28.82 2.65 

設計削減量(kg/day) 144.33 139.46 91.18 

設計去除率(%) 80.2 77.5 76.0 

(三)處理流程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工法採用接觸曝氣氧化工法，預定場址位於高

雄市仁武區八卦里澄觀段 154 地號，預定地上方為既有停車場，設計單

位考量未來營運及既有功能設施，於設計上將主要處理單元採地下化設

置，並於完工後恢復既有場址之功能性，且加入部分景觀美化設計，美

化既有場址空間。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全系統處理流程詳圖 2.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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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處理流程分述如后。 

 

圖 2.1-8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處理流程圖 

1.污水截流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之進流抽水站設置於北屋排水河道整治起點

處，採用全地下化方式處理，污水藉由截流溝流入進流抽水站後，以動

力抽排方式引水至水質淨化設施，設置位置現場照片及進抽站平面示意

圖如圖 2.1-9 及圖 2.1-10。 

2.前處理單元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之取水規劃為新設進流抽水井，並於進流端設

置手動粗目攔污柵及電動式撈污籠，避免河道大型污物進入影響後端功

能。除攔污外，前處理單元尚包含沉砂池、進流抽水井等單元，功能主

要將取水口引進之污水，透過攔污、沉砂後泵送至生物淨化單元內。機

械設備包含抽砂泵、進流抽水泵等。 

3.污水處理單元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之設計處理水量為 10,000 CMD 分為 A、B 兩

槽，總面積約 0.11 公頃，挖深約 5.0 公尺，有效水深約 3.81 公尺。 

污水處理單元依水流順序一般分為進流端整流渠道、生物處理氧化

槽(分曝氣區及非曝氣區)、出流端整流渠道、出流渠道以及污泥儲存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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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單元。進流端整流渠道主要係將目標水體均勻分配至後端生物處理單

元，進入生物處理單元後，微生物以接觸擔體或礫石作為載體附著其

上，系統水力開始採重力流方式流入礫間接觸氧化設施進行處理。在礫

間接觸氧化槽內，微生物以礫石作為載體附著其上，於好氧環境下藉由

微生物吸附、分解及氧化污水中有機污染物質，達到污染削減及淨化水

質目的。 

 

圖 2.1-9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截流點及場址預定地現場照片 

 

圖 2.1-10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截流溝及進流抽水站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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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放流單元 

放流設施包含消泡水池及巴歇爾量水堰，因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採

用工法為接觸曝氣氧化法，因此於主池槽上部會經常冒出白色泡沫，為

減少泡沫造成感官不佳問題，設計單位將處理後水體以泵送方式至接觸

曝氣槽，並使用消泡噴嘴，不定時抑制泡沫產生；經處理後之水體少部

分供消泡水使用，其餘水源則經由巴歇爾量水堰測定流量後，於京文街

口以重利放流方式，放流至北屋排水。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管線設置及放流位置如圖 2.1-11。 

 

圖 2.1-11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管線設置及放流位置示意圖 

(四)工程效益 

1.水質改善：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現地處理設施設置後，將進行北屋排

水以上河段污染河水截流處理，並將淨化後之淨水放流至原河道，活絡

愛河流域水質，減緩流域污染情形。 

2.增加休憩及停車空間：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未來完工後將恢復原有停

車空間，增加鄰近市民停車空間，並可提供周邊里民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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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番排水埤水質淨化場 

(一)目標排水：九番埤排水 

(二)設計水質水量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設計水量為 2,500 CMD，於污染削減效率

BOD 及 SS 需達 70%以上，NH3-N 達 75%以上之基準下設計出流水質

BOD 為 11.0 mg/L、SS 17.0 mg/L、NH3-N 15.0 mg/L，相關水質設計參

數如表 2.1-2。 

表 2.1-2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設計參數 

處理對象 九番埤排水 

處理水量 

(CMD) 
2,500 

生物需氧量 BOD 懸浮固體 SS 氨氮 NH3-N 

kg/day mg/L kg/day mg/L kg/day mg/L 

進流水 27.5 11.0 42.5 17.0 37.5 15.0 

出流水 5.45 2.2 11.8 4.6 7.13 2.85 

設計削減量(kg/day) 22.06 31.03 30.38 

設計去除率(%) 80.2 73.0 81.0 

(三)處理流程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工法採用礫間接觸曝氣氧化工法，預定場址

位於高雄市仁武區新後港西段 887 地號，預定地上方為九番埤濕地公

園，設計單位考量未來營運及既有功能設施，於設計上將主要處理單元

採地下化設置，並於完工後恢復既有場址之功能性，且加入部分景觀美

化設計，美化既有場址空間。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全系統處理流程詳

圖 2.1-12，相關處理流程分述如后。 

1.污水截流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預定地位於九番埤濕地公園內，其場址緊鄰

九番埤排水，由鄰近排水側直接取水，由取水工處重力進流，經攔污柵、

擋泥堰後進入進流抽水站，再由進流抽水站內初步沉砂過濾後，以一次

動力泵送方式至後端污水處理單元，預定地現場照片如圖 2.1-13 所示。 

2.前處理單元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之取水規劃採用新設進流抽水井，因九番埤

排水大型污物量較少，於進流端取水口設置手動粗目攔污柵，避免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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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污物進入影響後端功能。除攔污外，前處理單元尚包含沉砂池、進

流抽水井等單元，功能主要將取水口引進之污水，透過攔污、沉砂後泵

送至礫間淨化單元內。機械設備包含抽砂泵、進流抽水泵等。 

 

圖 2.1-12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處理流程圖 

 

圖 2.1-13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截流點及場址預定地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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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水處理單元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之設計處理水量為 2,500 CMD，九番埤場

址總面積約 0.07 公頃，挖深約 5.4 公尺，有效水深約 3.74 公尺。 

污水處理單元依水流順序一般分為進流端整流渠道、生物處理氧化

槽(分曝氣區及非曝氣區)、出流端整流渠道、出流渠道及污泥儲存槽等

單元。污水於經渠道整流及配水後進入礫間接觸氧化槽，再經由槽內的

生化反應及物理攔除機制去除生化需氧量、懸浮固體及氨氮後，再經放

流渠道流入出流水槽。 

4.放流單元 

放流設施包含放流水池及巴歇爾量水堰，因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

採用之工法為接觸曝氣氧化法，因此於主池槽上部會經常冒出白色泡

沫，為減少泡沫造成感官不佳問題，設計單位將處理後水體以泵送方式

至接觸曝氣槽，並使用消泡噴嘴，不定時抑制泡沫產生；經處理後之水

體少部分供消泡水使用，其餘水源則經由巴歇爾量水堰測定流量後藉由

管線以重力方式排入下游跌落處，放流至九番埤排水。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配置及放流位置如圖 2.1-14。 

 

圖 2.1-14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截流溝及進流抽水站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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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效益 

1.水質改善：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現地處理設施設置後，將進行九番

埤排水以上河段污染河水截流處理，並將淨化後之淨水放流至原河道，

活絡愛河流域水質，減緩流域污染情形。 

2.增加遊憩空間：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未來完成後將恢復既有公園綠

地，並改善河道周邊欄杆、種植喬木或涼亭，提供周邊里民休憩空間。 

2.1.3 歷年生態資料蒐集 

本計畫針對工程場址周邊蒐集過往之生態調查報告，依據「八卦寮地區排水

系統治理規劃(含環境營造規劃)報告書」調查結果及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及 iNaturalist 兩個自然觀察紀錄資料庫之紀錄，將二場址之

成果依陸域植物、陸域動物及水域生物區分，說明如下：  

一、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 

(一)陸域植物 

水淨場預定地周邊為人為高度利用區域，因此植被組成單調，以大

葉桃花心木、阿勃勒、黃連木、洋紅風鈴木、雙花草、狗牙根、雷公根、

蠅翼草、鋪地黍、茅草等常見植物為主。 

(二)陸域動物 

於預定地記錄到的陸域動物物種多為可適應高強度人為干擾的物種

如五色鳥、翠鳥、黑枕藍鶲、紅冠水雞、珠頸斑鳩、多線真稜蜥等。 

(三)水域動物 

水域生物記錄到的魚種包括吳郭魚、大肚魚、泰國鱧、泰國鯰、三

星攀鱸、琵琶鼠等六種魚類，皆屬強勢外來種魚類，無紀錄到原生魚種。

這些強勢外來種魚類皆為高耐污性與低溶氧型適應魚種，顯示工區內水

質污染非常嚴重。 

二、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 

(一)陸域植物 

水淨場預定地有較多的植物物種紀錄，包含人為栽植植物如美人

樹、朱槿、大王仙丹、小葉欖仁等，亦有自然拓殖的植物如血桐、甕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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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槿、檬果、構樹等。另外文獻調查結果顯示，本區域內蕨類植物 3 科 3

種，包含腎蕨、鱗蓋鳳尾蕨、海金沙；雙子葉植物 48 科 105 種，包含大

葉欖仁、破布子、春不老等；單子葉植物 10 科 25 種，包含大萍、月桃、

紅毛草、馬唐、牛筋草等；本區域之優勢植種皆為外來種植物。 

(二)陸域動物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預定地因河道內有灘地且濱溪植被生長茂

密，因此有許多水鳥、冬候鳥紀錄，如栗小鷺、高蹺鴴、磯鷸、紅尾伯

勞等。另外文獻調查結果：本區域紀錄鳥種包括麻雀、白頭翁、大卷尾、

褐頭鷦鶯、灰頭鷦鶯、鴿子、珠頸斑鳩、樹鵲、喜鵲、紅嘴黑鵯、菲律

賓八哥、家八哥、洋燕、家燕、斑文鳥、白腰文鳥、小白鷺、中白鷺、

牛背鷺、紅冠水雞、白鶺鴒、黃鶺鴒、巴丹鸚鸝等 23 種鳥類。兩棲類紀

錄有黑眶蟾蜍及小雨蛙，爬蟲類紀錄則有麗紋石龍子、疣尾蜥虎、多線

南蜥、紅耳泥龜、烏龜，哺乳類紀錄有東亞家蝠、赤腹松鼠、溝鼠三種。 

(三)水域生物 

水域生物記錄到的魚種包括吳郭魚、大肚魚、泰國鱧、泰國鯰、三

星攀鱸、琵琶鼠等六種魚類，皆屬強勢外來種魚類，無紀錄到原生魚種。

這些強勢外來種魚類皆為高耐污性與低溶氧型適應魚種，顯示工區內水

質污染非常嚴重。 

2.1.4 規劃階段執行成果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於規劃階段已辦理部分生態

檢核作業，本計畫針對前期執行之成果進行彙整，說明如后。 

一、水質檢測作業 

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及 21 日於北屋排水後港橋、截流點及草潭埤，進行

水質採樣作業，一般水質檢測結果彙整如表 2.1-3，重金屬檢檢測成果如表

2.1-4。分析檢測結果，一般水質測值項目換算河川污染程度皆屬輕度污染，

且重金屬檢測結果皆無超過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 



高雄市水環境改善計畫-水質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開口契約)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施工前生態檢核報告書 

2-15 

表 2.1.3 規劃階段水質檢測成果 

項目 
點位 後港橋 截流點 草潭埤 

日期 1 月 10 日 1 月 10 日 1 月 21 日 1 月 21 日 

水溫(℃) 25.9 24.6 25.0 26.5 

pH 7.74 7.32 7.54 7.43 

導電度 353.5 334.5 328.5 328.3 

溶氧量(mg/L) 9.83 9.90 8.03 7.8 

生化需氧量(mg/L) 5.60 13.6 6.8 5.48 

懸浮固體(mg/L) 20 17 15 9 

氨氮(mg/L) 1.00 0.71 0.41 0.63 

化學需氧量(mg/L) 24.80 37.30 19.72 18.50 

濁度(NTU) 17.30 19.10 17.50 2.75 

表 2.1.4 規劃階段重金屬檢測成果 

項目 

點位 後港橋 截流點 草潭埤 保護人體

健康相關

環境基準 
日期 1 月 10 日 1 月 10 日 1 月 21 日 1 月 21 日 

銅(mg/L) ND ND ND ND 0.03 

鋅(mg/L) 0.150 0.26 ND 0.070 0.5 

鉻(mg/L) 0.000 ND ND ND 0.05 

鎳(mg/L) ND ND ND ND 0.1 

鉛(mg/L) ND ND ND ND 0.1 

鎘(mg/L) ND ND ND ND 0.005 

錳(mg/L) ND ND ND ND 0.05 

銀(mg/L) ND ND ND ND 0.05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08 年 1 月「愛河上游(北屋排水)淨化工程施工前生態檢核報告」及「北

屋排水護岸及草潭埤環境營造工程施工前生態檢核報告」 

二、在地諮詢會議 

北屋及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工程於規劃階段邀請各領域委員及生態相關

NGO 團體，分別在 108 年 5 月 10 日及 108 年 5 月 23 日共計辦理 2 次在地

小組諮詢會議，彙整規劃階段生態檢核相關意見及回覆如表 2.1-5 及表

2.1-6，完整之會議記錄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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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第一次在地小組諮詢會議委員意見及回覆 

108 年 5 月 10 日在地小組諮詢會議 

項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及辦理情形說明 

一 吳委員茂成 

1 

生態檢核為必要工作，應補齊相關文

件，使計畫內容完備。 

銘謝委員建議，目前第三批提案計畫書

中已有掌握基本現地環境資料、並檢附

生態檢核紀錄、現勘紀錄、區域分析、

生態評核分析、對策建議等相關紀錄表

單，以提供後續規劃設計參考。 

二 詹委員明勇 

1 

生態檢核是針對未來工程區塊的生態

環境盤點，所以生態檢核要呈現目前

的背景環境，並預估施工中、施工後

對整體環境的影響。 

銘謝委員建議，針對第三批提案計畫書

中已掌握基礎環境資料、後續將於規劃

設計時落實擬定減輕生態影響之工程方

案，並要求施造單位確實執行。 

三 財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鄭秘書長仲傑 

1 

九番埤中游建議以濕地公園，公眾參

與方式進行後續規劃。 

銘謝委員建議，九番埤排水水岸環境改

善工程，以治水與親水，並結合水質淨

化處理，排水治理、污水接管，水質淨

化與環境改善一次規劃。 

2 

北屋排水應考量原有水路紋理，以及

周邊聚落特性，避免一致性的水泥化

工程。 

謝謝委員建議，在規畫設計將納入參

考，以友善該區水域既有環境特色為設

計原則。 

四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林總幹事昆海 

1 

水環境改善目標應該是防洪、減災、

水質改善、生態恢復、改善環境、提

升民眾幸福感、促進生物多樣性。因

此提案計畫應符合上述幾個目標。 

銘謝委員意見，在水環境改善目標，以

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為第一，再進一

步改善環境、生態恢復…等。 

2 

本計畫應秉持水泥減量設計的原則，

不做垂直堤岸，應至少設置 45 度以

下、以生態工法施作之堤岸，並設置

逃脫（生）防滑斜坡。 

謝謝委員建議，在設計規劃不僅只考慮

水文、水理，也會納入生態工法考量，

降低對原有生態之衝擊。 

3 

提案計畫資訊應公開，各個案例邀請

關注社團參與，並廣徵意見。邀請關

注社團參與意見提供，資源調查，甚

至後續的經營管理。 

銘謝委員意見，本市已建置水環境主題

網站進行公開相關計畫資料，爾後將考

量開放意見回覆，並將持續辦理地方說

明會，持續關注在地意見及討論資源配

合事項。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08 年 1 月「愛河上游(北屋排水)淨化工程施工前生態檢核報告」及「北

屋排水護岸及草潭埤環境營造工程施工前生態檢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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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第二次在地小組諮詢會議委員意見及回覆 

108 年 5 月 23 日在地小組諮詢會議 

項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及辦理情形說明 

一 許副召集人峻源 

1 

九番埤排水經調查為輕度污染，作為

改善依據，其必要性較薄弱，建議補

充施做必要性之內容。 

銘謝委員建議，九番埤集水區域近年新

建住宅增加，然該區屬公共污下水道尚

未到達區，預計該區未來民生污水影響

將加劇，於非汛期和非農業灌溉期間，

水質較查知情況發生，另上游之河道亦

爭取前瞻計畫整治，期本案配合河道整

治營造愛河上游親水、淨水和景觀優化

之成果。 

二 洪委員慶宜 

1 

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中(1)九番埤排水

水質監測結果為輕度污染，是否有建

置截流淨化設施的必要性？(2)生態檢

核宜分開各案進行生態調查及棲地品

質評估。(3)民眾說明會記錄無法閱

讀，請製作意見回覆對應表。 

銘謝委員指導，九番埤集水區域近年新

建住宅增加，然該區屬公共污下水道尚

未到達區，預計該區未來民生污水影響

將加劇，於非汛期和非農業灌溉期間，

水質較查知情況發生，且上游之河道亦

爭取前瞻計畫整治，期本案配合河道整

治營造愛河上游親水、淨水和景觀優化

之成果。 

2 

生態檢核目的在降低工程對生態的影

響，並能透過生態工法改善棲地品質

仍，宜進行工程施作位置的生態調查

及棲地品質評估，建請加強。 

銘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於施工前、中、

後，將對施作位置進行生態調查、監測，

以評估對環境影響。在設計階段前，請

水環境顧問團隊落實施工前生態檢核，

並加強生態調查、棲地品質評估之項目。 

三 彭委員合營 

1 

生態檢核請依檢核表請補齊相關資

料，以致內容完備。 

銘謝委員建議，生態檢表有遺漏部分，

請水環境顧問團隊補齊相關資料，並放

置在水環境公開資訊平台，供民眾參閱。 

四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林總幹事昆海 

1 

草潭埤是本市僅存自然度高的埤塘，

請妥善保留其自然度與生態功能，勿

以北屋或寶業里滯洪池之硬體方式施

作，本會願持續參與規畫協助。 

銘謝委員建議，在設計規劃階段邀請貴

會協助提供意見。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08 年 1 月「愛河上游(北屋排水)淨化工程施工前生態檢核報告」及「北

屋排水護岸及草潭埤環境營造工程施工前生態檢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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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保育對策 

(一)施工地點之選擇應加以審視及評析，選擇敏感度較小之區域進行，減少

對於生態環境之影響。 

(二)針對工程生態檢核成效評估，應於施工前、中、後持續評析與監測，方

能將生態檢核成效，回饋於生態環境保護及生態完整性之維護原則。 

四、生態檢核自評表 

規劃階段填具之生態檢核自評表詳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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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態檢核制度沿革及辦理參考依據 

2.2.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公共工程委員會 106 年 4 月 25 日所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經

過各部會執行經驗累積，考量因地制宜、加強源頭管理、建立審核管控機制及統

一友善資訊公開平台，以落實生態保育之政策，於 108 年 5 月 10 日檢討修正名

稱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內容主要差異整理如表 2.2-1。。 

表 2.2-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更正內容差異表 

項次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修正前)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修正後) 

1 

除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災後原地

復健、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築工程及

維護管理相關工程外，中央政府各機關執

行新建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除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災後原地

復健、原構造物範圍內之整建或改善、已

開發場所、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築工

程及維護管理相關工程外，中央政府各機

關執行新建工程或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

府辦理受中央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

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需辦理生

態檢核作業 

2 

生態保育措施依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

等四項生態保育策略之優先順序考量與

實施，四項保育策略定義如下： 

(一)迴避：迴避負面影響之產生，大尺度

之應用包括停止開發計畫、選用替代

方案等；較小尺度之應用則包含工程

量體與臨時設施物(如施工便道等)之

設置應避開有生態保全對象或生態敏

感性較高的區域；施工過程避開動物

大量遷徙或繁殖的時間等 

(二)縮小：修改設計縮小工程量體(如縮減

車道數、減少路寬等)、施工期間限制

臨時設施物對工程周圍環境的影響 

(三)減輕：經過評估工程影響生態環境程

度，進行減輕工程對環境與生態系功

能衝擊的措施，如：保護施工範圍內

之既有植被與水域環境、設置臨時動

生態保育措施應考量個案特性、用地空

間、水理特性、地形地質條件及安全需求

等，因地制宜依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

等四項生態保育策 略之優先順序考量及

實施，四項保育策略定義如下： 

(一)迴避：迴避負面影響之產生，大尺度

之應用包括停止開發計畫、選用替代

方案等；較小尺度之應用則包含工程

量體及臨時設施物(如施工便道等)設

置應避開有生態 保全對象或生態敏

感性較高之區域；施工過程避開動物

大量遷徙或繁殖之時間等 

(二)縮小：修改設計縮小工程量體(如縮減

車道數、減少路寬等)、施工期間限制

臨時設施物對工程周圍環境之影響 

(三)減輕：經過評估工程影響生態環境程

度，兼顧工程安全及減輕工程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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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修正前)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修正後) 

物通道、研擬可執行之環境回復計畫

等，或採對環境生態傷害較小的工法

(如設置大型或小型動物通道的建

置、資材自然化等) 

(四)補償：為補償工程造成的重要生態損

失，以人為方式於他處重建相似或等

同之生態環境，如：於施工後以人工

營造手段，加速植生與自然棲地復育 

與生態系功能衝擊，因地制宜採取適

當之措施，如：保護施工範圍內之既

有植被及水域環境、設置臨時動物通

道、研擬可執行之環境回復計畫等，

或採對環境生態傷害較小之工法或材

料(如大型或小型動物通道之建置、資

材自然化、就地取材等)(四)補償：為

補償工程造成之重要生態損失，以人

為方式於他處重建相似或等同之生態

環境，如：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手段，

加速植生及自然棲地復育 

3 

生態檢核作業原則： 

(一)各階段作業流程如附圖。 

(二)工程計畫核定階段： 

1.目標：評估計畫對生態環境衝擊程

度，決定可行工程計畫方案 

2.作業原則： 

(1)蒐集計畫施作區域既有生態環境、議題

等資料，並由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記

錄生態環境現況及分析工程計畫對生

態環境的影響 

(2)依工程規模、性質，計畫內容得考量替

代方案，評估比較各方案對生態、環

境、安全、經濟、社會等層面之影響後，

再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可行方

案 

(3)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

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

場勘查，溝通工程計畫構想方案及可能

的生態保育原則。 

(4)決定可行工程計畫方案、生態保育原

則，並研擬必要之生態專案調查項目及

費用 

生態檢核作業原則： 

(一)工程計畫核定階段：本階段目標為評

估計畫可行性、需求性及對生態環境

衝擊程度，決定採不開發方案或可行

工程計畫方案。其作業原則如下： 

1.蒐集計畫施作區域既有生態環境及

議題等資料，並由生態背景人員現

場勘查記錄生態環境現況及分析工

程計畫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2.依工程規模及性質，計畫內容得考

量替代方案，並應將不開發方案納

入，評估比較各方案對生態、環境、

安全、經濟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

後，決定採不開發方案或提出對生

態環境衝擊較小之可行工程方案 

3.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

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現場勘查，溝通工程計畫構想

方案及可能之生態保育原則 

4.決定可行工程計畫方案及生態保育

原則，並研擬必要之生態專案調查

項目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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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修正前)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修正後) 

(三)規劃階段： 

1.目標：生態衝擊的減輕及因應對策

的研擬，決定工程配置方案 

2.作業原則： 

(1)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

工作團隊，透過現場勘查，評估潛在生

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

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2)辦理生態調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

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

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3)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

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

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四)設計階段： 

1.目標：落實規劃作業成果至工程設

計中 

2.作業原則： 

(1)根據生態保育對策辦理細部之生態調

查、評析工作 

(2)根據生態調查、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

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

設計 

(3)根據生態保育措施，提出施工階段所需

之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以及生

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五)施工階段： 

1.目標：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態

保育對策與工法，確保生態保全對

象、生態關注區域完好與維護環境

品質 

2.作業原則： 

(二)規劃階段：本階段目標為生態衝擊之

減輕及因應對策之研擬，決定工程配

置方案。其作業原則如下： 

1.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

域工作團隊，透過現場勘查，評估

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

邊環境之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2.辦理生態調查及評析，據以研擬符

合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策略之

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

置方案 

3.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

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

相關意見 

(三)設計階段：本階段目標為落實規劃作

業成果至工程設計中。其作業原則如

下： 

1.根據生態保育對策辦理細部之生態

調查及評析工作 

2.根據生態調查、評析成果提出生態

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

及工程人員之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

後，完成細部設計 

3.根據生態保育措施，提出施工階段

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

則，以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四)施工階段：本階段目標為落實前兩階

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措施及工

程方案，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

注區域完好及維護環境品質。其作業

原則如下： 

1.開工前準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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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修正前)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修正後) 

(1)開工前準備作業： 

A 組織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

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以確

認生態保育措施實行方

案、執行生態評估，以及確

認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原則 

B 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

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

位置，並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與環境影響注意事項 

C 施工計畫書應含生態保育

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

(含施工便道及土方、材料

堆置區)，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

置 

D 履約文件應有生態保育措

施自主檢查表 

E 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計畫應含生態保育措施之

宣導 

F 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

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

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

關意見 

(2)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

執行，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

態之影響，以適時調整生態保

育措施。施工執行狀況納入相

關工程督導重點，完工後列入

(1)組織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

工作團隊，以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實行方

案、執行生態評估，以及確認環境生態

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2)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

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

象位置，並擬定生態保育措施及環境影

響注意事項 

(3)施工計畫書應考量減少環境擾動之工

序，並包含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

動範圍(含施工便道、土方及材料堆置

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

相對應位置 

(4)履約文件應有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

表 

(5)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應含生

態保育措施之宣導 

(6)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

眾及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

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2.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

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

若遇環境生態異常時，停止施工並

調整生態保育措施。施工執行狀況

納入相關工程督導重點，完工後列

入檢核項目 

(五)維護管理階段：本階段目標為維護原

設計功能，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

其作業原則：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

圍之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

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生態檢核各階段作業流程如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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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修正前)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修正後) 

檢核項目 

(六)維護管理階段： 

1.目標：維護原設計功能，檢視生態

環境恢復情況 

2.作業原則：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

圍的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確

認生態保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

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4 

工程主辦機關應將生態檢核工作所辦理

之生態調查、評析、現場勘查、保育對策

研擬等過程與結果以文件記錄，並填具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附表)。各工程計

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參酌工程及

生態環境特性訂定相關紀錄格式或作業

手冊，以利執行 

工程主辦機關應填具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自評表(附表)，並檢附生態檢核工作所辦

理之生態查、評析、現場勘查及保育對策

研擬等過程及結果之文件紀錄。各工程計

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參酌工程及

生態環境特性訂定相關紀錄格式或作業

手冊，以利執行 

5 

 新增：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督導各工程計

畫執行時落實生態檢核： 

(一)加強工程全生命週期審核及管控： 

1.計畫及規劃設計內容之各審查層級

機關應確實審查工程主辦機關生態

檢核之自評內容，其中屬政府公共

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第七

點應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

案件者，應依「基本設計審議要項

表」項目檢附生態檢核之審查結果 

2.施工階段辦理施工查核時，應將生

態檢核列為施工查核重點項目之一 

3.未依照生態檢核程序進行之計畫或

發現影響生態環境引發爭議時，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要求工程主

辦機關立即停止，檢討規劃及工程

進行，並提出改進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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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修正前)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修正後) 

(二)應辦理生態檢核之工程計畫，其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立統一友善資訊

公開平台，應包含下列內容，並將資

訊依工程作業階段適時公開： 

1.作業規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及所屬機關建立之生態檢核機

制、作業手冊、計畫審核及管控機

制。 

2.個案內容及查詢統計： 

(1)個案內容如各工程計畫內容、規劃設計

方案、各階段生態檢核資訊（含相關附

件）、工程預期效益、執行成效及計畫

區域致災 紀錄等項目 

(2)查詢統計：生態檢核執行成效統計分析

資料 

3.資源分享： 

(1)教育訓練課程資訊及教材 

(2)落實生態檢核機制、公民參與、採用兼

顧安全及營造生態環境工法或作法等

之示範案例 

6 
 地方政府機關辦理生態檢核得參照本注

意事項 

工程主辦機關應填具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如表 2.2-2，並檢附生態檢

核工作所辦理之生態查、評析、現場勘查及保育對策研擬等過程及結果之文件紀

錄，各工程計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參酌工程及生態環境特性訂定相關紀錄

格式或作業手冊，以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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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設計單位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______市 (縣 )______區 (鄉、鎮、

市)______里(村)______鄰 

TWD97 座標 X：          Y：_________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工程目的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

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蒐

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

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要

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

動植物等？ 

2.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否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原

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

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2.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

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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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

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蒐

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對

策 

調查評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

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及

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

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措

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

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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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管

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

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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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機制 

為落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理念，水利署自 98 年起即逐年試辦水庫、中央管

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岸治理工程快速棲地生態檢核作業，藉由施工前收集區域生

態資訊，了解當地環境生態特性、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感區位等，適度運用迴避、

縮小、減輕、補償等保育措施，納為相關工程設計理念，以降低工程對環境生態

的衝擊，維持治水與生態保育的平衡。 

水利署為持續推廣生態檢核機制，並落實於包含縣市管河川、區域排水及海

岸環境，自 106 年起配合即將推動之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將工程生態檢

核機制全面融入水環境治理工程，除制訂「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機制」外，也

訂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針對工程所在位置進行棲地環境評估，

其評估所得總分所代表之棲地環境品質說明如表 2.2-3，水利工程快速棲地評估

表依照評估地點分為 2 類，河川及區域排水以及海岸類型如表 2.2-4 及表 2.2-5。 

表 2.2-3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方法總分分類說明 

總分 棲地品質 說明 

100~80 優 
河川棲地生態大致維持自然狀態，其環境架構及生態功能皆保

持完整 

79~60 良 雖有部分遭受干擾，但河川棲地生態仍可維持基本架構及功能 

59~30 差 河川棲地生態少部分架構及功能因遭受干擾而有所缺損 

29~10 劣 河川棲地生態受到嚴重干擾，無法維持基本架構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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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填表人  

水系名稱  行政區  

工程名稱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位置座標（TW97）  24.95237, 121.54081 

工程概述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google map 航照圖。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水的特性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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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過渡

帶及底質特

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造型模板 喬木+草木+花 1 分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動

的困難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陸域過渡

帶及底質特

性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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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多樣

性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上、

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特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總分 20 分) 

總和=      (總分 80 分)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略。 

3.執行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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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海岸) 

 

基本

資料 

紀錄日期  評估者  

海岸段名稱  行政區  

工程名稱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河段位置座標(TW97)  

工程區域 

環境概述 
 

 

現況

圖 

□海岸定點連續周界照片□工程設施照片□棲地照片□海岸及護坡照片□棲地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因子 評分勾選與簡述補充說明 
單項評分 

(1-10) 

海岸型態多樣性 

(A) 
含括的海岸型態：岩岸、沙岸、礫岸、海崖、海口濕地、潟湖、鹽澤  

海岸廊道連續性 

(B) 

仍維持自然狀態、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海岸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海岸型態未達穩定狀態、 

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 

 

水質(C) 
水色、濁度、味道、水溫、優養情形等水質指標： 

皆無異常、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 
 

海岸穩定度 

(組成多樣性) 

(D) 

穩定程度與組成多樣性(岩岸、卵石、沙灘、礫灘、濕地) 

海岸穩定超過 75%，底質組成多樣、海岸穩定 75%~50%，底質組成多樣、 

海岸穩定 50%~25%，較易受洪水事件影響、海岸穩定少於 25%，易受洪水事件影響 

 

海岸底質多樣性 

(E) 

目標海岸內，組成底質(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被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面積比例小於 25%、比例介於 25%~50%、面積比例介於 50%~75%、面積比例大於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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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因子 評分勾選與簡述補充說明 
單項評分 

(1-10) 

海岸穩定度 

(沖蝕干擾程度) 

(F) 

海岸穩定度及受到海浪沖蝕干擾程度： 

海岸自然穩定狀態，小於 5%海岸受到海浪沖蝕干擾、海岸中度穩定(多為礫石或為人工構造物)，5%~30%海岸受到海浪沖蝕干擾、海岸中度不穩定(多為

礫石及沙灘混合)，30%~60%的海岸受到海浪沖蝕干擾、河岸極不穩定(多為沙灘)，超過 60%海岸受到海浪沖蝕干擾 

 

海岸廊道連續性 

(G) 

仍維持自然狀態、具人工構造物及海岸植生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具人工構造物及海岸植生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大於 60%

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 
 

海岸沙灘植被 

(H) 

海岸及海岸臨岸區域植物覆蓋率與受人為影響------ 

覆蓋率超過 80%，植被未受人為影響、 

覆蓋率 80%~50%，植被為人工次生林，人為活動不影響植物生長、 

覆蓋率 80%~50%，具明顯人為干擾活動、 

覆蓋率少於 50%，有高度的人為開發活動破壞植被 

 

水生動物豐多度 

(原生 or 外來) 

(I) 

計畫區域內之水棲昆蟲、底棲大型無脊椎動物-(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等指標物種出現程度： 

指標物種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指標物種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指標物種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指標物種僅出現一類

或都沒有出現  

是否配合簡易生態網捕調查進行評比：有  否 

說明: 放置蝦籠進行誘捕 

人為影響程度 

(J) 

計畫區對河川生態潛在影響之人為干擾因素，是否納入工程內容考量： 

干擾因素納入工程內容考量，上游區域無潛在危險因子、 

干擾因素納入工程內容考量，上游區域仍有間接影響潛在危險因子、 

干擾因素未納入工程內容考量，未來可能直接影響棲地生態、 

干擾因素未納入工程內容考量，未來能直接影響棲地生態、 

其他: 附近沒有河川 

 

現地氣候 
計畫區對水岸生態影響之氣候干擾因子(可複選) 

日照充足、日照強烈、乾旱、降雨量日多、雨量相對集中、濕度大、冬季季風強烈、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視生態環境 

綜合評價 
現場可觀察到多種魚類、蟹類及螺貝類，也觀察到鳥類在此覓食，而岸邊植物生長茂盛。現場可評為高度生態敏感區。 

總項指標分數 

 

棲地生態 

保育建議 

保育策略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他 

補充說明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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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程生態檢核計畫 

3.1 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3.1.1 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流程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配合工程生命週期執行，分為計畫核定、規劃設計、

施工與維護管理四個階段，各階段皆有其預定達成目標與重點工作如圖 3.1-1。 

一、計畫核定階段需評估生態環境衝擊程度，以決定可行的最小干擾方案。 

二、規劃設計階段需減輕對保全對象的生態衝擊，並研擬可行的友善措施。 

三、施工階段著重落實前階段擬定的生態友善措施。 

四、維護管理階段則需維護原設計之功能，並複查生態環境回復情況，評估生態

友善措施成效並針對環境回復不佳者提出改善建議。 

 

圖 3.1.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與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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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本計畫生態檢核執行流程 

本計畫依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並參考其作業流程，分別於核定

階段、規劃設計階段與施工階段執行各項重點工作如表 3.1-1 所示，實際操作方

法詳述如後，執行成果詳報告章節 3.2 及 3.3 節。 

表 3.1-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各階段辦理內容 

工程階段 項目 工作內容及簡要說明 

計畫核定 生態敏感圖資套疊 
由工程人員或生態人員辦理，藉由生態敏感圖資
之套疊，評估工程對生態環境衝擊程度 

規劃設計 

生態評估分析 

由生態人員辦理，執行工作包含： 

1. 資料蒐集與現場勘查：透過文獻資料和現場勘
查瞭解工程範圍的生態資訊 

2.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及生態保全對象標示：彙
整生態資訊與工程設計配置，以圖像化的形式
標示工程的生態議題與衝擊 

3.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以質性分數評估
溪流或河道的生態環境，記錄施工前中後的環
境變化，可作為生態環境監測依據 

生態友善對策擬定 
由生態人員整合前述工作成果，研擬生態友善對
策，並透過與工程單位的討論確定執行內容 

工程施工 

自主檢查表填寫及查驗 
由施工廠商填寫、工程主辦單位及監造單位查
驗，以記錄生態友善措施執行狀況 

關鍵物種監測 

由生態人員辦理，於規劃設計階段選定可反映工
程衝擊影響的生物類群做為關鍵物種，並於施工
期間及完工後定期調查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異常狀況經通報後，由生態人員協助釐清原因、
提出解決方法並持續複查直至狀況解除 

一、生態敏感圖資套疊 

為評估本計畫工程對生態環境的衝擊程度，將工程點位套疊法定生態保

護區及其他重要生態敏感區(表 3.1-2)。法定保護區包括文資法劃定的自然保

留區、野生動物保育法劃定之野生動物保護區與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國家公

園法劃定之國家公園與國家自然公園、森林劃定之國有林自然保護區，以及

依照濕地保育法劃定之重要濕地。其他生態敏感區包括一級海岸保護區、水

庫蓄水範圍，以及其他團體關注區域如重要野鳥棲地(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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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法定生態保護區及其他重要生態敏感區 

類別 重要生態敏感區 

法定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野生動物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 

自然保護區 

國家公園 

國家自然公園 

重要濕地 

其他重要生態敏感區 

水庫蓄水範圍 

水庫集水區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保安林 

在地居民、學術研究、NGO 團體關注 重要野鳥棲地(IBA 註 1) 

註 1：IBA, Important Bird and Biodiversity Area。 

二、生態評估分析 

生態評估分析由生態人員進行，藉由文獻資料蒐集與現場勘查瞭解工程

範圍附近的生態資訊，並根據工程預定設計方案或配置釐清生態議題並評估

生態影響衝擊。實際工作項目及內容說明如下： 

(一)資料蒐集與現場勘查 

蒐集工程範圍附近的水陸域生態資料，包含重要動植物種類、分佈、

棲地類型、季節性、生態習性等資訊，作為治理工程生態影響分析之背

景資訊。 

現場勘查時，除瞭解工程佈設位置及量體規模以評估工程潛在影響

外，生態人員應於現地進行棲地調查。於工程範圍附近紀錄觀察到的動

植物物種及其出現的棲地類型，以影像方式記錄工程範圍內的各種棲地

類型，並搭配現勘紀錄表即時記錄現場環境狀態，並針對需保護之生態

標的如大樹、良好森林植被、保育類動物棲地等的位置予以紀錄，現勘

紀錄表格式如表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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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現勘紀錄表 

 

(二)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及生態保全對象標示 

彙整生態資訊與工程設計配置，釐清工程的生態議題、評估工程對

生態環境的衝擊並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以圖像化的形式標示工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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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與衝擊的位置、範圍。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流程如圖 3.1-2 所示，圖

面應套疊工程設計，透過現地調繪或空照圖判斷工程影響範圍內的主要

棲地類型，依其生態環境特性劃分為高度敏感（紅）、中度敏感（黃）、

低度敏感（綠）及人為干擾（灰）等四種等級，標註具重要生態價值的

保全對象，明確呈現應關注之生態敏感區域，如圖 3.1-3。 

 

圖 3.1-2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流程 

 

圖 3.1-3 生態關注區域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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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為快速綜合評判棲地現況，可採用棲地評估指標作為工程前中後生

態環境監測的依據。因本計畫工程位於河川中下游，故參採「水利工程

生態檢核機制」建議之棲地評估指標執行，水域環境採用「水利工程快

速棲地生態評估」評估溪流環境。 

三、生態友善對策擬定 

整合前兩項工作成果，根據工程目的、規劃設計及可能造成的生態環境

衝擊，依循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的優先順序與考量，研擬對應的生態友

善措施，並透過與工程主辦單位、工程設計單位、民眾及 NGO 之討論，確

定個案應執行之生態友善措施內容。各項策略定義說明如下： 

(一)迴避：工程配置與臨時設施物(如：土方棄置區、便道、靜水池)之設置，

應優先考量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棲地，避免影響有生態保全對象或

生態關注圖上紅色高度敏感區。 

(二)縮小：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應評估減小工程量體、施工期間限制施工

便道、土方堆積、靜水池等臨時設施物的影響範圍，儘可能縮小受工程

本身及施作過程干擾的自然環境面積。  

(三)減輕：減輕工程對環境與生態系功能的短期衝擊與長期負面效應，如：

保護施工範圍內之既有植被、設置臨時動物通道、研擬可執行之環境回

復計畫等。 

(四)補償：為補償工程造成的重要生態損失，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手段，加

速植生與自然棲地復育，或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如濱溪植

被帶植生工作。 

四、自主檢查表填寫及查驗 

施工期間由施工廠商定期填寫自主檢查表、工程主辦單位及監造單位查

驗，以確認保全對象之存續及生態友善措施之落實狀況。自主檢查表(圖 3.1-4)

應逐項條列施工期間應查核之保全對象與生態友善措施，明確註記查核結果

並檢附相關資料或照片佐證，配合既有的工程查核流程操作，以完整記錄施

工期間的生態友善措施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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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自主檢查表 

五、關鍵物種監測 

為評估施工期間工程對於生態環境的衝擊影響，選定易受工程干擾的物

種作為指標，於施工期間及完工後定期進行關鍵物種監測調查。具指標性關

鍵物種的選擇需考量下列條件：(1)能即時反應監測目的之環境變動，(2)與環

境變動有直接相關，(3)可持續作為偵測指標，(4)可量化環境變動的程度，(5)

數量多非稀有種類，(6)基礎研究完整，(7)調查操作費用低。 

六、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工程影響範圍內，由施工人員自行發現或經民眾提出生態環境疑義或異

常狀況時，需填寫異常狀況處理表提報工程主辦機關，並通知生態人員協助

處理。針對每一生態環境異常狀況需釐清原因、提出解決對策並進行複查，

持續記錄處理過程直到異常狀況處理完成始可結束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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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現場勘查及生態環境資料蒐集 

3.2.1 生態敏感圖資套疊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包含兩工區：愛河北

屋段及九番埤濕地公園，兩工區皆位於高雄市仁武區，為愛河上游流域。經套疊

法定自然保護區圖資，兩工區及其向外延伸 500 公尺之範圍皆未落在法定自然保

護區內，詳圖 3.2-1。 

 

圖 3.2-1 法定自然保護區疊結果 

3.2.2 陸域環境勘查成果 

陸域環境勘查分別在 108 年 8 月 23 日及 10 月 5 日，以穿越線的方式於各

棲地類型間紀錄所發現的陸域動植物(圖 3.2-2 和圖 3.2-3)，紀錄結果與動植物對

應之棲地類型如表 3.2-1 及圖 3.2-4 所示，相關現場勘查紀錄表詳附件三。 

兩工程施作範圍內人工草地提供多樣的鳥類及昆蟲棲息，鳥類以白頭翁、麻

雀及家八哥為主，昆蟲則有小灰蝶、大白斑蝶、褐斑蜻蜓等；人工植栽喬木則以

樹棲型鳥類，如綠繡眼及樹鵲為主，另於排水兩側堤岸濱溪植被有人工栽植的水

柳及垂柳，亦有自然拓殖生長的血桐、構樹等植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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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陸域環境勘查結果 

 

圖 3.2-3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陸域環境勘查結果 



高雄市水環境改善計畫-水質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開口契約)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施工前生態檢核報告書 

 3-10 

表 3.2-1 陸域動植物與其對應棲地類型 

棲地類型 環境照片 現場記錄動植物 

北屋水淨場 

水域環境 

 

 鳥類：小白鷺、紅冠水雞、家八哥 

 昆蟲：褐斑蜻蜓、呂宋蜻蜓 

 水域生物：福壽螺、鱉甲蝸牛、非
洲大蝸牛 

 植物：龍眼、構樹、洋紅風鈴木 

人工草地 

 

 鳥類：白頭翁、麻雀、洋燕珠頸斑
鳩 

 昆蟲：褐斑蜻蜓、義大利蜂、大白

斑蝶、小灰蝶 

 植物：含羞草、狗牙根、雷公根、
浮生大戟、蠅翼草、鋪地黍、茅草、
車前草、大飛揚草、地毯草、一枝
香、牛筋草 

人工栽植
喬木 

 

 鳥類：白頭翁、綠繡眼、樹鵲、斑
文鳥、珠頸斑鳩 

 植物：大葉桃花心木、阿勃勒、黃

連木 

九番埤水淨場 

水域環境 

 

 鳥類：高蹺鴴、小白鷺、紅冠水雞、
小環頸鴴、磯鷸 

 兩棲爬蟲類：巴西龜 

 昆蟲：猩紅蜻蜓、呂宋蜻蜓 

 水域生物：吳郭魚、福壽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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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類型 環境照片 現場記錄動植物 

濱溪植被 

 

 鳥類：栗小鷺、紅冠水雞 

 兩棲爬蟲類：貢德氏赤蛙 

 昆蟲：猩紅蜻蜓、呂宋蜻蜓 

 水域生物：鱉甲蝸牛、非洲大蝸牛 

 植物：水柳、垂柳、構樹、水麻、
血桐 

人工草地 

 

 鳥類：白頭翁、麻雀、洋燕、家八

哥、珠頸斑鳩 

 昆蟲：猩紅蜻蜓、褐斑蜻蜓、義大
利蜂、大白斑蝶、小灰蝶 

 植物：臺灣海桐、草海桐、茄苳、
樟樹、大花紫薇、大王仙丹、朱槿 

人工栽植

喬木 

 

 鳥類：白頭翁、綠繡眼、樹鵲、斑
文鳥、珠頸斑鳩 

 昆蟲：猩紅蜻蜓、大白斑蝶 

 植物：小葉欖仁、美人樹、黃連木、
樟樹、茄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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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冠水雞 巴西龜 

  

小白鷺 小環頸鴴 

  

麗紋石龍子 高蹺鴴 

圖 3.2-4 工區範圍內紀錄之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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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水域生態調查結果 

一、調查方法 

水域生物調查於於北屋水淨場預定地設置 1 個測站（22°40'56.92"N, 

120°20'7.06"E）、九番埤水淨場預定地設置 2 個測站(上游測站座標 N22°

41'12.54", E120 ° 19'37.05" ，下游測站座標 N22 ° 41'11.40", E120 °

19'30.18")。各類群調查方法如下： 

(一)魚類、蝦蟹 

每個樣站放置 3 具小型蝦籠，蝦籠內以飯糰混以魚飼料為餌料，調

查當日將蝦籠施放於適當的緩流岸邊，施放後隔 1 日再收取。手抄網（45

×36 公分）則用以調查躲藏於水草及石塊下的魚類。另以俗稱八卦網之

手拋網於每測點下網 3 次，每次下網地點距離 5m，進行水域魚蝦調查，

所採集到的魚、蝦類，均現場進行種類鑑定後原地釋放，無法確認的物

種則送回實驗室進行鑑定。 

(二)蜻蜓類 

於測點上下游 5m 內沿水汀線調查，在日間 8~10 點昆蟲活動高峰期

進行。主要以目視搭配雙筒望遠鏡補助觀察記錄，遇有不確定種類則以

捕蟲網捕撈輔以圖鑑進行鑑定。 

(三)底棲生物(含螺貝類及環節動物等) 

以手抄網採集在沿岸水深 50 公分內的底棲生物。較大型的底棲生物

以鑷子夾取，而較小型的底棲生物則以毛筆沾水將其取出以進行鑑定。 

生物名錄製作及鑑定依據邵廣昭等主編的「2008 臺灣物種多樣性Ⅱ.物

種名錄」、「臺灣物種名錄 2010」、臺灣物種名錄網(TaiBNET)、中央研究

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之臺灣貝類資料庫、中央研究院之臺灣魚類資料庫、

陳義雄之「臺灣河川溪流的指標魚類—初級淡水魚類」、「臺灣河川溪流的

指標魚類—兩側洄游淡水魚類」、陳義雄等編著的「臺灣的外來入侵淡水魚

類」、汪良仲所著之「台灣的蜻蛉」(2000)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保

育類野生動物名錄」，進行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度、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二、調查結果 

水域環境提供多樣的水域生物、兩棲類及昆蟲棲息，北屋水淨場預定地

僅發現福壽螺，而九番埤水淨場預定地則是有吳郭魚於水中悠游及貢德氏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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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於岸邊鳴叫。另九番埤濕地公園的河道內灘地也是高蹺鴴、小白鷺等水鳥

喜好棲息的環境。 

(一)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 

本區水域兩側有人工投置卵石，推測應為防止流水沖刷設置，中央

地帶底質以泥沙為主，夾雜許多沉積物，底泥因缺氧而呈現黑色，並帶

有明顯的臭味，溪流中含有少量人為垃圾。兩側坡度雖緩和，卻無任何

植物生長，研判應已被相關單位清除。調查樣點往上游河面較為寬廣，

水流緩慢，水體淺，深度僅 10~30cm 左右；下游河道則為水泥護岸，坡

度較陡，水面轉窄，水流急，溶氧量較高，深度約有 20~30cm。 

1.魚類 

本調查共發現魚類有 2 科 2 種(表 3.2-2)，無發現原生種魚類，僅

有絲鰭毛足鬥魚(Trichopodus trichopterus)及線鱧(Channa striata)等 2

種魚類，此 2 種均屬台灣西半部水域普遍常見之魚種，皆為外來入侵

種。本次調查樣點水深極淺，許多地方僅有 10cm，且兩側沒有任何植

生，不利魚類生存及躲藏，故絲鰭毛足鬥魚跟線鱧都在水深達 30cm 的

較深區間活動。 

表 3.2-2 魚類調查名錄 

項次 科別 中名 學名 調查數量 

1 絲足鱸科 絲鰭毛足鬥魚# Trichopodus trichopterus 4 

2 鱧科 線鱧# Channa striata 2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備註#：外來種 

2.蜻蛉目 

本調查共發現蜻蜓 2 科 2 種(表 3.2-3)，此 2 種蜻蛉目皆為原生種，

並無特有種也無保育類，2 種蜻蛉目昆蟲全為台灣低海拔平野溪流、溝

渠常見種類，此地區發現蜻蜓都屬於可適應都市開發地區或環境較惡劣

的種類。 

表 3.2-3 蜻蛉目調查名錄 

項次 科別 中名 學名 調查數量 

1 春蜓科 粗鉤春蜓 Ictinogomphus rapax 1 

2 蜻蜓科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2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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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屋排水水淨場上游因為水體極淺，水流緩慢，加上岸邊可提供蜻

蛉類昆蟲成蟲與幼生期水蠆躲藏的植生已全被砍伐完畢(由 google 

earth 上可判釋原本兩岸有茂密植被覆蓋)，因此幾無蜻蛉目昆蟲出現或

活動，僅在下游水泥護坡上有地被植物生長處有零星杜松蜻蜓活動，以

及偶飛經過的粗鉤春蜓，但數量皆很零星，可見此處並無穩定族群發

生。此外，因本調查時間為 10 月，已非蜻蛉目昆蟲的大發生期，因此

推估若在 6~8 月間蜻蛉目的大發生期進行調查可能會有更多蜻蛉目種

類及較多數量的紀錄。 

3.底棲生物(蝦蟹類、螺貝類、環節動物) 

綜合上下游調查，共調查到底棲生物 3 科 3 種，並無蝦蟹與貝類

分布，螺類僅有蘋果螺科的福壽螺(Pomacea canaliculata)1 種，屬於

外來入侵種；底棲生物有 2 科 2 種，分別為顫蚓與搖蚊，兩者均為水

體污染或優養化的指標性生物，代表本處已經屬於中度污染至重度污

染，底棲生物名錄如表 3.2-4。 

北屋水淨場水體明顯不良，因此僅有耐污力較強的福壽螺可以生

存，上游水體流動緩慢且缺乏大量植生可形成較豐富的腐植物質工螺類

生長與產卵，所以本區福壽螺數量也不高，只有零星個體。 

顫蚓又稱絲蚯蚓，體色微紅，常成群生活在緩流的水域污泥中，頭

插在泥中取食污泥中的有機物，尾端則在水中擺動呼吸；搖蚊幼蟲富含

血紅素，體色呈紅色，在髒污的水中以泥沙等物築巢躲藏，顫蚓與搖蚊

的幼蟲通稱紅蟲，是水質污染的重要環境指標生物，由顫蚓與搖蚊的出

現可知本處水質污染處於中度至嚴重等級。 

表 3.2-4 底棲生物調查名錄 

項次 科別 中名 學名 調查數量 

1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4 

2 顫蚓科 顫蚓蟲 Tubifex sp. 23 

3 搖蚊科 搖蚊 Chironomus sp. 6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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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拋網進行調查 底棲生物撈捕 

  

捕獲的絲鰭毛足鬥魚 偶而經過的粗鉤春蜓 

 
 

顫蚓與搖蚊 福壽螺 

圖 3.2-5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調查物種 

(二)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 

本區水域底質以泥沙為主，夾雜許多沉積物與石塊，底泥則因極度

缺氧而呈現黑色，並帶有明顯的臭味，底質中含有少量人為垃圾。上游

測站因坡度甚緩而無水泥護岸等水泥建物，水濱主要為優勢巴拉草族

群，偶而混生細葉水丁香、密穗桔梗等水生植物，水流緩慢且水域寬闊，

水體極淺；下游測站坡度較陡，岸邊有駁坎之類水泥護坡，水濱有少量

巴拉草族群，水流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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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魚類 

綜合上下游調查，共發現魚類有 5 科 6 種，魚類物種名錄如表

3.2-5。本調查無發現原生種魚類，包括銀高體鲃 (Barbonymus 

gonionotus) 、 錦 鯉 (Cyprinus carpio carpio) 、 豹 紋 翼 甲 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雜交吳郭魚(Oreochromis sp.) 、孔雀花

鱂(Poecilia reticulata)及線鱧(Channa striata)等 6種魚類均屬台灣西半

部溪流水域普遍常見之魚種，以銀高體鲃及吳郭魚為優勢種，且除錦鯉

外，其餘 5 種皆為外來入侵種，錦鯉則推估應為人為放生個體，本處

屬於人類高度活動區域，因此可能有各種人為放生魚類，只是錦鯉耐污

力較強而活存。 

本次調查上下游測站的距離不遠，僅在數十公尺之內，水文條件相

似，加之本調查區域水體普遍不深，深度約在 10-30cm 之間，魚種大

多成群梭游，造成拋網時若有遇到魚群則多為成群中網，若無遇到魚群

時則魚種數量不高，乍看使得上游的銀高體鲃族群似乎很多且有錦鯉之

紀錄，而下游則有孔雀花鱂是上游所沒有的魚種，但實際上本區域上下

游測站的魚種組成頗為相似，沒有太大差異。 

表 3.2-5 魚類調查名錄 

項次 科別 中名 學名 
上游調查

數量 

下游調查 

數量 

1 
鯉科 

銀高體鲃# Barbonymus gonionotus 3 24 

2 錦鯉# Cyprinus carpio carpio 2 -- 

3 甲鯰科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3 2 

4 慈鯛科 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7 3 

5 花鱂科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 8 

6 鱧科 線鱧# Channa striata 1 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備註#：外來種 

2.蜻蛉目 

綜合上下游調查，共發現蜻蜓 4 科 7 種，蜻蜓名錄詳如表 3.2-6。

本次調查的 7 種蜻蛉目皆為原生種，並無特有種也無保育類，7 種蜻蛉

目昆蟲全為台灣低海拔平野溪流、溝渠常見種類，其中以青紋細蟌為優

勢種，共調查到 19 隻次（佔總數 34.54％），薄翅蜻蜓為次優勢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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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次於蜻蚊細蟌 2 隻次，此地區發現到蜻蜓都屬於可適應都市開發地

區或環境較惡劣的種類。 

九番埤溼地公園上游因為水體較淺，水流緩慢，不利魚類活動覓

食，岸邊也有大量植被可提供蜻蛉類昆蟲成蟲與幼生期水蠆躲藏，且有

較多小型無脊椎生物可供獵食，因此上游測站的蜻蛉目數量明顯多於下

游，尤其細蟌科主要棲息在水濱草叢間，因此在上游的草叢間有較大族

群。此外，因本調查時間為 10 月，已非蜻蛉目昆蟲的大發生期，因此

推估若在 6~8 月間蜻蛉目的大發生期進行調查可能會有更多蜻蛉目種

類及較多數量的紀錄。 

表 3.2-6 蜻蛉目調查名錄 

項次 科別 中名 學名 
上游調查

數量 

下游調查 

數量 

1 
細蟌科 

白粉細蟌 Agriocnemis femina oryzae 3 -- 

2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12 7 

3 晏蜓科 麻斑晏蜓 Anax panybeus -- 1 

4 春蜓科 粗鉤春蜓 Ictinogomphus rapax 1 -- 

5 
蜻蜓科 

褐斑蜻蜓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6 3 

6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5 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3.底棲生物(蝦蟹類、螺貝類、環節動物) 

綜合上下游調查，共調查到底棲生物 3 科 3 種，並無蝦蟹與貝類

分布，螺類僅有蘋果螺科的福壽螺(Pomacea canaliculata)、梯形福壽

螺(Pomacea scalaris)2 種，梯形福壽螺在台灣目前僅分布於高雄與屏

東，已及台南少數區域，因為族群沒有福壽螺優勢且分布不普及，因此

未被列為入侵種；底棲生物有 2 科 2 種，分別為顫蚓與搖蚊，兩者均

為水體污染或優養化的指標性生物，代表本處已經屬於中度污染至重度

污染，底棲生物名錄如表 3.2-7。 

九番埤水體明顯不良，因此僅有耐污力較強的福壽螺生存，上游水

體流動較緩且有大量植生可形成豐富腐植層也有利福壽螺生長與產

卵，明顯的有較大量福壽螺族群分布，為單一優勢種，而本處岸邊也可

以見到一些呈黃棕色的梯形福壽螺的卵粒，數量比福壽螺紅色卵粒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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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下游邊岸植生帶沒有上游多，水流也稍急，因此螺類族群就沒有上

游來的多。 

顫蚓又稱絲蚯蚓，體色微紅，常成群生活在緩流的水域污泥中，頭

插在泥中取食污泥中的有機物，尾端則在水中擺動呼吸；搖蚊幼蟲富含

血紅素，體色呈紅色，在髒污的水中以泥沙等物築巢躲藏，顫蚓與搖蚊

的幼蟲通稱紅蟲，是水質污染的重要環境指標生物，由顫蚓與搖蚊的出

現可知本處水質污染處於中度至嚴重等級，此外沒有其他底棲生物生

存。 

表 3.2-7 底棲生物調查名錄 

項次 科別 中名 學名 
上游調查

數量 

下游調查 

數量 

1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22 12 

2 梯形福壽螺 Pomacea scalaris 13 2 

3 顫蚓科 顫蚓 Tubifex sp. 83 124 

4 搖蚊科 搖蚊 Chironomus sp. 31 18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三、調查成果結論 

北屋水淨場工區之水域生態調查共發現 7 科 7 種，魚類皆為入侵外來

種。從生物種類分析本區域多屬於耐污性物種，如絲鰭毛足鬥魚、線鱧、顫

蚓、搖蚊皆生活在池塘或溝渠等水生植物雜生和淤泥底質的靜水域或緩流

處，能在缺氧或淤泥中生活，屬水質污染嚴重的指標性生物。 

九番埤水淨場工區之水域生態調查共發現 12 科 17 種，魚類皆為外來

種，除錦鯉外皆為入侵外來種。從生物種類來看本區域多屬於耐污性物種，

如吳郭魚、豹紋翼甲鯰、線鱧、線鱧、搖蚊，這些生物都生活在池塘或溝渠

等水生植物雜生和淤泥底質的靜水域或緩流處，能在缺氧或淤泥中生活，是

水質污染嚴重的指標性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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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郭魚 線鱧 

  

孔雀花鱂 豹紋翼甲鯰 

  

底棲生物採集 顫蚓 

  

搖蚊 梯形福壽螺 

圖 3.2-6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調查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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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態檢核作業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並針對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及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填寫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之核定、規劃與設計階段內容，填報成果詳表 3.3-1、表

3.3-2，各項工作成果詳述如以下各小節。 

表 3.3-1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程

基本

資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 
設計單位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設計階段:108.04.03~108.12.10 

工程階段:109.01~110.03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高雄市仁武區澄觀停八停車場 

X：181629.943，Y：2508903.260(TWD97 座標) 

工程預算/經費

（仟元） 
13,900 

工程目的 
為有效改善愛河上游水質，特辦理此項工程，將愛河上游-北屋排水，經現地處理後再排回愛河

中，期降低愛河上游污染情形。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北屋水淨場，採用接觸曝氣氧化法，設有一座進流抽水站及地下處理池槽，並於地面上設置一處

鼓風機房。 

預期效益 
可有效改善愛河上游-北屋排水之污染河水，增加地區人口及產業發展，預期受惠人口約 8 萬人，

並於完成後回復上部既有設施(停車場及公園綠地)，提供民眾生活及休憩空間。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

生態保育原則? 

  ■是（詳附件四）    □否   

二、 

生態資料蒐

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詳 3.2.1 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

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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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關注物種及重要

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

動植物等？ 

  □是                                                 

  ■否（詳 3.2.2 節）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原

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

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詳 3.3.4 節）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

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移植場址計有大樹（詳 3.3.4 節）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保育措施及追蹤監測將於施工階段進行（詳 3.2.2 及 3.2.3 節）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

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詳附件四）    □否 

二、 

基本資料蒐

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詳 2.1.3 及 3.3.3 節）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詳 2.1.3 及 3.3.3 節）    □否 

三、 

生態保育對

策 

調查評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

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詳 3.3.4 節）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詳 3.4 節）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詳 3.4 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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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詳附件四）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及

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

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詳 3.3.4 節）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詳 3.4 節）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措

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

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管

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

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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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程

基本

資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 
設計單位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設計階段:108.04.03~108.12.10 

工程階段:109.01~110.03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高雄市仁武區九番埤濕地公園 

X：180642.285，Y：2509689.045(TWD97 座標) 

工程預算/經費

（仟元） 
13,900 

工程目的 
為有效改善愛河上游水質，特辦理此項工程，將愛河上游-九番埤排水，經現地處理後再排回愛

河中，期降低愛河上游污染情形。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九番埤現地處理設施設置後，將進行九番埤排水以上河段污染河水截流處理，並將淨化後之淨水

放流至原河道，活絡愛河流域，減緩流域污染情形。 

預期效益 

九番埤排水，採用礫間接觸曝氣氧化法，設有一座進流抽水站及地下處理池槽，另考量公園景觀

使用，採用戶外盤體控制，不設置機房。兩處場址相關地面設施均以景觀美化包覆，避免造成視

覺衝擊及景觀衝突。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

生態保育原則? 

  ■是（詳附件四）    □否   

二、 

生態資料蒐

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詳 3.2.1 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

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要

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

動植物等？ 

  □是                                                 

  ■否（詳 3.2.2 節）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九番埤濕地公園（詳 3.2.2 節）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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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原

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

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詳 3.3.4 節）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

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新設步道迴避場內既有大樹（詳 3.3.4 節）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保育措施及追蹤監測將於施工階段進行（詳 3.2.2 及 3.2.3 節）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

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詳附件四）    □否 

二、 

基本資料蒐

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詳 2.1.3 及 3.3.3 節）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詳 2.1.3 及 3.3.3 節）    □否 

三、 

生態保育對

策 

調查評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

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詳 3.3.4 節）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詳 3.4 節）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詳 3.4 節）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詳附件四）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及

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

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詳 3.3.4 節）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詳 3.4 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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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措

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

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管

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

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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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 

本計畫依據現場勘查及調查成果，針對工程場址周邊 500 公尺範圍繪製生態

關注區域圖，繪製成果分述如后。 

一、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在生態敏感程度上屬人工建物，工程對其幾乎無生

態衝擊影響；場址預定地周邊鄰近北屋滯洪池公園及澄觀公兒一公園，因兩

公園境內以短草皮為主，生長良好、具高大樹冠的喬木較少，因此在生態敏

感程度上屬低度敏感，工程對其生態衝擊影響較小，生態關注區域圖如圖

3.3-1。 

 

圖 3.3-1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生態關注區域圖 

二、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之預定地原為九番埤濕地公園，且鄰近區域的河

濱植被與雜木林保留良好，工程對其生態衝擊影響屬中度敏感，即工程完工

後生態環境回復所需時間較久，因此施工期間應盡量減少擾動範圍，生態關

注區域圖如圖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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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生態關注區域圖 

3.3.2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 

本計畫於民國 108 年 10 月 5 日進行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兩工區(圖

3.3-3)的評估結果彙整如表 3.3-2 和表 3.3-3 所示，完整表格填報成果如附件五。

愛河北屋段評估總分為 28 分、九番埤濕地公園評估總分為 35 分，依據章節 2.2

中所描述水利工程快速棲地評估標準級距，北屋段棲地品質為劣，因北屋排水周

邊人為開發程度高、自然度低所致；九番埤濕地公園棲地品質為差，生態棲地屬

部分受到干擾之環境。九番埤濕地公園的評估分數略高於愛河北屋段的評估分

數，兩者主要差異在於「水陸域過渡帶」的評比：九番埤濕地公園的河道兩岸因

採用石籠、砌石工法而有濱溪植被茂密生長；愛河北屋段的河道則採用陡直混凝

土護岸，不利於生物攀爬利用且植物不易生長。 

 
 

愛河北屋段 九番埤濕地公園 

圖 3.3-3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目標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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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愛河北屋段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 

評估類別 評估因子 棲地現況 建議採行之友善措施 分數 

水的特性 

水域型態多

樣性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淺流)

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

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

會 

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

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

響水域型態多樣性 
0 

水域廊道連

續性 

水域廊道仍維持自然狀態 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

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

響水域廊道連續性 

10 

水質 三項水質指標 (濁度、異

味、優養化)皆無異常，河

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6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水陸域過渡

帶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

面積比率介於 25%-75% 

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

工項會臨水施作，且為保

全鄰近住戶周邊護岸已設

置陡直混凝土型式，無法

更改護岸型式 

3 水路兩側為陡直的混凝土

護岸，不易蟹類、爬蟲類

及兩生類的移動 

溪濱廊道 

連續性 

目標河段大於 60%之濱岸

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

斷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1 

底質 

多樣性 

河床底質為細沉積砂土，

其覆蓋之面積比例面積比

例大於 75% 

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

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

響底質多樣性 

1 

生態特性 

水生動物豐

多度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

(螺貝類和魚類)，部分為外

來種(吳郭魚)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

測：蜻蜓類 

1 

水域生產者 水呈現藍色但透明度低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另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

口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

影響藻類及浮游生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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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九番埤濕地公園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 

評估類別 評估因子 棲地現況 建議採行之友善措施 分數 

水的特性 

水域型態多

樣性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淺流)

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

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

會 

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

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響

水域型態多樣性 
0 

水域廊道連

續性 

水域廊道仍維持自然狀態 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

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響

水域廊道連續性 

10 

水質 三項水質指標(濁度、異

味、優養化)皆無異常，河

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6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水陸域過渡

帶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

面積比率小於 25% 

建議增加構造物表面孔

隙、粗糙度 
8 

水路兩側護岸為石籠且長

滿濱溪植被 

溪濱廊道 

連續性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

及植栽工程，30%~60%

廊道連接性遭阻斷 

建議縮減工程量體或規

模，並增加構造物表面孔

隙、粗糙度 

3 

底質 

多樣性 

河床底質為細沉積砂土，

其覆蓋之面積比例面積比

例大於 75% 

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

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響

底質多樣性 

1 

生態特性 

水生動物豐

多度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

(螺貝類和魚類)，部分為

外來種(吳郭魚)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

測：蜻蜓類 

1 

水域生產者 水呈現黃色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另

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

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響

藻類及浮游生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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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生態議題與保全對象 

本計畫針對北屋排水及九番埤水質淨化場評估工程周邊生態議題，包含城市

綠帶之維護、濱溪植被及河道灘地生態功能維護及水域生態及水質保護三項議

題，說明如后。 

一、城市綠帶維護 

澄觀段停八停車場之大樹具有銜接北屋滯洪公園及澄觀公兒一公園綠

帶，以提供都市生態跳島之功能，應維持停車場既有綠覆率或於鄰近地區補

償因工程而損失的綠帶範圍。 

九番埤濕地公園亦為周邊地區僅存的綠帶，在地景尺度上具有連接八卦

休閒公園、澄清湖、蓮池潭風景區及半屏山自然風景區綠帶之作用，建議亦

應維持九番埤濕地公園既有綠覆率。 

二、濱溪植被及河道灘地生態功能維護 

濱溪帶為水陸域過度區域，是水陸域營養鹽大量交換之地帶且濱溪植被

具有穩定溪流邊坡、維持溪流微氣候之功能；對野生動物而言，濱溪植被亦

為良好的覓食與休憩環境，建議工程應維持既有濱溪植被或採用可促進濱溪

植被回復生長的友善工法。 

現勘結果顯示，愛河北屋段上游及九番埤水圳上游之河灘地具有可提供

水鳥覓食、休憩之功能，推測於秋冬季節亦可作為部分冬侯鳥之利用棲地，

雖然工區灘地面積小，仍建議施工過程應注意對水鳥的影響。 

三、水域生態及水質保護 

雖然愛河北屋段及九番埤濕地公園的水質不佳，且水域生物多為外來種

及耐污染程度高的物種，但本工程之目標係為改善愛河水質，因此建議於工

程執行過程即進行水質保護工作，提升水域生物豐多度。 

3.3.4 生態保育對策 

本計畫就文化、環境、景觀、生態、安全、經濟、社會等層面議題，提出對

生態環境衝擊較小之工程計畫方案，並與設計單位進行方案可行性之協商討論後

將下列方案納入細部設計中，評估方案如下： 

一、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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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閒置空間再利用：水淨場址設置選擇目前民眾利用程度較低之區域，並

於工程完工後進行既有景觀復舊，符合最小地形地貌改變之原則。 

(二)利用既有道路埋設管線：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進出水之管線設置利用既

有道路，不另劃設。 

(三)降低施工過程干擾：控制施工過程之噪音產生、空氣污染及水質污染以

符合環保署之規定。 

(四)避免夜間施工：工區周邊鄰近住宅區，故避免夜間施工以減少對民眾日

常生活之不便。 

(五)減少操作控制機房影響：操作控制機房外觀採用木質面板，減少與周邊

環境視覺上景觀衝突；機房內部設置減噪材質，以減少機房運作之低頻

噪音干擾。 

(六)經費編列納入移植費用：針對既有場址上方之大樹編列相關移植費用，

並規劃移植計畫。 

(七)迴避場址既有大樹：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位於既有九番埤濕地公園

內，新設之步道應迴避既有大樹，減少現場生態環境擾動。 

二、生態保育措施 

針對章節 3.3.3 所提出之生態議題經與設計單位協商討論後，研擬可行

之對應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設計圖及招標文件中，保育措施羅列如下： 

(一)移植或保留既有大樹 

1.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 

針對澄觀段停八停車場之大樹建議參考「高雄市植栽移植作業規

範」及「高雄市植栽移植施工說明書」進行移植作業，並於工程完工後，

將部分大樹補植回停車場周邊合適區域。 

2.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 

(1)施工便道之動線規劃迴避既有大樹。 

(2)假設性工程、材料暫置區域之規劃離既有大樹至少距離 5 公尺。 

(3)以警示帶圈圍大樹保護範圍或以厚棉布包裹大樹樹幹，減少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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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少工程對濱溪植被及河道灘地的干擾 

工程於施作截流溝束縮口時，建議先以警示帶標示工程機具可干擾

之範圍(於施工說明會現勘時與營造廠商共同討論後決定)，限縮機具操作

空間以減少濱溪植被及河道灘地受擾動範圍。另九番埤濕地公園工區之

護岸修復建議採用生態友善工法(如砌石、石籠)，以利濱溪植被回復生長。 

(三)維護溪流水質 

雖北屋及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工程配置多數無擾動溪流，但因截

流溝束縮口之施作即於水域環境中施作，溪流水質可能因工程機具之擾

動而濁度增加，建議施工時採圍堰或其他方法阻隔工區與河道，以維持

溪流水質。另工程施作過程亦須避免混凝土、油漆、電器材料掉落河道，

而導致水質變化，進而影響水域生物。 

3.3.5 施工階段預定工作 

一、關鍵物種監測 

為評估工程施工過程對生態環境之影響，本計畫選定鳥類、蝶類作為陸

域生態之關鍵物種監測，蜻蜓類作為水域生態之關鍵物種監測。預計於施工

期間與完工後，以穿越線調查的方式各進行 1 次調查。 

二、施工階段自主檢查表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內相關規定，為落

實設計階段擬定之各項生態保育措施，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自主檢查表納入

入履約文件中，藉由施工階段以填寫自主檢查表之方式進行生態措施執行狀

況的查核，並由工程主辦機關及生態檢核團隊定期覆核相關成果。 

依據本計畫所擬定之北屋排水及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施工生態保育措

施自主檢查項目如表 3.3-5 及表 3.3-6，另完整之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請

參閱附件六。相關填報準則如下： 

(一)自主檢查表於施工期間由施工廠商填寫建議頻率為每月填報一次，供監

造單位查驗及生態檢核團隊每季覆核填報成果，依生態保全對象及生態

友善措施勾選紀錄，並附上能呈現執行成果之佐證資料或照片。 

(二)施工階段自主檢查表所檢附之佐證照片，需完整呈現執行範圍及內容，

儘量由同一位置與角度拍攝，以便比對現場生態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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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設計或施工有任何變更，可能影響或損及生態保全對象或友善措

施，應通報工程主辦機關與生態檢核團隊溝通協調。 

(四)表單內所列檢查項目不得擅自修改，相關項目修正需報請工程主辦單

位、監造單位及生態檢核團隊進行研議修正。 

表 3.3-5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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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三、生態環境異常狀況通報處理表 

施工時若於工區範圍或目標排水內，發現生態環境異常狀況，需立即填

寫異常狀況通報處理表（表 3.3-7），並提報工程主辦機關及生態檢核團隊

協助處理，異常狀況類型如下： 

(一)生態保全對象異常或消失，如：應保護之植被遭移除。 

(二)非生態保全對象之生物異常，如：魚群及蟹類暴斃、水質渾濁。 

本案施工過程若發現現場生態環境受工程作業影響而產生傷害時，應立

即停止施工作業，並報請相關權責單位研議對策，並進行複查，直至異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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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處理完成始可結束查核。 

如發生水體污染(顏色變異、異味等)，或大量魚群暴斃情況發生，除通

報相關單位外，第一時間亦須記錄環境狀況(拍照、錄影等)，另需採集異常

水體約 500mL 以上，或打撈暴斃之魚體，以利後續檢測並釐清相關責任。 

表 3.3-7 異常狀況通報處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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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會議辦理 

依契約變更議定書第 1 條第 1 項第 5 款相關規範，本計畫應針對「愛河上游

(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2 處工程，辦理施工前說明會，原

則於工程經中央補助核定後、施工前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

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說明會，蒐集、整合與溝通相關意見，彙整後進行

生態調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

並持續監督與配合回饋工程規劃單位提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其中會議地點以工

程當地公開場所為原則進行辦理。 

於會中將蒐集彙整各工程單位、當地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及當地民眾意見，

以供未來各工程進行時，提供應變措施作業之參考。 

一、會議辦理流程 

(一)辦理目的 

位於高雄市仁武區之北屋排水及九番埤排水屬愛河流域之上游河

段，主要污染來源為民生污水之排放，由於仁武地區近年人口成長迅速，

人口數持續增加情況下，生活污水亦將持續排入影響愛河流域之水質，

因此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為改善愛河流域上游地區民生廢污水污染情形，

特辦理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 

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並落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

理念，維護生態多樣性資源與環境友善品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06 年 4 月 25 日公告「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將生態保育之考量融

入治理工程流程，維護當地生物多樣性與環境友善品質，達成生態永續

之發展及恢復自然健康河川之願景，並於 108 年 5 月 10 日將「公共工

程生態檢核機制」修正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使工程生態

檢核各項作業流程更臻完善，爰此，擬藉由本次宣導說明會議之辦理，

讓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及高楠里兩地居民，進一步瞭解水質淨化現地處

理工程及生態檢核作業內容。 

(二)議程安排 

1.會議時間：108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10 點 30 分~下午 16:30 分 

2.會議地點：北屋社區活動中心、高楠社區活動中心 

3.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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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辦單位：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5.邀請對象：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及高楠里當地之居民 

6.會議議程：主題包含「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

設施介紹」及「工程生態檢核介紹」等兩大面向進行討論，並於會後邀

請里民前往施及生態檢核進行說明，並於會後帶領居民前往青埔溝及微

笑礫間兩處現地參訪，青埔溝現地處理設施之觀察廊道，可讓民眾瞭解

生態廊道及水處理之流程；而微笑礫間為運作時程較長之場地,可讓民

眾瞭解工程完工後，現地場址生態環境能恢復之完善程度，相關議程及

內容如表 3.4-1。 

表 3.4-1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生態檢核說明

會議程 

時間 課程及活動項目 主講單位 

10:00~10:30 八卦里居民報到/簽到 - 

10:30~10:40 說明本計畫內容及座談會目的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0:40~11:30 

討論議題：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水質淨化現地

處理工程設施介紹 

 生態檢核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30~14:30 休息 - 

13:00~13:30 高楠里里民報到/簽到 - 

13:30~13:40 說明本計畫內容及座談會目的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3:40~14:10 

討論議題：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水質淨化現地

處理工程設施介紹 

 生態檢核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4:10~14:30 休息 - 

14:30~14:50 北屋活動中心→青埔溝 車程 

14:50~15:10 青埔溝水質淨化現地處理設施參訪  

15:10~15:40 青埔溝→微笑礫間公園 車程 

15:40~16:00 微笑礫間公園參訪  

16:00~16:30 回程 - 

二、會議現場照片 

會議當天與現場民眾交流及現場照片彙整如圖 3.4-1~圖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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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 生態檢核工作內容簡報說明 

  

生態檢核工作內容簡報說明 意見交流 

圖 3.4-1 北屋說明會議現場照片 

  

主席致詞 生態檢核工作內容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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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工作內容簡報說明 意見交流 

圖 3.4-2 九番埤說明會議現場照片 

  

青埔溝參訪現場照片 青埔溝現地處理設施觀察廊道 

  

青埔溝現地處理設施觀察廊道解說 青埔溝參訪現場照片 

圖 3.4-3 青埔溝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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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礫間現場照片 微笑礫間機房解說 

  

微笑礫間參訪現場照片 微笑礫間參訪現場照片 

圖 3.4-4 微笑礫間現場照片 

三、會議辦理成果 

本計畫於會後整理里長及民眾提供之建議、關切及詢問之議題如下： 

(一)工程所施作之現地處理淨化設施，是否如一般污水處理廠之規模及流程? 

(二)處理後之淨水放流位置是否與污水截流之地點相同? 

(三)現地處理淨化設施所產生之污泥如何處理? 

(四)完工後是否能增設相關景觀設施? 

由於現場民眾提出之議題及建議多屬工程設計施作方面，因此已由設計

單位於現場進行答覆。而此次說明會邀請 2 處水質淨化場工程周邊之當地居

民、里長及民意代表參與，召開說明會時間亦配合民眾較為空閒的假日時段

辦理，讓更多的民眾能有機會參與，並藉由本次會議進一步瞭解生態檢核執

行意義及辦理機制。 



工作執行進度說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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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執行進度說明 

4.1 工作進度 

依據本計畫勞務契約之工作說明書，於本階段應完成之履約項目如下，另彙

整各項工作進度如表 4-1。 

一、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蒐集計畫施作區域既有生態

環境、議題等資料，並由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記錄生態環境現況及分析工

程計畫。 

二、透過現場勘查，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生態議題與生

態保全對象，依工程量體配置方式及影響範圍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 

三、辦理生態調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

育對策。 

四、根據生態保育措施，提出施工階段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以及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五、於施工前辦理民眾說明會。 

六、將生態檢核工作所辦理之生態調查、評析、現場勘查、保育對策研擬等過程

與結果以文件記錄，並填具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及水利工程快速棲地評

估表。 

表 4-1 各項工作執行進度表 

項次 工作項目 進度 執行現況 報告章節 

1 成立工作顧問團隊 100% 

已於執行生態檢核作業

前組成工程及生態專業

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附件二 

2 

歷史資料及環境背景資料蒐集 

(蒐集施作區域既有生態環境

及議題等資料) 

100% 
完成蒐集施作範圍周邊

歷史生態調查作業 
章節 2.1.3 

3 

施工中及施工後水質檢測作業 

項目包含：測定項目包含水

溫、pH、導電度、DO、BOD、

COD、SS、NH3-N、總凱式氮，

及重金屬銅、鋅、鎳、汞、鎘、

鉻、砷、鉛 

0% 
目前為施工前階段無須

進行水質檢測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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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作項目 進度 執行現況 報告章節 

4 

現場調查作業： 

施工前、中、後各階段至少辦

理一次工程範圍確定、棲地環

境調查，含水、陸域生態調查 

33% 
完成施工前現場調查作

業 

章節 3.2 

附件一 

5 
填寫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

表、水利工程快速棲地評估表 
100% 

完成施工前階段生態檢

核自評表及快速棲地評

估表之填寫，後續依工程

階段更新 

章節 3.3 

附件三 

6 繪製及說明生態關注區域圖 100% 
完成繪製 2 處工程之生態

關注區域圖 
章節 3.3.1 

7 
細部生態調查評析、研提生態

保育對策及配置方案 
100% 

已針對 2 處工程場址進行

生態調查，並提出生態保

育對策 

章節 3.3 

8 提出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100% 

完成 2 處工程場址自主檢

查表及異常狀況通報處

理表擬定 

章節 3.3.5 

附件四 

9 加強督導定期改善工程施工 0% 目前為施工前階段 -- 

10 協助資訊公開作業 0% 

已彙整生態檢核作業資

訊，後續依各工程階段作

業更新 

-- 

11 施工前民眾說明會 100% 
已於 10月 13完成辦理施

工前民眾說明會 
章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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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階段結論 

本階段完成「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2 處場址

之施工前之生態檢核相關調查作業，以及生態關注區域圖之繪製，評估現階段各

工程之生態議題及保全對象，調查成果與歷史資料比對並無太大差異，並且提出

生態保育措施之自主檢查表及施工中異常狀況處理原則，後續將持續更新各工程

之環境現況及生態調查，確保施工對生態環境衝擊降至最低。 

一、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 

(一)歷史資料 

水淨場預定地周邊為人為高度利用區域，因此植被組成單調，以大

葉桃花心木、阿勃勒、黃連木、洋紅風鈴木、雙花草、狗牙根、雷公根、

蠅翼草、鋪地黍、茅草等常見植物為主。陸域動物物種多為可適應高強

度人為干擾的物種如五色鳥、翠鳥、黑枕藍鶲、紅冠水雞、珠頸斑鳩、

多線真稜蜥等。水域生物記錄到的魚種包括吳郭魚、大肚魚、泰國鱧、

泰國鯰、三星攀鱸、琵琶鼠等六種魚類，皆屬強勢外來種魚類，無紀錄

到原生魚種。 

(二)現場調查 

場址預定地周邊為高度人為開發區域，少數農地及人工草皮綠地，

皆屬低度敏感區域；人工草地則提供多樣的鳥類及昆蟲棲息，鳥類以白

頭翁、麻雀及家八哥為主，昆蟲則有小灰蝶、大白斑蝶、褐斑蜻蜓等；

人工植栽喬木則以樹棲型鳥類，如綠繡眼及樹鵲為主。 

北屋水淨場工區之水域生態調查共發現 7 科 7 種，魚類皆為入侵外

來種。從生物種類分析本區域多屬於耐污性物種，如絲鰭毛足鬥魚、線

鱧、顫蚓、搖蚊皆生活在池塘或溝渠等水生植物雜生和淤泥底質的靜水

域或緩流處，能在缺氧或淤泥中生活，屬水質污染嚴重的指標性生物。 

(三)生態議題 

澄觀段停八停車場之大樹具有銜接北屋滯洪公園及澄觀公兒一公園

綠帶，以提供都市生態跳島之功能，應維持停車場既有綠覆率或於鄰近

地區補償因工程而損失的綠帶範圍。 

愛河北屋段上游之河灘地具有可提供水鳥覓食、休憩之功能，推測

於秋冬季節亦可作為部分冬侯鳥之利用棲地，雖然工區灘地面積小，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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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施工過程應注意對水鳥的影響。 

雖然愛河北屋段水質不佳，且水域生物多為外來種及耐污染程度高

的物種，但本工程之目標係為改善愛河水質，因此建議於工程執行過程

即進行水質保護工作，提升水域生物豐多度。 

(四)保育對策 

針對澄觀段停八停車場之大樹建議參考「高雄市植栽移植作業規範」

及「高雄市植栽移植施工說明書」進行移植作業，並於工程完工後，在

停車場周邊合適區域補植大樹。 

工程於施作截流溝束縮口時，建議先以警示帶標示工程機具可干擾

之範圍，限縮機具操作空間以減少濱溪植被及河道灘地受擾動範圍。 

雖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工程配置多數無擾動溪流，但因截流溝束縮

口之施作即於水域環境中施作，溪流水質可能因工程機具之擾動而濁度

增加，建議施工時採圍堰或其他方法阻隔工區與河道，以維持溪流水質。

另工程施作過程亦須避免混凝土、油漆、電器材料掉落河道，而導致水

質變化，進而影響水域生物。 

二、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 

(一)歷史資料 

水淨場預定地有較多的植物物種紀錄，包含人為栽植植物如美人

樹、朱槿、大王仙丹、小葉欖仁等，亦有自然拓殖的植物如血桐、甕菜、

黃槿、檬果、構樹等，本區域之優勢植種皆為外來種植物。水質淨化場

預定地因河道內有灘地且濱溪植被生長茂密，因此有許多水鳥、冬候鳥

紀錄，如栗小鷺、高蹺鴴、磯鷸、紅尾伯勞等。水域生物記錄到的魚種

包括吳郭魚、大肚魚、泰國鱧、泰國鯰、三星攀鱸、琵琶鼠等六種魚類，

皆屬強勢外來種魚類，無紀錄到原生魚種。 

(二)現場調查 

九番埤濕地公園內植栽樹木較為密集，人工草地則提供多樣的鳥類

及昆蟲棲息，鳥類以白頭翁、麻雀及家八哥為主，昆蟲則有小灰蝶、大

白斑蝶、褐斑蜻蜓等；人工植栽喬木則以樹棲型鳥類，如綠繡眼及樹鵲

為主。河道內灘地也是高蹺鴴、小白鷺等水鳥喜好棲息的環境，於兩側

堤岸濱溪植被有人工栽植的水柳及垂柳，亦有自然拓殖生長的血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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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等植物分布。 

九番埤水淨場工區之水域生態調查共發現 12 科 17 種，魚類皆為外

來種，除錦鯉外皆為入侵外來種。從生物種類來看本區域多屬於耐污性

物種，如吳郭魚、豹紋翼甲鯰、線鱧、線鱧、搖蚊，這些生物都生活在

池塘或溝渠等水生植物雜生和淤泥底質的靜水域或緩流處，能在缺氧或

淤泥中生活，是水質污染嚴重的指標性生物。 

(三)生態議題 

九番埤濕地公園亦為周邊地區僅存的綠帶，在地景尺度上具有連接

八卦休閒公園、澄清湖、蓮池潭風景區及半屏山自然風景區綠帶之作用，

建議亦應維持九番埤濕地公園既有綠覆率。 

九番埤水圳上游之河灘地具有可提供水鳥覓食、休憩之功能，推測

於秋冬季節亦可作為部分冬侯鳥之利用棲地，雖然工區灘地面積小，仍

建議施工過程應注意對水鳥的影響。 

雖然九番埤濕地公園的水質不佳，且水域生物多為外來種及耐污染

程度高的物種，但本工程之目標係為改善愛河水質，因此建議於工程執

行過程即進行水質保護工作，提升水域生物豐多度。 

(四)保育對策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位於既有九番埤濕地公園內，新設之步道應

迴避既有大樹，減少現場生態環境擾動。未來施工便道之動線規劃迴避

既有大樹，假設性工程、材料暫置區域之規劃離既有大樹至少距離 5 公

尺，以警示帶圈圍大樹保護範圍或以厚棉布包裹大樹樹幹，減少損傷。 

工程於施作截流溝束縮口時，建議先以警示帶標示工程機具可干擾

之範圍，限縮機具操作空間以減少濱溪植被及河道灘地受擾動範圍。另

於九番埤濕地公園工區之護岸修復建議採用生態友善工法(如砌石、石

籠)，以利濱溪植被回復生長。 

雖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工程配置多數無擾動溪流，但因截流溝束

縮口之施作即於水域環境中施作，溪流水質可能因工程機具之擾動而濁

度增加，建議施工時採圍堰或其他方法阻隔工區與河道，以維持溪流水

質。另工程施作過程亦須避免混凝土、油漆、電器材料掉落河道，而導

致水質變化，進而影響水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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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後續工作重點 

一、環境背景調查 

持續更新環境背景資料，並追蹤「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

淨化現地處理」2 處工程施作進度、了解生態環境，物種或重要生物資源，

包含保育類野生動物、特稀有植物、台灣特有種、指標生物、須保護之老樹、

須保護之民俗動植物等。 

辦理施工期間及施工後之水質檢測，藉以比對水體環境變化情形對環境

生態之影響。 

二、現場工程勘查及督導 

持續追蹤並前往現場勘查更新「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

化現地處理」2 處工程施作進度、現場工程施作項目，並分為工程前、中、

後期進行分析，與現場施工單位進行溝通與討論，並針對施作內容進行督導，

確認保全對象不受工程影響及干擾。 

三、細部生態評估調查 

持續針對各工程場址進行各階段之生態調查，確認保全對象不受工程施

作之影響。 



施工前生態檢核作業成果報告(初稿)

審查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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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施工前生態檢核報告審查意見 

壹、時間：108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 分 

貳、地點：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發包室 

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及辦理情形說明 

一 林委員連山 

1 

依規定應邀請生態背景或護樹團體參與

提供意見，建議補充相關諮詢資料。 

遵照辦理。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

現地處理工程於前期規劃階段，已執行生

態檢核作業，亦邀請委員及 NGO 團體召

開 2 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相關內容已補充至報告章節 2.1.4及附件

一中，敬請委員參閱。 

2 

北屋水淨場及九番埤排水水淨場截流溝

束縮口施作點上游之天然濱溪植被，是否

需要暫時移植他處，或僅辦理迴避即可滿

足保育需求，請說明。 

感謝委員指導。 

因工程完工後的裸露面可藉由周邊留存

的濱溪植被拓殖而回復生長，因此工程施

作僅需縮小對濱溪植被擾動範圍即可；擾

動範圍越小即保留範圍越大，濱溪植被回

復生長的時間會越快。 

3 

由於快速棲地評估的分數僅 28 及 35

分，則如何針對此一特性來提出改善建

議?如底泥清淤之重要性，另是否需要在

水域施作時採用圍堰來施作?均請再評

估。一但評估結果認為施工需配合辦理，

則設計單位應將此項工作列入施作範圍

並予以計價。 

感謝委員指導。 

本規劃設計計畫係為在陸域區域設置水

質淨化場，無涉及區域排水的規劃與整

治，因此不易在既有工作規劃中另外提出

改善棲地環境之友善作為。惟本計畫生態

檢核作業將配合在維護管理階段進行一

次生態檢核工作，後續將針對維管階段之

維護工作，如底泥清淤頻率，提出相關改

善或調查建議供管理單位參考。 

因一般工程在水域環境施作時會區隔工

區與水流以利工程進行，經與設計單位討

論後，確認本計畫可採圍堰方式施工並編

列相關預算。 

4 

九番埤濕地公園建議採用砌石、石籠來設

計及施工時應對水鴨進行保護，建議研提

具體作為，並請設計單位列入作為設計內

感謝委員指導。 

護岸之工法設計皆經過水文水理等計

算，確認安全無虞；另施工時對水質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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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及辦理情形說明 

容。 護已建議採圍堰方式施工，以區隔工區與

溪流，該友善措施已列入設計考量並編列

相關預算。 

5 

自主檢查表建議每月辦理一次，則相關自

主檢查的重點內容宜有所建議，另一個月

才辦理一次自主檢查及每季複檢一次，似

乎偏長。 

感謝委員指導。 

自主檢查重點內容包含大樹移植、斷根應

注意事項、施工期間水質保護、減少擾

動…等，兩場檢查重點已分別臚列在自主

檢查表中；另因生態環境每日變化之差異

小且本計畫工程無明顯生態敏感議題，因

此建議每月辦理一次自主檢查、每季複查

一次即可。 

6 

如有新植的喬木，應以本土原生種為原

則，另如涉大樹移植，則應提出移除的管

理作為。 

感謝委員指導。 

本計畫無新植喬木，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

場址完工後補植之喬木為原先暫移至北

屋滯洪池的喬木，而本計畫亦有針對大樹

移植擬定移植計畫並編列相關預算，移植

規範均參照「高雄市植栽移植作業規範」

及「高雄市植栽移植施工說明書」進行，

前述規定均已納入工程規範中。 

二 污水營運科 

1 

P1-2 有寫到施工中及施工後將辦理水質

檢測，然報告書中建議就施工前水質狀態

說明，以確認施工過程不致影響該處水質

狀態。 

遵照辦理。 

工程於規劃階段已針對北屋及九番埤排

水辦理施工前水質檢測作業，檢測項目包

含水溫、pH、導電度、DO、BOD、COD、

SS、NH3-N、濁度以及水中重金屬銅、

鋅、鉻、鎳、鉛、鉻、錳、銀；相關檢測

結果補充至報告章節 2.1.4 敬請委員參

閱。 

2 

生態檢核有迴避原則，施工相關便道應避

開生態保育對象之棲地，惟相關便道後續

復舊方式，建議可預留作為後續營運過程

設備吊裝需求。 

感謝委員指導。 

本計畫將提供場址生態敏感區位圖供承

包商瞭解，以利依其工序設置施工便道並

且避開高敏感區域。 

九番埤場址在既有濕地公園內，施工期間

將設置施工便道供機具吊掛及重車通

行，惟便道結構、成本與永久性道路不

同，現有預算中係編列便道之成本；未來

完工後場址上方將恢復為現有草地，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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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及辦理情形說明 

響未來工程車輛進出。北屋場址用地現為

停車場，周邊為一般道路，無設置施工便

道需求。 

3 

P2-23 維護管理階段仍有生態效益評估

指標，建議於三年成效評估時，納入合約

中讓承商辦理相關事宜。 

遵照辦理。 

三年成效評估工作中已納入生態檢核相

關作業，此外本計畫生態檢核工作已包含

在維護管理階段辦理一次生態調查與檢

核作業。 

三 區域排水科 

1 

快速棲地評估九番埤顯然較北屋更為綠

化及自然，請說明評估上之差別。 

感謝委員指導。 

快速棲地評估係為評估河川物理環境的

指標，其內容包含水域型態多樣性、水域

廊道連續性、水質、水陸域過渡帶、溪濱

廊道連續性、底質、水生動物豐多性、水

域生產者，而陸域植被的部分僅有臨水的

濱溪植被帶被納入評估，因此九番埤周邊

陸域環境雖然自然度較高，但水域環境與

北屋差異不大，故兩者評估上之差別反應

在水陸域過渡帶及溪濱廊道連續性。 

四 污水一科 

1 

本案前於爭取前瞻預算補助時即已辦理

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前團隊因

合約到期，為使本案生態檢核有連貫性，

且中央補助機關對於本案生態檢核成果

亦希望能再多作補充，故現由本案設計團

隊依相關規定籌組成員，辦理施工前生態

檢核，有關民間團體之會議已辦理過，會

再提供相關資料予以補充。 

感謝委員指導。 

針對規劃階段已辦理之生態檢核作業成

果，將彙整相關成果後納入本計畫施工前

成果報告修正稿中。 

2 

請在報告書補充依合約工項已辦理之作

業予以表列。 

遵照辦理。 

本計畫於工程施工前完成之工作項目包

含：成立工作顧問團隊、歷史資料及背景

資料蒐集、現場生態調查作業、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自評表及水利工程快速棲地評

估表之填寫、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研提

生態保育對策、擬定生工階段保育措施自

主檢查表、異常狀況通報表，以及辦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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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及辦理情形說明 

工前民眾說明會。 

各工項進度及對應之報告章節，已補充至

報告章節 4.1，敬請委員參閱。 

3 

有關樹木移植會後另辦理會勘移植位

置，並請設計團隊於發包前先行辦理樹木

移植計畫等作業。 

遵照辦理。 

本計畫 108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3 時已配

合貴局於北屋滯洪公園辦理植栽移植位

置會勘，並將依當日決議於 11 月 29 日

前提交樹木移植計畫。 

五 會議結論 

1 

樹木移植斷根需先提前處理，而最佳移植

時間往往無法與工程期程搭配，請考量先

行小標案處理或將移植要求確實納入契

約規範。 

遵照辦理。 

經本計畫與設計單位確認，工程標案已於 

108 年 11 月 11 日公開招標，預計 109

年 1 月辦理開工，評估期程無法先以小標

案方式進行樹木移植作業。另針對移植要

求，設計單位已納入相關工程規範中。 

2 
請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依各審查

委員意見修正。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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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規劃階段在地小組諮詢
會議紀錄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三批高雄市提報案件第一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意見回覆表 

壹、時間：民國 108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地點：第六河川局水情中心 2-1 會議室 

參、主持人：邱局長忠川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主辦課報告：略 

柒、報告事項：(略） 

捌、討論事項： 

何建旺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高雄市政府所提第三批水環境改善計畫

8 件為地方建設其用心予以認同。 

銘謝委員肯定。 

2、依簡報資料下列各點請市府參酌 

(1)各項計畫應依規劃為前提，或在地說明

地方意見為主，簡報未提出部分，建議補

實。 

(2)九番埤排水宜解決私有地問題，若以公

地先執行，無法達到整體之執行效益。 

(3)林園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4 月份預定解決

用地，至目前無法完成，恐影響執行進度，

建議暫緩處理或刪除。 

銘謝委員意見， 

(1)已於第二次諮詢會簡報內容補充說明在

地地方意見。 

(2)本計畫皆於公有地內施作，無私有地問

題。 

(3)林園海岸環境營造計畫經水利署評分審

查，其結果未通過。 

  



吳茂成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在地參與及民眾意見應彙整及回應。 銘謝委員建議，已將現階段完成辦理之在

地公民參與及其意見，彙整補充於第二次

諮詢會簡報內容。 

2、水環境計畫應有連慣性之政策，並且對

於計畫的必要性、公共性需提出完整說明。 

銘謝委員意見，為改善愛河與鳳山溪流域

之水質及環境，高雄市已於第一、二批計畫

針對兩流域中下游提出景觀再造、水質改

善計畫及污水管線更新等相關計畫；而第

三批次提案依循前述計畫，持續針對愛流

域源頭提出水域環境及水質之改善規劃，

不僅減少水患也提升生活品質。 

3、生態檢核為必要工作，應補齊相關資料，

使計畫內容完備。 

銘謝委員建議，目前第三批提案計畫書中

已有掌握基本現地環境資料、並檢附生態

檢核紀錄、現勘紀錄、區域分析、生態評核

分析、對策建議等相關紀錄表單，以提供後

續規劃設計參考。 

 

  



洪慶宜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前瞻建設計畫已進入第三批次審查，宜

回顧前二批次執行效果，並陳述地方政府

對轄內水環境改善的整體規劃，以合理第

三批次是否與前二批次連結及其優先順序

(市府內排序)。 

銘謝委員意見，第一批次以愛河水環境改

善計畫、鳳山溪水質改善為兩大主軸，第二

批延續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污水截流管

線檢視及整建計畫，位持續改善兩流域水

質及水岸環境，故延續提出第三批計畫。 

2、各計畫之歷次審核，民眾會議採修正宜

納入評核考量，以尊重民眾意見。 

謝謝委員建議，計畫提案已參採歷次審核

意見進行調整，並將於後續工程細部規畫

設計時，納入民眾所提供之意見， 

3、宜加強陳述計畫的必要性，以善用前瞻

建設經費應用於「具急迫性」，並「非經常

性」費用能夠支應的方應該排入此特別預

算中。如鳳山溪案主為污水管線，其屬公共

污水下水道建設，污水下水道建設本就已

有核定之建設期程及經費，是否合於前瞻

建設計畫原則？景觀改善部分(愛河、後勁

溪、林園、美濃湖、前鎮漁港、興達漁港、

彌陀漁港)宜再陳述目前民眾進入休閒的量

能，宜對已有大量民眾進入，休閒行為已造

成環境、生態破壞的場域，方運用前瞻建設

經費計畫來促進觀光，將可能落入「建設好

後，無人使用」的風險或「為工程而工程」

的工程破壞。 

銘謝委員建議，為改善鳳山溪流域之水質

及環境，高雄市已於第一批計畫針對鳳山

溪中下游流域進行辦理民安橋下游及前鎮

河沿線之景觀營造，以及五甲、中崙、君毅

國宅及鳳山圳等辦理污水管線更新及水質

淨化等計畫，故為確保已完成之下游工程

之成效及鳳山溪整體水域水質，即於第三

批次持續針對上游起源地規劃增設污水下

水道，並於 108 年 3 月 26 日之審查評分會

議與內政部營建署完成討論確議；針對本

府第三批次所規畫之水岸景觀建設相關計

畫，將再針對各案觀光效益進行討論評估，

並加強於計畫內容。 

4、各計畫案宜有後續營運規劃，以確保工

程建設後的有效運用。 

銘謝委員建議，各計劃案將逐年編列預算

維護現有工程。 

5、誠摯盼望前瞻建設計畫，宜將經費放在

急迫、常態預算無法做到的，具挑戰性的工

作如：(1) 逕流分擔、出流管制案、(2)河岸

(行水區)之廢棄物移除‧‧‧等。 

銘謝委員意見，有關宜將經費放在急迫且

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因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屬多面向，會依委員意見列入提報排序考

量。 

6、水質改善案宜有水質改善預期目標的呈

現以清楚投入工程後之可檢視效益及必要

性。 

銘謝委員意見，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

水）水質淨化案所規劃兩處水質淨化場之

每 日 處 理 水 量 分 別 為 北 屋 淨 化 場

5,000CMD 及九番埤淨化場 3,000CMD，期

使愛河上游段污染程度由嚴重污染降低為

中度污染以下。 



詹明勇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水環境計畫旨在提昇地方政府提高親水

環境之能力，若提案單位能針對全高雄市

政府各批次提案進行成效盤點與已完成計

劃目前維運情形，才能讓民眾或諮詢小組

理解地方政府之運作情形。 

銘謝委員意見，目前第一批次案件，已陸續

完工，爾後依序進行成效盤點及維護情形

檢測，並於高雄市-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資

訊公開平台，更新資訊。 

2、生態檢核是針對未來工程區塊的生態環

境盤點，所以生態檢核要呈現目前的背景

情境，並預估施工中、施工後對整體環境的

影響。 

銘謝委員建議，針對第三批提案計畫書中

已掌握基礎環境資料、後續將於規劃設計

時落實擬定減輕生態影響之工程方案，並

要求施造單位確實執行。 

3、基於地方政府對水環境整體管理之權

責，類似此種會議宜由當時提送案件的層

級主管進行具體之陳述。 

銘謝委員意見，後續將參考建議落實辦理。 

4、水利局提出九番埤排水，請再審視初評

時王立人委員提出的建議(以擬自然化設

計)重新思考全案之作法。 

謝謝委員建議，未來設計規畫將以擬自然

生態，減少不必要人為設施及建築為設計

原則，以改善該區域成為水岸優質環境為

目標。 

5、部分工程已在當地操作多年(後勁溪)，若

沒明確的改善條件，亦當說明本次提案可

能造成的正面效應。 

銘謝委員意見，後勁溪環境營造考量國土

空間永續及創造北高雄遊憩觀光新景點之

前提下，結合都會公園二期森林公園與後

勁溪生態廊道，搭配已完成整治河段，形成

一完整規劃的「水岸及遊憩藍帶」。 

 

  



簡仲和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建議先就本批次計畫目的、先後順序、

初評順序與原提擬單位複議作一對照說

明。次就各計畫內容、連續計畫相關性、前

期完成成效、復議原因說明。 

銘謝委員意見，第一批次以愛河水環境改

善計畫、鳳山溪水質改善為兩大主軸，第二

批延續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污水截流管

線檢視及整建計畫，位持續改善兩流域水

質及水岸環境，故延續提出第三批計畫。 

2、水環境改善應減少人工設施之佈置。 銘謝委員建議，未來工程設計規劃將以維

護自然生態為優先設計原則，提出最小限

度需求之人工設施規劃方案，並優先考量

採用生態工法。 

3、現有設施拆除宜再檢討必要性。 銘謝委員意見，因林園海案計畫有用地問

題，未通過評分審查核定，未來將持續針對

該案檢討既有堤岸拆除之必要性及適宜作

法。 

4、林園管線拆除彙總，宜考慮降低，或拆

除前方已有廣大灘地之現有海堤，增強親

水、便利性。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鄭仲傑秘書長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相關案件資料應先提供參閱，才能了解

各案內容並提出建議，計劃資訊不夠公開

透明。 

銘謝委員意見，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本市已

建 置 水 環 境 主 題 網 站

(https://khnuk.weebly.com/)作為公開平台，並將

相關計畫資料進行公布，後續亦將持續更新相

關計畫之進度。 

2、九番埤中游建議以濕地公園，公眾餐與

方式進行後續規劃。 

銘謝委員建議，九番埤排水水岸環境改善工程，

以治水與親水，並結合水質淨化處理，排水治

理、污水接管，水質淨化與環境改善一次規劃。 

3、北屋排水應考量原有水路紋理，以及周

邊聚落特性，避免一致性的水泥化工程。 

謝謝委員建議，在規畫設計將納入參考，以友

善該區水域既有環境特色為設計原則。 

4、各漁港之環境改善應釐清各漁港之定位

及特色，同時考量周邊區域方展願景及產

業。 

銘謝委員意見，因應目前傳統海洋漁業發展日

異肅條，高雄市對於現有漁港（彌陀、興達及前

鎮）均轉型為兼具觀光效益，本次所提計畫內

容均為對漁港環經的改善及美化，美化方式會

考量各漁港在地週邊特色及產業相關性，彌陀

漁港以虱目魚、海洋及愛情為主題，興達漁港

以烏漁及風帆為主體，前鎮漁港以遠洋漁業（魷

魚、鮪魚及秋刀魚）為主題。 

5、水環境計劃的生態調查不周延，或相關

機制與控管後續工程有否依調查結果施

作。例如：內惟埤、溪尾滯洪池。 

銘謝委員建議，針對核定計畫案將持續加強生

態環境資料之調查，並於設計規劃要求落實迴

避影響敏感區域，及持續督導要求工程施作作

業。 

6、將地方民眾及民間團體以具有功能或實

際行動納入提案衡量依據，甚至優先爭取

預算。 

銘謝委員意見，謹遵照列入參考辦理。 

7、水環境改善計劃避免不必要的硬體設

施，如果需設置亦應明確反應需求，而不是

申請機關及規劃單位單方面的想像。 

銘謝委員建議，於設計規劃作業將以最小限度

需求之人為硬體為設計原則，並持續與在地公

民溝通，關注在地需求以滾動式修正規劃。 

8、開放民間提案，由下而上。 銘謝委員建議，依名眾陳情、區(里)長及議員提

供民間提案，或是在辦理整治區域之地方說明

會時採用互動式模式進行討論，讓好的意見及

建議可以納入提案。 

 

https://khnuk.weebly.com/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林昆海總幹事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水環境改善目標應該是防洪、減災、水

質改善、生態恢復、改善環境、提升民眾幸

福感、促進生物多樣性。因此提案計畫應符

合上述幾個目標。 

銘謝委員意見，在水環境改善目標，以民眾

生命、財產、安全為第一，再進一步改善環

境、生態恢復…等 

2、本計畫應秉持水泥減量設計的原則，不

做垂直堤岸，應至少設置 45 度以下、以生

態工法施作之堤岸，並設置逃脫（生）防滑

斜坡。 

謝謝委員建議，在設計規劃不僅只考慮水

文、水理，也會納入生態工法考量，降低對

原有生態之衝擊。 

3、應整合過去案例之經驗，補正問題，好

的案例持續延伸，如愛河中都段的破堤做

法。 

銘謝委員建議，將依委員建議彙整本市現

有工務案例經驗納入第三批計畫之規劃設

計作法。 

4、提案計畫資訊應公開，各個案例邀請關

注社團參與，並廣徵意見。邀請關注社團參

與意見提供，資源調查，甚至後續的經營管

理。 

銘謝委員意見，本市已建置水環境主題網

站進行公開相關計畫資料，爾後將考量開

放意見回覆，並將持續辦理地方說明會，持

續關注在地意見及討論資源配合事項。 

5、多硬體設施經費，缺乏經常維管經費。

建議至少編列 10%的經費作為後續維管，

防止蚊子館的產生。 

銘謝委員建議，將列入標案合約考量辦理。 

6、建議評估總體水環境改善計畫貢獻多少

的溫室氣體。 

銘謝委員建議，將參考建議針對各項工程

進行工程碳足跡初步評估。 

7、建議各縣市政府整合各提案、統一報告，

整體架構、效益、目標與後續維管機制。 

銘謝委員建議，將依委員建議針對計畫提

案進行整合。 

8、二仁溪水環境改善建議邀請高雄市政府

共同參與提案，或建置近期連繫平台會議。 

銘謝委員意見，高雄市政府將配合參與相

關平台會議進行提案討論。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三批高雄市提報案件第二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意見回覆表 

壹、時間：民國 1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貳、地點：第六河川局水情中心 2-1 會議室 

參、主持人：許秘書原福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主辦課報告：略 

柒、報告事項：(略） 

捌、討論事項： 

許峻源副召集人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前鎮、彌陀、興達漁港及美濃湖部分

計畫內容未完整，建議補充。尤其與現況

環境連接部分，建議補充。 

銘謝委員建議，針對相關計畫回覆如下： 

 海洋局回應：當日會議簡報因時間因素，對

於各案現況環境無說明，該部分於計畫書

第二章節內已有說明，請參閱。 

 觀光局回應：依經濟部水利署 98 年 12 月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高雄縣管區

域排水美濃地區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已將

本計畫書內容加入美濃湖（中正湖水庫）

集、排水水路圖。（詳計畫書第 8 頁）。 

2、九番埤排水經調查為輕度汙染，作為

改善依據，其必要性較薄弱，建議補充施

做必要性之內容。 

銘謝委員建議，九番埤集水區域近年新建住宅

增加，然該區屬公共污下水道尚未到達區，預

計該區未來民生污水影響將加劇，於非汛期和

非農業灌溉期間，水質較查知情況發生，另上

游之河道亦爭取前瞻計畫整治，期本案配合河

道整治營造愛河上游親水、淨水和景觀優化之

成果。 

 

  



蔡國銓副召集人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因第三批次水利署已召開初審會前

會，建議能表列總表(包含補助單位及各

案經費及初步核定明細等)供參。 

銘謝委員建議，經濟部水利署公開資訊網頁

上，有將會議內容公開，供民眾參與。(位於：

業務專區->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行

政透明專區->水與環境->計畫內容->全國水

環境改善計畫)。 

2、美濃湖下游銜接美濃溪，建議能將動

線繪出，以加值水環境的整體性營造。 

銘謝委員建議，依經濟部水利署 98 年 12 月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高雄縣管區域排

水美濃地區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已將本計畫書

內容加入美濃湖（中正湖水庫）下游銜接美濃

溪排水水路圖。（詳計畫書第 8 頁）。 

何建旺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本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高雄市政府

依 5 月 10 日第一次會議意見大致修正完

成，予以肯定。 

銘謝委員指導與肯定。 

2、水利局所提合乎改善實質內容，地方說

明會就地方意見均未列出，建議補入。 

謝謝委員建議，近期將召開各相關計畫之

地方說明會，補入計畫內容。 

3、漁業、觀光局等其改善計畫工作內容似

為簡略，無法瞭解所提預算是否與執行工

作內容符合，另生態檢核部分，未召開地方

說明，應與地方結合。 

銘謝委員建議，針對相關計畫回覆如下： 

海洋局回應：當日會議簡報因時間因素，對

於各案執行內容未能詳加說明，該部分於

計畫書第四章節內已有說明，請參閱。地方

說明會議均有召開，請參閱計畫書附件。生

態檢核部分爾後如有獲經費補助，會另要

求顧問公司就該部分辦理。 

觀光局回應： 

1.本計畫預算為概估，將於設計階段提出與

詳細預算和工作內容細項。 

2.本計畫將於設計階段一併召開生態檢核

之地方說明會。 

4、九番埤排水改善計畫採公有地執行，是

否合乎排功能之一致性。 

銘謝委員意見，九番埤排水水岸環境改善

工程，以治水與親水，並結合水質淨化處

理，排水治理、污水接管，水質淨化與環境

改善一次規劃。 



洪慶宜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中(1)九番埤排水水

質監測結果為輕度汙染，是否有建置截流

淨化設施的必要性？(2)生態檢核宜分開各

案進行生態調查及棲地品質評估。(3)民眾

說明會記錄無法閱讀，請製備役建回覆對

應表。 

銘謝委員指導，九番埤集水區域近年新建

住宅增加，然該區屬公共污下水道尚未到

達區，預計該區未來民生污水影響將加劇，

於非汛期和非農業灌溉期間，水質較查知

情況發生，且上游之河道亦爭取前瞻計畫

整治，期本案配合河道整治營造愛河上游

親水、淨水和景觀優化之成果。 

2、後勁溪水岸及遊憩環境營造計畫為景觀

案(1)惟水體的利用、水質確保非常重要，水

質調查顯現目前為中度汙染，宜強化水質

改善作為(2)生態檢核是否有進行生態調

查？目前第 4 頁呈現似為文獻回顧，生物

物種為計畫區域？報告中為上游及援中

港。(3)民眾說明會記錄字體過小，無法閱讀

請製作意見回覆對應表。 

銘謝委員議，水質、生態調查不足之部分，

後續於設計規劃階段列入考量。 

3、生態檢核目的在降低工程對生態的影

響，並能透過生態工法改善棲地品質仍，宜

進行工程施作位置的生態調查及棲地品質

評估，建請加強。 

銘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於施工前、中、後，

將對施作位置進行生態調查、監測，以評估

對環境影響。在設計階段前，請水環境顧問

團隊落實施工前生態檢核，並加強生態調

查、棲地品質評估之項目。 

4、民眾參與宜再強化，前瞻建設計畫有多

個公民團體十分關注，目前各案在地方說

明會民意調查都未能善用民間助力，十分

可惜。 

銘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後續將於設計階

段邀請民眾、地方社團和 NGO 團體參與討

論。 

5、生態檢核的水質檢測中，美濃湖鉛、錳

過高，彌陀漁港鉻、銀過高，可能對生物物

種或經食物鏈影響居民健康，市政府宜追

查污染源，並思考水質毒性化學物質對所

提計畫的影響，以免前瞻經費未能用在基

本環境安全的確保。 

銘謝委員建議，回覆如下說明： 

海洋局回應：本案計畫主要在於水岸環境

美化，並非水質改善，施工過程也不會造成

水質惡化。另會改善水岸碼頭上之漁業廢

水勿直接排入港池內。 

觀光局回應：美濃湖水質檢測鉛、錳過高問

題，將於本計畫施工前調查汙染源，並檢討

水質毒性化學物質是否會對本計畫水雉棲

地造成影響。 

  



彭合營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生態檢核請依檢核表請補齊相關資料，

以致內容完備。 

銘謝委員建議，生態檢表有遺漏部分，請水

環境顧問團隊補齊相關資料，並放置在水

環境公開資訊平台，供民眾參閱。 

2、在地參與、民眾意見及 NGO 之參與請

彙整，以利推動。 

銘謝委員建議，在地參與、民眾意見及 NG0

之參與不足之案件，預計於 6 月底前辦理

溝通、地方說明會，並彙整其意見和研議解

決對策。 

3、案件於第一批、第二批已核定，第三批

次為連續性者，請於案件詳細說明，另於計

畫評分為所推動之優先順序。 

銘謝委員指導，後續將案件連續性列入推

動優先順序。 

4、在地參與僅訪問路人甲、路人乙支代表

性較弱請補實。 

銘謝委員建議，相關計畫將於設計階段廣

邀在地民眾參與。 

5、美濃湖設置景觀平台，設施請考慮生態、

安全及後續維護管理問題及整體之營運操

作請一併列入考慮。 

銘謝委員建議，謹遵示辦理，本計畫將於設

計階段對生態、安全及後續維護管理問題

及整體之營運操作進行綜合評估，以擬最

適方案。 

6、北屋排水護岸及草潭埤水環境工程仍請

以解決當地淹水問題再後續營造環境結

合。 

銘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會以解決淹水問題

為主，營造環境為輔。 

7、在規劃施工期限在 109 年底為期限，由

於計畫推動中遇到之障礙在一年內完成有

困難度，請於施工前應有詳細施工計畫以

利推動。 

銘謝委員建議，有關遇到障礙之難題，會於

設計階段請設計單位詳細評估可能會遇到

之障礙，並研擬詳細施工計畫。 

 

  



魯台營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前鎮漁港環境改善說明會 (工作會議

107.12.7)僅有旗津中興里郭里長參加，前鎮

在地里長未出席請加強地方溝通及說明並

在施工過程注意民眾意見的收集及反饋。 

銘謝委員建議，前鎮漁港水環境改善地方

說明會，先前已邀集當地區公所及各里里

長派員出席，為加強地方溝通及說明，本局

業安排於 108 年 6 月 12 日與當地 NGO 團

體進行意見交流討論會議。邀請 NGO 團體

計有:臺灣生態保護協會、社團法人台灣海

洋污染防治協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船員

漁民服務中心。 

2、愛河案的多項計畫中公民參與部分仍請

多加強。 

銘謝委員建議，公民參與不足之部分，將於

計畫設計階段邀請民眾、NGO 團體、社區

及地方性團體參與提供意見，並請水環境

顧問團隊把每次活動資訊、會議內容放置

於資訊公開平台上。 

3、北屋排水礫間淨化工程具有效益，但九

番埤可由濕地水生植物淨化與疊水工法淨

化水質，如經費不足請優先以北屋排水為

優先，另建議北屋排水道榮總後港段之河

道請增加疊水曝氣工法淨化水質。 

銘謝委員指導，若經費不足，北屋排水淨化

優先施作，河道整治倘獲補助於整治河道

內視實際情況增加跌水設計。 

4、愛河水質淨化仍應以恢復曹公圳通水挹

注活水，使愛河鳳山溪(前鎮河)、後勁溪全

流域或皆有常年流動之穩定水量才能淨化

水質，並保持生態基流達成永續河川之理

想。故請市府考慮民間多年前推動恢復曹

公圳自高屏溪取水並串聯愛河流域常年活

水計畫，以解決愛河生態基流不足導致水

質不佳之困境。 

銘謝委員指導，初步評估，推動恢復曹公圳

自高屏溪取水並串聯愛河流域常年活水計

畫，因涉及不同水系及分屬不同集水區，恐

影響防洪排水之規劃報告須重新檢討，本

局需進一步綜合考量防洪排水等因素檢

討。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林昆海總幹事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後勁溪的計畫請審慎考量與高雄都會公

園界面的銜接與討論，並考量歷史、生態背

景的條件，適度納入。愛河中都段的破堤作

法可參考。 

銘謝委員建議，本計劃後續將於設計規劃

階段納入考量。 

2、草潭埤是本市僅存自然度高的埤塘，請

妥善保留其自然度與生態功能，勿以北屋

或寶業里滯洪池之硬體方式施作，本會願

持續參與規畫協助。 

銘謝委員建議，在設計規劃階段邀請貴會

協助提供意見。 

3、請提供興達港維管與活動現況，本是遊

艇數量停泊供需現況等資訊，以利委員了

解判斷。 

銘謝委員意見，目前全國遊艇註冊數為 602

艘，高雄就有 162 艘，占全國比例為 27%，

然高雄目前完全無遊艇港，僅在漁港供 39

席及商港供 55 席船位臨時停泊，興達港部

分遠洋泊區倘能改成遊艇專區，必有需求

市場。 

4、建議高雄市政府提出一個新的計畫，有

別於各個硬體工程計畫，呈現水環境的生

態改善與民眾參與成效。例如「以水雉為指

標推動高雄水環境生態改善暨民間參與計

畫」。 

銘謝委員建議，此計畫概念，將納入下一批

次提案原則。 

 



附件二

規劃階段生態檢核相關表單







































附件三

現場勘查紀錄表



現場勘查紀錄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

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設計/監造單位  

施工單位  

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現勘日期 108.10.05 

填表單位/ 

現勘人員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陳佳惠 
現勘地點 

北屋水淨場預定地 

(澄觀停八停車場) 

工程內容 工程點位 

新設一處現地水質淨化設施 

1.進流抽水站 

2.礫間淨化槽 

3.管線施作 

 

現勘紀錄 

1.現場看到紅冠水雞、小白鷺、洋燕、白頭翁 

2.愛河正在清淤?有怪手停在堤防內的護岸上，兩側護岸回填區的植被已被清除(8月現勘紀錄有構樹

生長)。 

3.截流溝束縮口施作點上游的濱溪植被天然，應建議減少干擾此處 

 

現勘照片 

      



 

工程名稱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

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設計/監造單位  

施工單位  

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現勘日期 108.10.05 

填表單位/ 

現勘人員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陳佳惠 
現勘地點 

九番埤水淨場預定地 

(九番埤濕地公園) 

工程內容 工程點位 

新設一處現地水質淨化設施 

1.截流溝 

2.礫間淨化槽 

3.管線施作 

 

現勘紀錄 

1.現場看到高蹺鴴、紅冠水雞、鷸鴴科鳥類、黃小鷺or黑冠麻鷺? 

2.溪流裡面有很多螺 

3.現場植物有草海桐(其他請見照片認種) 

4.溪流護岸左側為砌石工法，右側為水泥垂直護岸，但兩岸的濱溪植被生長茂密 

5.水深大約10~20公分 

6.應建議工程在水域施作時採圍堰方式進行 

7.應建議減少濱溪植被擾動 

現勘照片 

 

 



附件四

團隊人員學經歷



涂秀娟
經理 |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涂秀娟經理在環境工程領域已工作逾

10年，曾執行河川整治規劃、工業區

開發環境管理、水污染改善設計等專

案，亦涉獵環境影響評估及監測調查

分析計畫，深具環境工程規劃及污染

削減計畫之經驗

Profile

Education

Work Experience

Major Experience

規劃設計與監造

 高雄市岡山本洲園區污水廠設備更新

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

 後勁溪（惠豐橋至興中制水閘門段）

水質改善—青埔溝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規劃設計及監造

 高雄市水環境改善計畫-水質改善工

程委託設計監造案(開口契約)

河川與流域管理

 南部地區河川污染整治與水質改善策

略 規 劃 及 執 行 計 畫 (98~100 年 ,

104~105年，108年)

 106年度高雄市河川品質管理計畫

專案管理與輔導

 朴子水資中心污泥減量專案管理

 嘉義縣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109

年度)

 107年度高雄市阿公店水庫總磷總量

管制暨總量削減計畫

 105年度高雄市流域水區水體劃定執

行計畫

永續與生質能源

 高雄市畜牧糞尿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

分使用輔導推動計畫(106~107年)

環境評估與監測

 日月光集團上海及昆山廠環境暨健康

安全稽核評鑑計畫

 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環境監測計畫

(96年~99年)

代操作維護管理

 阿公店水庫集水區上游人工濕地操作

及維護管理

January
2007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士

July
2002

私立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學士

計畫經理

January, 2012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計畫副理

March, 2007

京華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Professional Licenses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專責人員

 河川水質現地處理處理工程從業人員

規劃設計訓練班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規劃設計與監造

河川與流域管理

專案管理與輔導

永續與生質能源

環境評估與監測

代操作維護管理



主要經驗 

 

涂秀娟在環境工程領域已工作逾 12 年，曾執行河川整治規劃、工業區開發環境管理、水污染改善設計等專

案，亦涉獵環境影響評估及監測調查分析計畫，深具環境工程規劃及污染削減計畫之經驗。 

 

她重視專業，工作經驗包括在台灣南部地區的河川整治規劃、設計，以及工業區開發規範訂定與環境管理，

具備環境工程專業技術，且擅長溝通協調，能完整掌控計畫進度。此外，亦曾執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及環境

監測調查分析工作，對於水體環境變化趨勢能夠提出精闢分析。本於敬業精神，她能持續培養優異的規劃、

執行、溝通及協調能力，以提供專業服務品質。 

 

她能夠說流利的普通話、閩南語，以及基本的英語。良好的邏輯思考及語言表達能力使得他與客戶以及工作

合作夥伴之間可以進行快速有效的溝通。 

 

主要項目經驗 

 

嘉義縣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 

計畫主持人 

業主：嘉義縣政府水利處 

嘉義縣政府秉持改善施工時所造成生態環境破壞重點目標，然為能於施工前及施工期間掌握當地環境情況，

並避免於工程進行時，有不慎影響週遭環境之情事，特辦理 42 處工程之「嘉義縣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進行各項工程之施工期間環境調查及生態評估，期望藉由實施生態檢核作業，即時掌握各工程進行

時之生態環境品質，以利迅速進行適宜之應變處置。 

 

108 年度前瞻水環境改善綜合管理計畫(南區) 

計畫經理 

業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期望透過持續性計畫與專案性計畫之滾動式管理，整合政府與民間相關資源，以改善水體

污染並增添環境生態與遊憩空間。本計畫除持續追蹤 6 條重點河川（急水溪、鹽水溪、二仁溪、阿公店溪愛

河及東港溪）各項前瞻整治計畫執行情形外，並適時協助環保署及南區 7 縣市(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

雄市、屏東縣、臺東縣及澎湖縣)檢討修正整治計畫與目標、推動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辦理現地處理設施維

護督導及相關水污染整治工作。 

 

高雄市岡山本洲園區污水廠設備更新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 

工程師 

業主：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為提昇廢水廠對於廢污水及污泥之處理成效，掌握並分析廢水處理設備及污泥處理系統現況功能，並配合未

來法規規範及廠商進駐率研提功能改善目標，協辦招標及決標作業，並針對工程細部設計提供技術諮詢及審

查、辦理施工階段之工程監造與履約管理。期使園區放流水符合法定標準且降低對於承受水體及環境之負荷，

提升園區及廠商之形象，吸引投資、擴大就業機會及增進經濟發展，進而達到善盡環境保護、開源節流及社

會義務的目標。 

 

嘉義縣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 年度) 

計畫主持人 

業主：嘉義縣政府水利處 

協助嘉義縣政府水利處依據「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針對轄內之縣管區域排水辦理工程整

治與改善，以整體性及系統性方式，進行河川、排水工程、污水截流及污水處理工程等設置與改善，恢復水

岸生命力及永續水環境，為避免水環境改善工程影響周遭環境，針對施工前、中、後掌握當時環境情況，藉

由生態評估工作減輕工程施工對環境造成之影響，提出分析及建議。 

 

朴子水資中心污泥減量專案管理 

工程師 

業主：嘉義縣政府水利處 

於朴子市水資中心廠內設置污泥減量乾燥設備，評估能耗需求、時間效率與廠內可用空間等條件下，規劃採

用熱泵式加熱系統，將脫水後污泥含水率由 80 %降至 30 %，乾燥後可減少約 71%的污泥量，提出污泥乾燥

概念設計、協辦統包工程招標及決標，並針對統包廠商工程細部設計提供技術諮詢及審查，辦理施工階段監

造、履約管理、試車督導、協辦驗收及 1 年試運轉管理監督服務。 

 

高雄市水環境改善計畫-水質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開口契約) 

工程師 

業主：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高雄市境內河川環境背景資料調查，提出水質改善策略，分析評估水質改善工程之可行建議、提出可行用地

土地權屬、引水設施設置方式及提出最佳水質改善工法建議等內容進行整體性之評估規劃及效益分析，並完

成基本及細部設計作業，供後續水質改善工程辦理，完成現地水質改善工程設計及後續監造作業。 

 

107 年度高雄市阿公店水庫總磷總量管制暨總量削減計畫 

計畫經理 

業主：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蒐集阿公店水庫之各項基本環境資料調查，並配合現場調查資料，以瞭解點源污染對水庫優養化污染造成的

影響，透過水質採樣資料建置水庫優養化模擬及水質優養化改善方案擬定，以作為總量管制策略參考，辦理

高污染事業削減會議、公開說明會議，最終擬定污染管制計畫草案。 

 

高雄市畜牧糞尿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輔導推動計畫(106~107 年) 

工程師 

業主：高雄縣環境保護局 

為降低畜牧糞尿廢水之水體污染，並使其成為有用資源，藉由沼液運用調查、畜牧糞尿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

分使用對水質改善及農地農作效益評估、畜牧業及農地主媒合並撰寫使用計畫書、宣導說明會辦理、平台建

置及維護更新等作業，協助輔導畜牧業者將產生之畜牧糞尿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達畜牧糞尿資源化

及再利用目的。 

 

後勁溪(惠豐橋至興中制水閘門段)水質改善-青埔溝水質淨化現地處理規劃設計及監造 

計畫經理 

業主：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截流青埔溝排水受污染水體，搭配設置現地水質淨化場處理後再行排放，降低污染量排入，以期在下水道系

統建設完成前提供後勁溪水質立即改善之效益，進一步因應未來楠梓地區用戶接管進度，預先研擬本計畫處

理水源替代方案，並提出流域內整體污染削減策略，模擬評估後勁溪中下游河段（惠豐橋至興中制水閘門）

水質改善成效。 

 

「106 年度高雄市河川品質管理計畫」 

計畫經理 

業主：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本高雄市境內九大流域（二仁溪、阿公店溪、典寶溪、後勁溪、愛河、鳳山溪、前鎮河、鹽水港溪及高屏溪）

背景掌握，提出流域水質改善計畫及 106 年考核成效追蹤，協辦「高雄市政府流域整治管理推動小組」，「水

污染事故緊急應變」應變演練，系統維護與網頁建置。 

 

「阿公店水庫集水區上游人工濕地操作及維護管理」委託技術服務 

計畫經理 

業主：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本計畫將完成五處人工濕地環境背景蒐集調查及濕地水質水量檢測作業，藉由現場環境整理作業，維持濕地

處理功能、掌握場址現況，針對濕地操作維護成果提出功能成效評估，包含污染削減、棲地品質評估，並依

評估結果提出濕地功能改善建議及規劃成果，以利水庫營運管理。 

 

「105 年度高雄市流域水區水體劃定執行計畫」委託專業服務計畫 

計畫經理 

業主：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高雄市環保局為掌握愛河、鳳山溪、前鎮河、典寶溪、後勁溪、鹽水港溪 6 條市府管理且尚未辦理水區劃分

之河川排水之水質、污染分布及水體應用現況，期望藉由本計畫之執行統整相關資訊，依現在及未來的用途，

檢討分析水區水體分類之合宜性，完成各河川水區範圍、河段及水體分類之劃定建議，以為後續整治計畫及

相關資源整合之依據。 

 

104 年度高雄市鳳山溪流域管理計畫 

計畫經理 

業主：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為加強河川復育與整治之後續管制策略及整體規劃，高雄市政府針對境內都會型河川—鳳山溪，更進一步瞭

解，以掌握更新河川背景資料及河川底泥負荷之情形，以及針對鳳山溪建立點源管理模式推估整體河川流域

涵容能力，供做為將來整體都市流域規劃之策略參考依據，以達成水體水質改善之最終目標。 

 

阿公店水庫減淤清淤方案規劃計畫 

計畫經理 

業主：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調查阿公店水庫之環境背景現況、各類水文(雨量、入流量…等)、地文(崩塌地…等)、淤積量等資料，透過現



場採樣分析調查瞭解泥砂來源與庫底淤泥粒徑、含水率等一般物理性質，蒐集清淤減淤方案探討對庫區操作

營運與周邊環境之影響，利用前述分析成果並依阿公店水庫現地特性，評估可行方案及其相關經費、時程、

目標量等成果，以期利用工程及非工程管理措施，延長阿公店水庫之使用年限，確保水資源供應不虞匱乏。 

 

高雄市阿公店溪暨後勁溪污染總量管制計畫 

工程師 

業主：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配合環保署推動污染總量管制之政策，委託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執行「高

雄市阿公店溪暨後勁溪污染總量管制計畫」，為求確實掌握計畫範圍河川流域污染特性，傑明公司另委託本

公司辦理阿公店溪與後勁溪流域污染調查工作，以期建立高雄市阿公店溪及後勁溪流域總量管制所需分析模

式及點污染源排放量資料庫，綜合整理國內外河川污染總量管制推動經驗，研擬高雄市後續政策推動方針。 

 

日月光 K14A 操作運轉 QA/QC 及 FMEA 分析 

計畫經理 

業主：漢華水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為提高 K14A 廠初期系統操作運轉穩定性，本計畫於試車初期針對可能發生的異常情況逐一檢核、提出因應

對策及預防預警機制，並協助建立中水回收廠操作參數最佳化與完整之 FMEA，期能有效預防管控潛在風險，

確保操作安全。計畫同時針對工項提出設計、施工及試車階段，建議發包單位、承攬廠商應提出之品保品管

相關計畫文件，以確保工程品質，期藉由 SOP 文件之建置，確立施工三級 QA、QC 及完整審視、查核作業。 

 

鳥嘴潭人工湖計畫-取水口上游水質補充調查及模擬評估 

計畫經理 

業主：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負責從環境背景調查、水質檢測分析、污染源調查、水質模式建置等初步掌握鳥嘴潭人工湖上游水質現況，

至集水區範圍點源及非點源整治方案規劃與建議，並針對建議之方案透過水質模式模擬其水質改善效益，最

後規劃分年分期之水質改善方案。 

 

102 年度阿公店水庫優養化改善計畫 

計畫經理 

業主：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掌握阿公店水庫優養化現況污染問題，以利於擬定適於阿公店水庫優養化之改善方案。藉由環境背景調查、

水質檢測分析、污染源調查、污染量推估、非點源檢測分析等初步了解阿公店水庫 CTSI 偏高原因，至集水區

範圍點源及非點源整治方案規劃與建議，並針對整治方案分年分期、經費及預期效益進行分析與評估。 

 

愛河、前鎮河及後勁溪水質水文監測及生態調查 

計畫經理 

業主：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為掌握高雄市境內愛河、前鎮河及後勁溪河川污染改善成效，同時定期檢討水質狀況，即時提出回應建議，

進而研擬愛河、前鎮河及後勁溪水質改善對策，以達成改善河川水質目標。 

 

高雄地區河川污染整治及推動 

計畫經理 

業主：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主要參與高雄地區河川整治作業，包含環境背景調查、水質調查作業、網站建置、相關整治工程追蹤，河川

整治策略規劃與成效評估，辦理相關會議，並協助其他配合業主辦理之相關事項。 

 

南部地區河川污染整治與水質改善策略規劃及執行計畫(2009~2011, 2015) 

工程師 

業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主要參與愛河流域等河川整治規劃工作，包含環境背景調查、水質概況與檢測分析、污染量推估、流域整治

及相關工程彙整分析，流域整治策略規劃與成效評估，辦理流域污染整治督導及協調會議，及大型宣導活動

辦理，並協助其他配合辦理事項。 

 

高雄縣舊鐵橋竹寮溪溝水質改善規劃及細設作業工作計畫 

工程師 

業主：高雄縣環境保護局 

河川水體調查及污染源分析、水質改善策略研擬、整治策略規劃、工程規劃設計、環境景觀營造。 

 

 

 



鳳山溪中上游污染整治規劃 

工程師 

業主：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檢討鳳山溪流域之都市發展、水污染現況、既設污水處理廠、既設截流站、污水主次幹管、分支管網及家戶

接管情況，藉由現場調查工作督導、河川污染分析及來源調查、水質改善策略研擬、水質模式建置模擬規劃

擬訂鳳山溪中上游水污染整治計畫及分期分年實施計畫，以作為未來推動鳳山溪中上游水質淨化之依據。 

 

100 年度高雄市河川流域之生物毒性調查暨水污染管制計畫 

計畫經理 

業主：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針對高雄市轄區內阿公店溪、二仁溪…等九大主要河川，進行河川水質生物毒性調查。藉由調查結果，以生

物毒性的角度篩選優先污染管制河段，並提供現行水污染管制策略修正建議。 

 

K14B 水措申請暨 K11 水措變更及功能改善計畫 

計畫經理 

業主：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針對新設立之中水回收廠（K14B）協助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許可文件，該廠回收規模達每日 2 萬噸，是目前

全國回收使用量規模最大的工業廢水回收廠。本案除了協助推動操作運轉外，並針對各處理單元之質量平衡

及處理功能之合理性進行檢核與建議，協助建立國內中水廠水措申請許可之首例。此外，針對 K11、及 K15

等廠亦協助檢核廠內污水處理設施之處理流程與能力，同時辦理水污染防制措施文件變更。 

 

環鴻科技公司污染防治設備功能評鑑計畫 

計畫經理 

業主：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現行法規要求，檢討廠區廢水、空氣、噪音及廢棄物等污染防治設備處理程序，提供流程改善與設備配置

建議，協助研擬廠內污染防制設施標準操作維護。完成廠內現場環保設施清查作業，包含廠區廢水收集處理

管線勘查檢討，針對現況相關資料進行查閱分析，並與歷年檢測數據進行彙整與研析，完成廠區總體檢成果

報告。 

 

光華樂活創意園區後期污水委託花蓮水資源處理中心代處理評估規劃 

計畫經理 

業主：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參與花蓮樂活創意園區污染量分析、花蓮水資中心餘裕量評估、代處理評估方案規劃，並協助其他配合

業主辦理之事項。 

 

台南環保科技園區永續發展行動專案計畫 

計畫經理 

業主：台南市政府環保局 

協助完成「臺南市環保科技園區」永續經營與管理等推動工作，如園區廠商減廢污評估/改善、興建營運評估

/改善、相關招商作業辦理、入區申請初審作業、協助入區廠商補助款申請及審查與稽核等作業，並辦理國內

外招商、技術交流工作等。針對本園區未來推動與經營管理各方面，透過合宜的規劃，研擬符合環保與經濟

兼籌並顧最適方案，同時建立綠色節能環保園區。 

 

柳營科技工業區暨環保園區環境綜合管理計畫(98 及 100 年度) 

計畫經理 

業主：台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為落實環境影響評估環境保護對策及綜合管理計畫承諾執行事項，藉由執行綜合管理計畫，期能達到掌握區

內廠商環境基本資料，建立園區自主理體系及污染防治基本資料網；落實空氣污染總量管制，促進廢棄物及

水源回收再利用；查核區內環境污染源，掌控區內污染流佈等宗旨。 

 

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環境監測計畫(96 年~99 年) 

計畫經理 

業主：農委會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籌備處 

針對園區附近之空氣品質、噪音振動、地面水、地下水、交通及生態等方面進行長期監測與調查分析，以配

合本園區開發工程，進行監測與記錄施工期間及營運期間對自然環境之影響。 

 

隘寮溪下游集水工暨輸水工程環境影響評估 

工程師 

業主：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工程規劃以隘寮溪南華大橋下游之地下水出滲河段辦理集水工暨輸水工程，計畫取水量 10 萬噸/日。依法令



規定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瞭解工程計畫可能之影響及其因應對策，並使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對環境之衝擊程

度降到最低，落實永續發展理念。 

 

101 年度臺南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之驗證查核計畫(含監督管理) 

計畫經理 

業主：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督導考核台南市各項整治計畫之執行成效及轄內污染場址管理，並建置考評制度，以追蹤各項土壤及地下水

防治計畫之辦理品質及成效，以達成管制目標。 

 

 

※中國區 

 

淮南市城市水系綜合治理計畫 

計畫經理 

業主：AECOM 上海（亞洲開發銀行 ADB） 

淮南市城市水系綜合治理工程，依照“防排、截污、清淤、岸綠”的治水思路，對淮南市採煤塌陷區的十澗湖濕

地、淮南市區的曹嶺湖、龍湖、大澗溝濕地，東部新區的高塘湖等湖區，提出非結構性措施及低衝擊開發措

施的綜合整治。 

 

日月光集團上海及昆山廠環境暨健康安全稽核評鑑計畫 

計畫經理 

業主：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ASE 為提升安全管理工作，達到國際安全管理要求標準，識別和降低營運環境安全和健康風險，委託針對三

個子（分）公司合規性和風險進行全面評估。檢討廠區廢水、空氣、噪音及廢棄物等污染處理設備操作現況

及既有污染防治設備功能，並針對廠內用水回收、廢棄物減量進行評估。 

 

 



 
 



王 詠
工程師 |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王詠具有環境工程與安全衛生背景，

主要負責污染源之GIS定位、各項

GIS作業、污染量推估、現場操作維

護查核作業、CAD設計圖說修正以及

協助專案分析水質項目，並負責專案

報告之彙整與文書作業

Profile

Education

Work Experience

Major Experience

規劃設計與監造

 臺南市重點河川水質改善及水質淨化

場功能提升與規劃改善設計

 大漢溪上游水質改善委託評估規劃委

託技術服務

 三爺溪萬代橋生態礫間淨化工程功能

提升規劃設計

河川與流域管理

 106年度嘉義縣河川水質效益管控及

評估計劃

 106年度高雄市阿公店溪暨後勁溪污

染總量管制計畫

 105年度河川污染整治策略評估及總

量管制整合執行計畫(南區)

 105年高雄市流域水區水體劃定計畫

專案管理與輔導

 106年度高雄市畜牧糞尿沼液沼渣作

為農地肥分使用輔導推動計畫

環境評估與監測

 105年興海漁港之水工模型試驗及環

境影響評估委託技術服務案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環評變更對照表

 屏東砂石場環評

June
201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學士

工程師

March,2016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水質分析員

July,2015

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規劃設計與監造

河川與流域管理

專案管理與輔導

環境評估與監測

代操作維護管理



主要經驗 

王詠曾在環境檢驗公司工作，具有水質檢驗相關知識。 

她主要參與利用 GIS 污染源定位、集水區劃、分污染量推估，以及歷年水質數據分析部分，協助業主聯絡及

追蹤交辦事項。 

 

主要項目經驗 

嘉義縣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 

工程師 

業主：嘉義縣政府水利處 

嘉義縣政府秉持改善施工時所造成生態環境破壞重點目標，然為能於施工前及施工期間掌握當地環境情況，

並避免於工程進行時，有不慎影響週遭環境之情事，特辦理 42 處工程之「嘉義縣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進行各項工程之施工期間環境調查及生態評估，期望藉由實施生態檢核作業，即時掌握各工程進行

時之生態環境品質，以利迅速進行適宜之應變處置。 

 

嘉義縣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 年度) 

工程師 

業主：嘉義縣政府水利處 

配合公共工程委員會推動之工程生態檢核作業，針對嘉義縣政府水利處所發包之 23 處水利工程進行生態檢

核作業，協助工區位置定位、工程範圍繪圖、會議辦理、報告撰寫及業主交辦相關事項 

 

高雄市廚餘生質能源廠興設工作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計畫 

工程師 

業主：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針對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推動之廚餘生質能源廠興建，評估相關興建之可行性及工程經費預估，以及平面

配置規劃作業、工程施工期程規劃作業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環評變更對照表 

副工程師 

業主：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協助撰寫對照表、業主聯繫 

 

107 年度嘉義縣河川水質改善效益管控及評估計畫 

副工程師 

業主：嘉義縣環保局 

協助污染源定位及污染量推估、歷年水質數據彙整、每月工作月報、會議辦理、協助業主交辦事項及報告撰

寫 

 

屏東高樹鄉三場砂石場環評 

副工程師 

業主：元宙機械有限公司、順揚砂石有限公司、龍鼎昌股份有限公司 

協助收集彙整砂石場資訊、監測數據彙整及境影響說明書撰寫 

 

106 年中區污水處理廠功能提升工程委託設計監造 

業主：高雄市水利局 

協助撰寫備標服務建議書，水質資料彙整 

 

106 年度高雄市畜牧糞尿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輔導推動計畫 

副工程師 

業主：高雄市環保局 

協助畜牧業污染源定位、彙整及篩選宣導說明會之名單 

 

106 年度高雄市阿公店溪暨後勁溪污染總量管制計畫 

副工程師 

業主：高雄市環保局 

協助污染源定位及污染量推估、水質水量檢測數據彙整、協助報告撰寫 

 

大漢溪上游水質改善委託評估規劃委託技術服務 

副工程師 

業主：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協助彙整歷年水質數據、污染源定位、污染量推估及報告撰寫 



106 年度嘉義縣河川水質效益管控及評估計畫 

副工程師 

業主：嘉義縣環保局 

協助污染源定位及污染量推估、歷年水質數據彙整、每月水質淨化場功能評估及工作月報、會議辦理、協助

業主交辦事項及報告撰寫、106 年度河川考核計畫撰寫、107 年關鍵測站削減計畫撰寫 

 

105 年興海漁港之水工模型試驗及環境影響評估委託技術服務案 

業主：環佑實業有限公司 

協助撰寫環境影響說明書、監測數據彙整 

 

105 年阿公店水庫集水區上游人工濕地操作及維護管理及更新工程細設 

業主：經濟部水利局南區水資源局 

協助更新工程之圖說修正及彙整、業主交辦事項 

 

三爺溪萬代橋生態礫間淨化功能提升 

副工程師 

業主：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協助前期污染源定位及污染量推估、水質水量檢測數據彙整、協助報告撰寫 

 

105 年度河川污染整治策略評估及總量管制整合執行計畫(南區) 

副工程師 

業主：行政院環保署 

水系統蒐集資料、污染源定位、污染量推估、協助追蹤每月國家重要濕地執行成果表、現地工程施工進度表、

彙整水質月報、相關網站巡檢以及報告數據彙整。 

 

104 年度高雄市鳳山溪流域管理計畫 

副工程師 

業主：高雄市環境保護局 

工作月報、審查意見及回覆彙整。 

 

105 年高雄市流域水區水體劃定計畫 

副工程師 

業主：高雄市環保局 

水系統蒐集資料、GIS 列管業者工廠定位、定位點調查、協助作業相關事宜。 

 

阿公店水庫減淤清淤方案規劃 

業主：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協助報告彙整 

  



 

  



李慈馨
主辦工程師 |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李慈馨具有環境工程背景，主要協助

團隊專案管理相關作業，能有效掌握

專案進度、工作期程安排及各方溝通

協調能力

Profile

Education

Work Experience

Major Experience

水及廢水處理

 104年高雄市鳳山溪流域管理計畫

 105年高雄市愛河流域管理計畫

 107年度高雄市鳳山溪水質調查與污

染管制計畫

 108年度屏東縣東港溪流域前瞻水污

染稽查管制計畫

June
2018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所
博士

主辦工程師

September,2019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Professional License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規劃設計與監造

河川與流域管理

專案管理與輔導

永續與生質能源

環境評估與監測

代操作維護管理

 甲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

 甲級廢棄物處理專責人員



主要經驗 

李慈馨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具有環境工程、土壤地下水整治及環境微生物等相關專業知識

背景，目前主要協助團隊專案管理、報告撰寫及相關文書作業，能有效掌握專案期程，並協助各方溝通。 

 

主要項目經驗 

 

104 年高雄市鳳山溪流域管理計畫 

工程師 

業主：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專案實驗分析、報告撰寫彙整、協助業主交辦事項及相關行政事宜。 

 

105 年高雄市愛河流域管理計畫 

工程師 

業主：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專案實驗分析、報告撰寫彙整、協助業主交辦事項及相關行政事宜。 

 

107 年度高雄市鳳山溪水質調查與污染管制計畫 

工程師 

業主：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專案實驗分析、報告撰寫彙整、協助業主交辦事項及相關行政事宜。 

108 年度屏東縣東港溪流域前瞻水污染稽查管制計畫 

工程師 

業主：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專案實驗分析、報告撰寫彙整、協助業主交辦事項及相關行政事宜。 

 

 

 

 

  



 

 
  



姓    名 陳 佳 惠 

專長領域 
‧ 蝙蝠食性分析、鳥類調查 

‧ 工程生態評析 

學    歷 
‧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學系碩士 (98 年 9 月~103 年 2 月) 

‧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學系學士 (94 年 9 月~98 年 6 月) 

經    歷 
‧ 民國 107 年 7 月～迄今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經理。 

‧ 民國 103 年 2 月～民國 107 年 6 月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研究員。 

專業證照 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N2 

參與計畫 

‧ 空間結構及異質性與蹄鼻蝠之行為與生態多樣性 

‧ 環境背景顏色與異質性、及鳥群大小、對鳥類覓食行為的影響 

‧ 五色鳥的棲地與資源利用及其在種子傳播上之效益 

‧ 機會與限制: 行為適應與翼手目群聚結構的功能性分析 

‧ 台南市 100-102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復育計畫:嘉南埤圳濕

地生態環境調查與濕地復育先期計畫 

‧ 曾文水庫生態資源調查及保育 

‧ 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制度檢討 

‧ 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平台建置計畫 

‧ 105 年度工程生態保育措施推廣 

‧ 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作業計畫 

‧ 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知識平台服務計畫 

‧ 臺北分局工程生態友善作為評估與追蹤 

‧ 國內外集水區環境友善及生態檢核培訓認證制度研究 

‧ 「臺南市運河光流域環境設施工程」生態檢核 

‧ 「高屏溪林園堤防河川環境改善工程」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 全國養殖漁業生產區域環境及生態調查計畫 

‧ 「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花壇及第 1 區步道整建」設計及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 「臺南市安工四號橋及樂利橋照明美化及周邊夜間景觀改善」生態檢核 

‧ 雲林縣轄區森林以外樹木普查 

‧ 108~109 年度嘉義處轄嘉義縣及雲林縣國有林集水區保育工程生態檢核

與追蹤調查評估 

‧ 108~109 年度嘉義處轄台南市及高雄市國有林集水區保育工程生態檢核

與追蹤調查評估(計畫主持人) 

‧ 108 年度曾文、牡丹、阿公店、甲仙堰及高屏堰水庫集水區治理工程生態

檢核執行 



 

  



姓    名 吳 首 賢 

專長領域 
‧ 樹木學、植物分類學、水域動/植物調查 

‧ 森林生態學、園藝植物、棲地營造、景觀養護 

學    歷 
‧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碩士 (89 年 9 月~92 年 1 月) 

‧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系學士 (85 年 9 月~89 年 6 月) 

經    歷 

‧ 民國 107 年 2 月~迄今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研究員。 

‧ 民國 103 年 7 月~民國 107 年 1 月 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研究員。 

‧ 民國 97 年 2 月～民國 103 年 4 月 聯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景觀維護課/課

長。 

‧ 民國 94 年 1 月～民國 97 年 1 月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設施維護科/

景觀監造。 

專業訓練

及證照 
 

參與計畫 

‧ 鹽水溪生物資源調查暨環境教育推廣 

‧ 新化社區大學 102~105 學年度自然與環境學程課程與公民素養週課程規

劃 

‧ 曾文水庫、南化水庫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林防治區域動植物資源調查 

‧ 臺南公園生物資源調查計畫 

‧ 屏東縣政府農業局 104、105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 水色藝言塘－埤塘生態文化講座與生態踏查 

‧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社區導覽人員解說培訓課程 

‧ 105 學年度臺南社區大學自然與環境學程課程規劃 

‧ 鹿林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植物資源調查 

‧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105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嘉南埤圳濕地保

育行動計畫 

‧ 研擬嘉南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 

‧ 105-106 年度重要濕地(國家級)基礎調查 

‧ 「高屏溪林園堤防河川環境改善工程」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 「高雄國際機場新航廈綜合規劃暨基本設計委託技術服務案」生態調查及

影響評估工作 

‧ 108~109 年度嘉義處轄台南市及高雄市國有林集水區保育工程生態檢核

與追蹤調查評估 

 

  



 



附件五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評估表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08/10/5 填表人 陳佳惠 

水系名稱 愛河 行政區 高雄市仁武區 

工程名稱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北屋段 位置座標（TW97） (181698, 2509271) 

工程概述 採用地下化接觸曝氣氧化工法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0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響水域型態

多樣性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10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響水域廊道

連續性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水的特性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6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3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工項會臨水施作，且為保全鄰近住戶

周邊護岸已設置陡直混凝土型式，無法更改護岸型式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

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A：水路兩側為陡直的混凝土護岸，不易蟹類、爬蟲類及兩生類的移動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

類移動的困難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1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

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響底質多樣

性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

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

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特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蜻蜓類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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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響藻類及浮

游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6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5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7   (總分 20 分) 

總和=  28    (總分 80 分)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

略。 

3.執行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08/10/5 填表人 陳佳惠 

水系名稱 愛河 行政區 高雄市仁武區 

工程名稱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九番埤濕地公園 位置座標（TW97） (180667, 2509732) 

工程概述 採用地下化礫間接觸曝氣氧化工法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0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響水域型態

多樣性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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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響水域廊道

連續性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水的特性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6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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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

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A：水路兩側護岸為石籠且長滿濱溪植被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

類移動的困難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3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

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響底質多樣

性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

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

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特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蜻蜓類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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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本工程僅有截流溝束縮口工項會臨水施作，不會影響藻類及浮

游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6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12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7  (總分 20 分) 

總和=   35  (總分 80 分)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

略。 

3.執行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附件六

施工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北屋排水水質淨化場施工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   / 

項 

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
但不
足 

未執
行 

非執
行期
間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1  
大樹斷根作業：澄觀停八停車場之大樹於施

工前 1.5 個月進行斷根、養根作業。 
    

施作前開始記錄 

    2  
大樹移植：澄觀停八停車場之大樹於施工前

進行移植。 
    

施作時開始記錄 

    3  
大樹保護：施工便道之動線規劃迴避九番埤

濕地公園既有大樹。 
    

施作時開始記錄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4  
減少濱溪植被及河道擾動範圍：工程於施作

截流溝束縮口時，限縮操作範圍。 
    

施作時開始記錄 

    5  
水質保護：截流溝束縮口施作時，採圍堰或

其他方法阻隔工區與溪流。 
    

施作時開始記錄 

    6  

水質保護：工程施作過程避免混凝土、油漆、

電器材料掉落河道，導致水質變化，進而影

響水域生物。 

    

施作時開始記錄 

備註：表格內標示底色的檢查項目請附上照片，以記錄執行狀況及工區生態環境變化。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生態友善機制施工階段照片及說明 

1.大樹斷根作業：澄觀停八停車場之大樹於施工前 1.5 個月進行斷根、養根

作業。 

[施工前]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日期： 

說明： 

2.大樹移植：澄觀停八停車場之大樹於施工前進行移植。 

[施工前]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日期： 

說明： 

5.水質維護：截流溝束縮口施作時，採圍堰或其他方法阻隔工區與溪流。 

[施工前]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日期： 

說明：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場施工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表號：    檢查日期：     /   / 

施工進度：       % 預定完工日期：     /   / 

項 

目 

項

次 
檢查項目* 

執行結果 

執行狀況陳述 已執
行 

執行
但不
足 

未執
行 

非執
行期
間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1  
大樹保護：施工便道之動線規劃迴避九番埤

濕地公園既有大樹 
    

施作時開始記錄 

    2  

大樹保護：以警示帶標示九番埤濕地公園之

大樹保護範圍(>5 公尺)或是以厚棉布包裹大

樹樹幹，避免機具操作或材料堆放造成損傷 

    

施作時開始記錄 

生 

態 

友 

善 

措 

施 

    3  
減少濱溪植被及河道擾動範圍：工程於施作

截流溝束縮口時，限縮操作範圍 
    

施作時開始記錄 

    4  
水質保護：截流溝束縮口施作時，採圍堰或

其他方法阻隔工區與溪流 
    

施作時開始記錄 

    5  

水質保護：工程施作過程避免混凝土、油漆、

電器材料掉落河道，導致水質變化，進而影

響水域生物 

    

施作時開始記錄 

    6  

護岸採用友善工法：九番埤濕地公園護岸之

復舊採用砌石或石籠工法，以維持既有結構

物之粗糙度 

    

完工後開始記錄 

備註：表格內標示底色的檢查項目請附上照片，以記錄執行狀況及工區生態環境變化。 

 

施工廠商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監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簽章)：                        



生態友善機制施工階段照片及說明 

2.大樹保護：以警示帶標示九番埤濕地公園之大樹保護範圍(>5 公尺)或是以

厚棉布包裹大樹樹幹，避免機具操作或材料堆放造成損傷。 

[施工前]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日期： 

說明： 

4.水質維護：截流溝束縮口施作時，採圍堰或其他方法阻隔工區與溪流。 

[施工前]  

 

[施工階段] 

日期： 

說明： 

日期： 

說明： 

6.護岸採用友善工法：九番埤濕地公園護岸之復舊採用砌石或石籠工法，以

維持既有結構物之粗糙度。 

[完工後]  

 

 

日期： 

說明： 

日期： 

說明：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雲林溪礫間淨化及截流改善水質 
規劃細設計畫 

 
下游段施工前生態檢核成果報告 

(修訂本)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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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

工程生態檢核機制」辦理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工作。另參考經濟部

水利署對於河川、區域排水生態調查評估相關準則。 

近幾年來，生態資源的保育已逐漸被民眾所重視，甚而對工

程所造成之自然生態影響產生若干意見，採取以生態為基礎、安

全為導向的工法，以減少對自然環境造成傷害。藉由專業生態團

隊之專業能力，建立更完整之生態友善平台，研擬適合當地環境

之生態友善措施，落實與展現維護生態、推展生態保育及永續經

營之理念。 

二、治理區環境描述及生態敏感圖 

(一) 環境描述 

本案為雲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下游段污水截流-截流淨化工程，

本計畫擬截流雲林溪雲林路下游至至斗六水資源回收中心兩岸晴

天污水進水資中心進行處理，使得污水不再排入渠道中，期能讓

雲林溪恢復到以往清澈水體的環境，帶給當地居民及前來觀光的

遊客能夠感受到斗六古都小鎮、雲林溪水岸風情之永續發展願

景。 

施工前治理區周圍環境主要之土地利用多為人造設施、公園

綠地及草生地，治理區內為既有排水溝渠，已經過前期工程整治，

且周圍多為人造設施，屬人為干擾程度高之區域，治理工程對當

地生態影響程度較小。渠道兩岸為人工栽植喬木，主要為樟樹、

榕樹及小葉欖仁等，區域內大樹可供鳥類及小型哺乳類動物棲息

及覓食，已形成之微棲地可維持當地生態系統順利運作，亦可加

速完工後之生態復育；水域環境為常流水，水量豐沛，渠道內底

質多為泥沙及礫石，現場記錄有口孵非鯽雜交魚群聚活動，渠道

內兩側鮮少植被生長，多為常見草種生長，如大花咸豐草及芒草

等。治理區範圍常見有紅鳩、白頭翁、麻雀、灰頭鷦鶯、洋燕、

白鶺鴒、珠頸斑鳩、白尾八哥及紅冠水雞等鳥類活動及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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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敏感圖 

治理區多屬人為干擾，植被類型為草生地，多生長芒草、大

花咸豐草及槭葉牽牛等陽性草種，零星生長山黃麻、構樹及血桐

等陽性樹種，整體生態敏感度較低，惟水域棲地生態已有魚類及

鳥類利用，生態敏感度較高(詳圖 1)。施工過程應以維持原有棲地

環境為原則，減輕工程對生態環境及保全對象之衝擊，避免過度

擾動當地已逐漸恢復之生態系統。生態保護目標及施工階段環境

友善檢核表詳表 4。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 雲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下游污水段截流-截流淨化工程

生態敏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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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方法 

生態檢核目的在於將生態考量事項融入既有治理工程中，以

加強生態保育措施之落實。透過檢核表提醒工程單位，在各生命

周期中了解所應納入考量之生態事項內容，將生態保育措施資訊

公開，使環保團體、當地居民及與工程單位間信任感增加。依工

程周期，包含施工前、中、後等階段，提出各階段於生態層面(圖
2)。 

 施工階段 

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與工法，確保生態保全

對象、生態關注區域完好與維護環境品質。 

a. 組織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表 1），以確

認生態保育措施實行方案、執行生態評估，以及確認環境生態

異常狀況處理原則。異常狀況處理流程詳見附件 2。 

b.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

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並擬定生態保育措施與環境影響注意事

項。 

c.施工計畫書應含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 (含施工便

道及土方、材料堆置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

應位置。履約文件應有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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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態工作團隊 

姓名 學歷 專長 勘查項目 

歐書瑋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

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 

植物調查、棲地評

估、繪製生態敏感

圖 

生物調查及棲

地生態評估 

方偉宇 
國立東華大學生態與

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 

生態檢核、陸域生

態調查 

生物調查及棲

地生態評估 

蔡魁元 
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

自然資源學系 學士 

生態檢核、陸域生

態調查 

生物調查及棲

地生態評估 

陳暐玄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

自然資源學系 學士 

生態檢核、陸域生

態調查 

生物調查及棲

地生態評估 

黃彥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 學士 
資料分析 生態評估 

陳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學士 
資料分析 生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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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 

圖 2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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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理工程影響及友善措施 

(一) 治理工程影響 

治理區環境多屬低度敏感區域，但周圍棲地環境已逐漸形成

一天然循環之生態系，故於施工過程中，仍應將環境干擾程度降

至最低，保護既有水、陸域生態環境。該工程施作可能造成之影

響條列如下： 

1. 治理區內大樹已形成微棲地環境，易受工程及機具影響樹木正

常生長，間接影響依賴樹木棲息及覓食之鳥類及小型哺乳類。 

2. 渠道內水域棲地，可能因工程廢水滲入水域環境造成水質混濁，

或造成斷流，影響下游水域生物生存環境。 

3. 渠道內底質多為泥沙及礫石，逐漸形成多孔隙水域環境，並已

有魚類生存，工程若進入干擾，恐影響渠道內生態系統。 

4. 工程車輛進出造成道路揚塵，鄰近植株葉表面易遭覆蓋，影響

植物正常生理作用。 

5. 工程機具造成之震動及噪音導致治理區周圍野生動物暫時驅離

至鄰近地區，與鄰近地區野生動物競爭，增加生存壓力。 

6. 施工或民生產生之廢棄物，易造成野生動物誤食或受害。 
7. 材料堆置優先選用水泥地或另尋堆置場放置，僅量避免使用草

生地。 

(二) 生態友善措施 

針對治理工程影響預測，相應生態友善措施如下： 

1. 保全治理區內 13 株大樹分散於計畫區內(詳表 4)，劃設緩衝區

域，以黃色警示帶或圍籬圈圍，並圍圈範圍應大於樹冠投影面

積，避免施工車輛及機具入內，影響樹木生長並維護微棲地環

境。 

2. 工程施作中進行導流、引流或半半施工，避免水流斷流，維持

水域棲地常流水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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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過程避免過度擾動渠道或以混凝土封底，保留河床底質，

兩側護岸採用砌石護岸營造多孔隙環境，供植物及動物生長及

棲息。 

4. 施工車輛運行易產生揚塵，定時對施工道路及車輛進行灑水降

低揚塵量，避免附近林木葉表面遭揚塵覆蓋。 

5. 使用低噪音機具及工法，降低施工噪音及震動對野生動物之影

響。 

6. 工區設置圍籬，避免水鳥等動物闖入；施工期間產生之工程及

民生廢棄物集中並帶離現場，避免水鳥等動物誤傷或誤食。 

7. 材料堆置應優先使用人為干擾區域如既有水泥構造物、水泥地

及柏油路等。 

五、生態保護目標 

(1) 保全 13 株大樹 

治理區內陸域環境保護目標為 13 株大樹，種類為小葉欖仁、

鳳凰木、芒果樹、龍眼及榕樹(詳細位置及影像如表 4)，其中 A

區包含小葉欖仁 6 株及鳳凰木 1 株，B 區包含芒果樹 3 株；因其

可供鳥類及小型哺乳類棲息及覓食，維持原有生態系統運作，亦

對於該區生態復育有所助益，故將其列為保全對象，施工期間應

以黃色警示帶標示，避免施工人員、車輛及機械進入，造成土壤

夯實，影響樹木生長及微棲地破壞。 

樹種 位置描述 X Y 

A 區大樹 鄰近美食廣場停車場北側。 203011 2622574 

B 區大樹 雲林路一段西南方停車場旁。 202708 2622547 

榕樹 正心路二段 202329 2623015 

榕樹 雲林路二段 202676 2622577 

龍眼 美食廣場南側 202858 2622540 

(座標系統：TW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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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域環境內之水質、水量與底質 

水域棲地已有魚類及鳥類於此活動及覓食，故其水質、水量

及底質應予以保護，避免工程造成水域棲地水質污染、斷流及破

壞底質，進而影響水域棲地現況，造成水域生物及鳥類生存困難。 

為避免施工過程中生態保護目標及環境友善措施遭破壞或未

確實執行，故擬定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承攬廠商填寫)及環境友

善抽查表(監造廠商填寫)(詳表 5 及表 6)，定時追蹤生態保全對象

及棲地現況，並若有生態異常狀況可第一時間進行處理，並擬定

後續解決對策。 

  
保全樹木-榕樹(107/12/13) 水域環境(107/12/13)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六、生態檢核執行歷程 
(1)設計階段現勘 

設計階段現勘於 107 年 4 月 12 日執行，由生態檢核團隊至計

畫區域現場勘查，了解計畫區域生態議題、棲地環境、記錄關注

物種及保全對象。並於依據現勘結果針對當地較敏感之生物棲地

及應保全之大樹等，提出適合工程之友善措施及本案需保全之棲

地及保全對象。 

(2)施工階段-施工前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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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階段結束後進入施工階段，生態團隊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進行施工階段之施工前生態檢核現勘，目的記錄設計階段至

施工階段棲地有無變化、設計階段提出之保全對象是否存在，並

於施工前現勘進行水利棲地快速評估，以記錄施工過程中水域棲

地變化。 

(3)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計畫複評及考核會議： 

本工程因屬中央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計畫所補助，因此

於 108 年 1 月 28 日進行計畫複評及考核，以期工程內容符合水

環境計畫之宗旨與目標。會議中雲林縣水環境顧問團提出，「應

將保全樹木之座標點位標註於相片下方、施工便道及材料暫置場

等，應提供保育做為建議」等建議，已納入報告書中。 

(4)雲林溪平台會議： 

雲林縣政府考量整體雲林溪改善工程涉及相關局處業務，多

次辦理府內平台會議，針對相關議題進行列管，並追蹤執行進度，

本計畫亦於 108年 1月 30日針對規劃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成果進

行說明。 

 
雲林溪平台會議紀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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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工前生態會勘 

本計畫於 108 年 4 月 16 日會同主辦單位、監造廠商及施工廠

商，於現地確認生態友善設施執行項目(詳表 4)，與生態保全對象

位置確認，並於施工階段環境友善檢核表確實勾選可執行之項目，

且提醒施工廠商若發現生態異常狀況或保全對象發生損傷、破壞

或死亡等情形，應第一時間通報主辦單位、生態團隊及監造廠商。

異常狀況處理流程詳見附件 2。 

另施工階段自開工日起，每月定期由監造廠商及施工廠商各

別填寫環境友善抽查表及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詳表 5 及表 6)，並

交與生態團隊及主辦機關，確保生態保全對象及棲地現況。  

  
施工前生態會勘(108/04/16) 施工前生態會勘(108/04/16)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6)「雲林溪水環境改善工程」施工前生態檢核說明會 

108 年 5 月 4 日雲林縣政府水利處舉行「雲林溪水環境改善

工程」施工前生態檢核說明會，邀請關心當地之公民團體及當地

民眾，如雲林縣山線社區大學及雲林縣斗六市太平大街發展協會

等與會，由工程單位與生態檢核團隊向居民說明本案件之工程施

作內容及生態檢核之成果等，並將公民團體及民眾所提出之意見

納入施工前檢核報告內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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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雲林溪水環境改善計

畫 
水系名

稱 
- 填表人 陳禎 

工程名稱 
雲林溪水環境改善計

畫下游段污水截流-截
流淨化工程 

設計單

位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紀錄

日期 
107/12/13 

工程期程 490 日曆天 
監造廠

商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工程階

段 

☐計畫提報

階段 
☐調查設計

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

階段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施工廠

商 
宇泰豐科技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

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

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

算/經費 
（千元） 

2.24 億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__雲林_市(縣)_ 斗六__區(鄉、鎮、市)____里(村)； 
TWD97 座標  座標 X：X：202138 Y：2628237 至    X：202623  
Y：2622817 

工程目的 改善雲林溪水體水質及環境營造。 

工程概要 

本計畫擬截流雲林溪雲林路下游至至斗六水資源回收中心兩岸晴天污水

進污水處理廠處理，使得污水不再排入渠道中，期能讓雲林溪恢復到以

往清澈水體的環境，帶給當地居民及前來觀光的遊客能夠感受到斗六古

都小鎮、雲林溪水岸風情之永續發展願景。 

預期效益 

1.改善雲林溪渠道水質，合計本計畫執行後總污染去除效益：BOD 及 SS
去除量約計 31 噸/年、36 噸/年。 
2.水質由目前嚴重~中度污染能改善至中度~輕度污染為目標。 
3.活化鐵路橋周邊用地、營造都會藍綠帶，提升環境居住品質，增加斗六

市民眾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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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

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弘益生態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

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保全治理區內 13 株大樹，劃設緩衝區域，以黃色警示

帶圈圍，並圍圈範圍應大於樹冠投影面積，避免施工

車輛及機具入內，影響樹木生長並維護微棲地環境。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治理區周圍環境主要之土地利用多為人造設施、公園綠

地及草生地，渠道兩岸為人工栽植喬木，主要為樟樹、

榕樹及小葉欖仁等，區域內大樹可供鳥類及小型哺乳類

動物棲息及覓食，已形成之微棲地可維持當地生態系統

順利運作，亦可加速完工後之生態復育；水域環境為常

流水，水量豐沛，渠道內底質多為泥沙及礫石，現場記

錄有口孵非鯽雜交魚群聚活動，渠道內兩側鮮少植被生

長，多為常見草種生長，如大花咸豐草及芒草等。治理

區範圍常見有紅鳩、白頭翁、麻雀、灰頭鷦鶯、洋燕、

白鶺鴒、珠頸斑鳩、白尾八哥及紅冠水雞等鳥類活動及

鳴叫。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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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

象? 
  ■是： 

治理區內陸域環境多屬低度敏感區域，且為人造設

施，兩側人工栽植喬木，多為榕樹、樟樹及小葉欖仁

等。陸域棲地環境保護目標為 13 株大樹，種類為小葉

欖仁、鳳凰木、芒果樹、龍眼及榕樹(詳細位置如表 4)，
其微棲地可供鳥類及小型哺乳類棲息及覓食，維持原

有生態系統運作，亦對於該區生態復育有所助益，故

將其列為保全對象。水域棲地已有魚類及鳥類於此活

動及覓食，故其水質、水量及底質應予以保護，避免

工程造成水域棲地水質污染、斷流及破壞底質。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1.保全治理區內 13 株大樹，劃設緩衝區域，以黃色警示帶

圈圍，並圍圈範圍應大於樹冠投影面積，避免施工車輛

及機具入內，影響樹木生長並維護微棲地環境 
2.工程施作中進行導流、引流或半半施工，避免斷流，維

持水域棲地常流水狀態。 
3.施工過程避免過度擾動渠道，渠道底部鋪設礫石、兩側

護岸採用砌石護岸，營造多孔隙環境，供植物及動物生

長及棲息。 
4.施工車輛運行易產生揚塵，定時對施工道路及車輛進行

灑水降低揚塵量，避免附近林木葉表面遭揚塵覆蓋 
5.使用低噪音機具及工法，降低施工噪音及震動對野生動

物之影響 
6.工區設置圍籬，避免水鳥等動物闖入 
7.施工期間產生之工程及民生廢棄物集中並帶離現場，避

免水鳥等動物誤傷或誤食。 
8.材料堆置應優先使用人為干擾區域如既有水泥構造物、

水泥地及柏油路等。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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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

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

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工程施作中進行導流、引流或半半施工，避免斷流，維

持常流水狀態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

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

回應相關意見？ 
  ■是： 

已多次召開地方說明會與公民論談等，進行民眾與地

方團體之意見交流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辦理說明會、雲林縣水環境改善宣導網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弘益生態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

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

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依據生態團隊研擬之生態友善對策進行細部設計。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

開？ 
  ■是：辦理說明會、縣府公開新聞稿、雲林縣水環境改善

宣導網   
 ☐否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弘益生態有限公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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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提供保全對象相片及座標資料，並於生態敏感圖上

標註位置，供施工人員參考及對照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履約文件無自主檢查表，後續工程執行時將會要

求承商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要求(詳表

5)。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為避免施工過程中生態保護目標及環境友善措施遭

破壞或未確實執行，故擬定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承
攬廠商填寫)及環境友善抽查表(監造廠商填寫)，定

時追蹤生態保全對象及棲地現況，並若有生態異常

狀況可第一時間進行處理，並擬定後續解決對策。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施工過程中，監造廠商及施工單位每月均進行環境

友善自主檢查表之填寫，以確保保全對象及棲地環

境未受破壞及重大影響。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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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

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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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區域排水生態速簡評估檢核表(v.02.2) 

 
基本

資料 

紀錄日期 107 / 12 /13 填表人 歐書瑋 
水系名稱 雲林溪 行政區 雲林縣斗六市 

工程名稱 
雲林溪水環境改善計

畫下游段污水截流-截
流淨化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雲林溪下游 位置座標

（TWD97） 
(202138，2628237)至 
(202623，2622817) 

工程概述 砌石護岸、截流箱涵及岸邊步道維修 
 

現況

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
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0-10
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

的

特

性 

(A) 
水

域

型

態 
多

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

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

□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3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維持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維持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維持水量充足 
□考量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

調查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避免水流型態單一化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確保水量充足 
□確保部分棲地水深足夠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

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

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

樣性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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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水

域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

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

受阻斷，主流渠道型態明顯呈

穩定狀態：6 分 
□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

受阻斷，主流渠道型態未達穩

定狀態：3 分 
■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

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

質傳輸困難：1 分 
□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

量減少(如伏流)：0 分 

1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維持水量充足 
□避免橫向結構物高差過高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確保水量充足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

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水

的

特

性 

(C) 
水

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
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1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確保足夠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確保水量充足 
□確保水路維持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

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水路中有機質來源(如：腐壞的植物體)是
否太高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ㄧ般調查的

簡易水 
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詳參照表 C 項) 
□ 皆無異常，渠道具曝氣作用

之跌水：10 分 
□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渠道流

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分 
□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

常：3 分 
■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

現異常：1 分 
□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

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

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

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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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D)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

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

少?  
評分標準： 
□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

積比率小於 25%：5 分 
■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

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 
□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

積比率大於 75%： 1 分 
□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

沒有水流： 0 分 3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植生種類與密度 
□維持原生種植物種類與密度 
□維持灘地裸露粗顆粒(如：巨石、礫石等)
的存在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

等) 
□若有可供沖淤灘地，維持灘地自然沖淤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確保水量充足 
□考量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

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

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

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

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水泥護岸+無植栽(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

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

類、爬蟲類、兩生類移動的困

難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E) 
溪

濱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

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

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

性遭阻斷：6 分 
□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

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

性遭阻斷：3 分 
□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

工構造物所阻斷：1 分 
■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

很光滑：0 分 

0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維持植生種類與密度 
□保持自然溪濱植生帶，並標示位置 
□維持原生種植物種類與密度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

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

調查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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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

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

通行無阻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F) 
底

質 
多

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

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

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

表) 

6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考量工程材料採用現地底質粗顆粒造成

的影響(護甲層消失、底質單ㄧ化)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土砂動態平衡 
■其他：增加渠道底面積透水面積比例。 
• 5 分以下： 
□確保水量充足 
□確保水路維持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

適度變動與更新 
□非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

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外的土砂材料

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

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

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

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

面積比例 

生

態

特

性 

(G) 
水

生

動

物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

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

類、■魚類、□兩棲類、□爬蟲

類 

1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集水區內是否有保育水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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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評分標準： 
□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

皆為原生種：7 分 
□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

少部分為外來種：4 分 
■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

部分為外來種：1 分 
□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

有出現：0 分 
區排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

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維持足夠水深 
□水路的系統連結是否暢通(廊道連通) 
□確認是否有目標物種(特色物種、關鍵物

種、指標物種 
等)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

調查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增加水路的系統連結(廊道連通)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ㄧ般調查的

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區排生態

系統狀況 

生

態

特

性 

(H) 
水

域

生

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色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色呈現黃色：6 分 
■水色呈現綠色：3 分 
□水色呈現其他色：1 分 
□水色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

低：0 分 

3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它 
• 6 分以上： 
□維持水量充足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避免水深過淺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ㄧ般調查的

簡易水質調查 
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 5 分以下： 
□確保水量充足 
□確保水路維持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

水標準 
□控制水路中有機質來源(如：腐壞的植物

體)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區排情勢調查中的ㄧ般調查的

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

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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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5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9  (總
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4    (總分 20 分) 

總和=   18    (總分 80
分)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

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施

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略。 
3.執行步驟：  (步驟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

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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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施工階段環境友善檢核表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監造單位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雲林溪水環境改善計

畫下游段污水截流-截
流淨化工程 

工程位點 TWD97 X:202138 Y:2628237 
    至 X:202623 Y:2622817 

項目 本工程擬選用友善原則與措施 執行 

工 
程 
管 
理 

■ 明確告知施工廠商施工範圍、生態保護目標位

置、環境友善措施與罰則。 
■是□否 

■ 監督施工廠商以標誌、警示帶等可清楚識別的

方式標示施工範圍，迴避生態保護目標。 
■是□否 

■ 監督施工廠商依工程圖說與施工計畫在計畫

施工範圍內施作 
■是□否 

■ 
監督施工廠商，當生態保護目標異常時，應立

即通報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處理，並記錄於

「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 
■是□否 

■ 監督施工廠商友善對待工區出沒動物，禁止捕

獵傷害。 
■是□否 

陸 

域 

環 

境 

生態保護目標 生態友善措施 執行 

■ 保留樹木與樹

島 

[迴避]保全之 13 株大樹以原

地保留為原則，倘若需移植

處理，應選擇樹木合適移植

季節進行，於工程前確實執

行移植作業。 

■是□否 

■ 
預留樹木基部

生長與透氣透

水空間 

[迴避]工程進行前，於保留樹

木預留緩衝空間，避免誤傷

樹木，且使樹木有足夠生長

空間。 

■是□否 

■ 保留石質底質

棲地 

[迴避]施工過程避免過度擾

動渠道或以混凝土封底，保

留河床底質。 
■是□否 

■ 其它：材料堆置 
[減輕]材料堆置應避免堆置

於草生地，使用人為干擾區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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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如既有水泥構造物、水泥

地及柏油路等。 

水 

域 

環 

境 

■ 控制溪水濁度 
[減輕]施工下游處設置沉砂

池或淨水池。 
■是□否 

■ 維持常流水 
[減輕]進行導流、引流或半半

施工，避免斷流，維持常流

水狀態。 
■是□否 

■ 其它：砌石護岸 
[減輕]護岸採用砌石護岸，增

加護岸粗造表面，供植物及

動物棲息及生長。 
■是□否 

補充說明：(依個案特性加強要求的其他事項) 
1. 使用低噪音機具及工法，降低施工噪音及震動對野生動物之影響。 
2. 工區設置圍籬，避免野生動物闖入；施工期間產生之工程及民生廢棄物集

中並帶離現場，禁止埋入土層，或以任何形式滯留現場，避免水鳥等動物

誤傷或誤食。 
3. 定時對施工道路及車輛進行灑水降低揚塵量，避免林木葉表面遭揚塵覆蓋。 
4. 施工中若遭遇生態異常狀況需第一時間通報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生態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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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圖及保全目標位置： 

 
說明： 

計畫範圍主要土地利用為人造建築，工區兩岸為人為植栽及草生地，陸

域環境整體人為干擾程度較高，生態敏感度屬低度敏感及人為干擾，水域環

境為常流水，水量豐沛，現場記錄有水域生物活動，屬中度敏感區域。 
計畫範圍內計有 13 株大樹，分別為 A 區大樹(包含小葉欖仁 6 株及鳳凰

木 1 株)、B 區大樹(包含芒果樹 3 株)、榕樹 2 株及龍眼 1 株，可供鳥類及小

型哺乳類動物棲息及覓食，列為生態保全對象，並以原地保留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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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對象現況照片及座標點位(TWD97)： 

樹種 X Y 

A 區大樹 203011 2622574 

B 區大樹 202708 2622547 

榕樹(正心路二段) 202329 2623015 

榕樹(雲林路二段) 202676 2622577 

龍眼 202858 2622540 

 
 
 
 
 
 
 

生態保全對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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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 A 區大樹，包含小葉欖仁 6 株及鳳凰木 1 株，鄰近美食廣場停車場北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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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 B 區大樹，包含芒果樹 3 株，位於雲林路一段西南方停車場旁。 

 

上圖為榕樹，位於正心二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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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榕樹，位於雲林路二段旁。 

 

上圖為龍眼，位於美食廣場南側。 

備註： 
一、監造單位應依設計階段擬訂之生態保護目標與環境友善措施，監督施工

廠商並記錄本表。 
二、本表格完工後連同竣工資料一併提供主辦機關。 

監造單位填寫人員簽名：                   日期： 

生態專業團隊簽名：弘益生態有限公司/歐書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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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承攬廠商填寫) 

甲方 雲林縣政府 

 

工程名稱 
雲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下游段污水

截流-截流淨化工程 

施工廠商 宇泰豐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位點 
TWD97 X:202138 Y:2628237 

  至 X:202623 Y:2622817 

編號 項目 檢查標準 
檢查日期 

     

1 保全樹木 

保留大樹 13 株，劃設禁

止干擾範圍，範圍應大

於樹冠投影面積，預留

樹木生長空間。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2 樹木保護 

定時對施工道路及車輛

進行灑水降低揚塵量，

避免林木葉表面遭揚塵

覆蓋。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3 

水域棲地 

控制溪水濁度，下游處

設置沉砂池或淨水池。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4 
 

維持常流水，進行導

流、引流或半半施工，

避免斷流。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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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過程避免過度擾動

渠道或以混凝土封底，

保留河床底質；護岸以

砌石方式施作。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6 施工便道 
使用既有道路做為施工

便道，不另行開闢施工

便道。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7 
環境衛生

及安全 

工區設置圍籬，避免野

生動物闖入；施工期間

產生之工程及民生廢棄

物集中並帶離現場，禁

止埋入土層，或以任何

形式滯留現場，避免野

生動物誤傷或誤食。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8 野生動物 
使用低噪音機具及工

法，降低施工噪音及震

動對野生動物之影響。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9 材料堆置 

材料堆置應避免堆置於

草生地，使用人為干擾

區域如既有水泥構造

物、水泥地及柏油路等。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異常狀況處理 

異常狀況類型 □生態保護目標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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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本表於工程期間，由施工廠商隨工地安全檢查填寫。 
二、如發現異常，保留對象發生損傷、斷裂、搬動、移除、干擾、破壞、衰弱或死

亡等異常狀況，請註明敘述處理方式，第一時間通報監造單位與主辦機關。 
三、完工後連同竣工資料一併提供主辦機關。 
四、本表需每月至少填寫一次，檢查日期下方之欄位為當月檢查之日期，表單最下

方簽名欄後填寫之日期為表單繳交之日期。 

工地負責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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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環境友善抽查表(監造廠商填寫) 

甲方 雲林縣政府 

 

工程名稱 
雲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下游段污水

截流-截流淨化工程 

施工廠商 宇泰豐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位點 
TWD97 X:202138 Y:2628237 

  至 X:202623 Y:2622817 

編號 項目 檢查標準 
檢查日期 

     

1 保全樹木 

保留大樹 13 株，劃設禁

止干擾範圍，範圍應大

於樹冠投影面積，預留

樹木生長空間。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 樹木保護 

定時對施工道路及車輛

進行灑水降低揚塵量，

避免林木葉表面遭揚塵

覆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3 

水域棲地 

控制溪水濁度，下游處

設置沉砂池或淨水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4 
 

維持常流水，進行導

流、引流或半半施工，

避免斷流。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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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過程避免過度擾動

河道或以混凝土封底，

保留河床底質；護岸以

砌石方式施作。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6 施工便道 
使用既有道路做為施工

便道，不另行開闢施工

便道。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7 
環境衛生

及安全 

工區設置圍籬，避免野

生動物闖入；施工期間

產生之工程及民生廢棄

物集中並帶離現場，禁

止埋入土層，或以任何

形式滯留現場，避免野

生動物誤傷或誤食。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8 野生動物 
使用低噪音機具及工

法，降低施工噪音及震

動對野生動物之影響。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9 材料堆置 

材料堆置應避免堆置於

草生地，使用人為干擾

區域如既有水泥構造

物、水泥地及柏油路等。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異常狀況處理 

異常狀況類型 □生態保護目標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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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本表於工程期間，由施工廠商隨工地安全檢查填寫。 
二、如發現異常，保留對象發生損傷、斷裂、搬動、移除、干擾、破壞、衰弱或死

亡等異常狀況，請註明敘述處理方式，第一時間通報監造單位與主辦機關。 
三、完工後連同竣工資料一併提供主辦機關。 
四、本表需每月至少填寫一次，檢查日期下方之欄位為當月檢查之日期，表單最下

方簽名欄後填寫之日期為表單繳交之日期。 

監造單位人員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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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環境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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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河段現況 下游河段現況 

  

治理區內人造設施 治理區內草生地 

  

白尾八哥 紅冠水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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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異常狀況處理流程 
 

作業流程 執行單位 

 

監造廠商 
施工單位 
 
 
 
民眾、主管機關、監造廠

商、施工單位及生態團隊 
 
 
狀況發生即啟動 
 
 
 
施工單位 
 
 
主管機關 
生態團隊 
 
 
生態團隊、主管機關及設

計單位三方共同討論可執

行之矯正措施方案，並由

施工單位執行。 
 
主管機關或生態團隊持續

追蹤異常狀況至異常狀況

處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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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地方說明會會議記錄 

一、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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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相關之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林縣山線社區大學 黃莉婷執行長 

1.請規劃單位提出施工前期的生

態調查資料（含陸上及水中的植

栽部分）的相關資料，並請對外

公佈之。 

本團隊僅受委執行生態檢核作

業，生態檢核係針對計畫範圍內

特定對象或棲地做保全，全程以

目視方式記錄整體環境及物種；

若生態資源須深入探討，則需建

請相關單位。 

2.請補充「生態檢核」區域之各

段生態調查狀況及整個河川流域

的整體性。 

本團隊僅受委辦裡雲林水環境改

善計畫上游段及下游段污水截流

淨化工程之生態檢核的案件，至

於整個河川流域之資訊，並不在

本項案件托工作。 
雲林縣斗六市鎮西里 詹雯婷小姐： 

1.生態檢核是否全部做完，完整

報告在哪？ 

生態檢核配合工程進度進行，自

設計階段起執行，進入至施工階

段會分成施工前、施工中及完工

後檢核，目前尚於施工前階段，

尚無完整報告。 

橙谷景觀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陳雲鵬經理： 

1.建議標註所觀察到的生物物種

族群、數量、棲地位置或活動範

圍，以利後續施工迴避或減輕。 

 

生態檢核作業係針對工程範圍內

之特定需保全之物種做記錄，工

程範圍內之較敏感區域及需保全

之對象皆標註於生態敏感圖中，

並且提出相關友善措施。 



 
 

 

 

 

 

 

附件 4、審查意見回應表 

  



 
 

 

 

 

 

 

附件 5、本計畫渠道工程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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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二林溪周邊景觀與水質淨化營造計畫

（第一期） 
設計單位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9-110年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彰化縣政府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_彰化縣二林鎮______里(村)______鄰 
TWD97座標 X：185141.751Y：2643324.265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94,310 

工程目的 
活化周邊既有設施、妥善安排休閒動線、排水水質淨化、提升整體環境品質與提供優

質休閒環境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計畫二林溪上游設置300CMD 人工濕地，淨化二林溪上游源成排水水質，並改

善本計畫渠段(信義橋至忠孝橋)795m 護岸周邊景觀營造。 

預期效益 

1.移除二林溪部份污染物:氨氮去除量:595kg/年、SS:986kg。 

2.營造休閒藍綠帶、提供居民休憩空間、提升環境居住品質。 

3.提供友善水環境教育場域、提供周邊相關設施動線串連、提升當地居民活動

及健身空間。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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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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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

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

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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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三爺溪上游排水截流暨虎尾寮水資源

回收中心功能改善及擴建工程委託設

計監造 

設計單位 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民國110年至民國112年 監造廠商 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__台南__市(縣)__東__區(鄉、鎮、

市)______里(村)______鄰 
TWD97座標 X：2542375，Y：173002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783,600 

工程目的 
改善三爺溪水質，藉由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功能改善及擴建工程，確保污水

處理效用，提昇水資源利用效率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一)三爺溪上游排水截流暨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功能改善及擴建工程監造工

作。 

(二)完成三爺溪上游大灣排水污水截流及管線工程、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功能

改善及擴建工程施作。 

預期效益 

(一)完成網寮橋測站上游大灣排水結合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工程施工及監造作

業，預計截流及擴建工程完成後，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每日處理水量可達

27,000 CMD。 

(二) 藉由處理後之放流水排入三爺溪，以達到改善水質目標。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水系，但無關注物種 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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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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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註1：核定階段資料來源為經濟部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整體工作計畫書』 

註2：規劃階段資料來源為臺南市政府『三爺溪上游排水截流暨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功能改善及擴建規

劃調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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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雲林縣大虎尾地區之新虎尾溪水質環

境整體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310日曆天 監造廠商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營造廠商 定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雲林縣虎尾鎮(廉使,吳厝,墾地)里 
TWD97座標 

X：189676.788         Y：2625391.592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68,372千元 

工程目的 

新虎尾溪水質改善，增進雲林地區水環境整體效益，虎高污水處理廠及既

設截流站設備在長久使用下，效能已大不如前，透過污水處理廠及既設截流站

整體功能提升，設備汰舊換新，提高設備效能及廠內營運管理能力，藉由處理

後之放流水，排入新虎尾溪，改善新虎尾溪水質。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一）總氮降解系統新建工程 

1.缺氧池二槽(L=14.0m W=6m H=5m) 

2.缺氧池輸水管線268m 

3.缺氧池沉水式攪拌機4台 

4.曝氣池硝化液迴流泵4台，終沉池污泥迴流泵4台 

5.收受處理事業廢水、截流水或水肥設計最大量達總廢(污)水最大量20% 

 為分界，20%以上管制氨氮，20%以下管制氨氮、總氮。除氮系統水質 

 目標：氨氮10mg/L、總氮35mg/L。 

（二）污水廠設備更新工程 

1.初沉池單軌式刮泥機2台 

2.終沉池單軌式刮泥機4台 

3.各處理單元設備更新汰換 

（三）截流站工程 

1.各截流站設備更新汰換 

2. 墾地里截流站 

   截流目標：墾地里晴天污水， 設計截流量：390CMD，生活污水量：130CMD 

3. 吳厝里截流站 

   截流目標：吳厝里晴天污水 

   設計截流量：300CMD 

   生活污水量：350CMD 

4. 廉使里截流站 

   截流目標：有才寮排水支線， 設計截流量：1,260CMD 

5. 過溪仔截流站 

   截流目標：過溪仔排水  設計截流量：4,550CMD，設計總截流量：6,500CMD 

（四）儀控工程 

1.中控室設備更新汰換 

2.監控盤設備更新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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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將高速鐵路雲林車站特定區(以下簡稱雲林高鐵特定區)內及周邊排放之污

水，透過雲林高鐵特定區污水處理廠(以下簡稱虎高污水處理廠)處理後放流至新

虎尾溪，達到淨化新虎尾溪水質之成效。 

雲林高鐵特定區內及周邊污染包含雲林高鐵特定區內生活污水及沿線村里

之生活污水、畜牧廢水及農業廢水，其中雲林高鐵特定區為都市計畫區，可將

生活污水透過污水下水道系統至虎高污水處理廠處理；特定區外之鄰近聚落，

透過既設之四座截流站，將生活污水、畜牧廢水及農業廢水截流至虎高污水處

理廠處理；而新虎尾溪沿線之非點源污染直接經由沿線排水直接排入新虎尾

溪。考量雲林高鐵特定區及既設截流站在現有成本條件下獲取效益較高，因此

本計畫以此為優先處理對象。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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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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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本案無相關生態效益)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雲林縣斗六市大潭排水水質改善計畫 

委託設計監造生態檢核 

(施工前階段)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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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潭排水水質改善工程生態檢核 

本計畫生態檢核工作係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

核機制」辦理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工作。令參考經濟部水利署對於河川、區域排水

生態調查評估相關準則進行辦理，希望大潭排水水質改善工程中，仍可維持更加

的自然生態環境。  

 

一、 計畫範圍  

本計畫調查範圍以龍潭橋往東 80 公尺為範圍起點，沿著大潭排水往西至橡皮

堰為範圍終點，範圍渠道全長約 510 公尺，並沿未來截流管線埋設之龍潭路、龍

潭南路及龍潭北路進行調查，其範圍詳附錄一所示。  

 

二、 工作方法  

生態檢核目的在於將生態考量事項融入既有治理工程中，以加強生態保育措

施之落實。透過檢核表提醒工程單位，在各生命周期中了解所應納入考量之生態

事項內容，將生態保育措施資訊公開，使環保團體、當地居民及與工程單位間信

任感增加。依工程周期，包含施工前、中、後等階段，提出各階段於生態層面 (圖

1)。經由資料蒐集、現場勘查而掌握現地之生態議題，套疊工程設計圖說整合為生

態關注區域圖，評估工程各階段可能造成之生態影響，以提出具體環境友善對策

與措施。  

 (1)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透過現場勘查，評估潛在生

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2) 辦理生態勘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

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3) 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

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生態專業人員進行工程之生態評析，可藉由現場勘查、資料蒐集、生態評

估、生態關注區域繪製評估工程範圍內之生態議題，提供設計單位工程範圍之生

態衝擊預測及對應方法及保育對策。生態專業人員於現場勘查應記錄工程施作現

場與周邊的主要植被類型、潛在棲地環境、大樹等關鍵生態資訊，初步判斷頇關

注的生態議題如位於天然林、天然溪流等環境，擬定工程相關生態注意事項，標

示定位並摘要記錄。生態評析過程中所有調查資料、生態議題、衝擊評估、保育

對策以報告形式完整論述，並為此階段檢核表之附件(表 1)。 

 

三、文獻蒐集 

根據北港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2008)，96 年 12 月於芭蕉溪-龍潭橋樣站調查記

錄鯽魚、多齒新米蝦、搖蚊、斑蚊、水黽、青紋細蟌、水蛭、福壽螺、臺灣椎實

螺等，未記錄保育類或特殊稀有之水域生物；在陸域生物方面，記錄紅冠水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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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鴿、斑頸鳩、紅鳩、大卷尾、洋燕、棕沙燕、褐頭鷦鶯、翠鳥、臭鼩、多線南

蜥、紋白蝶、紅擬豹斑蝶及沖小灰蝶等，未記錄保育類或特殊稀有之生物。根據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斗六市後庄埤環境改善計畫(2019)，其內容包括大潭排水水

質改善計畫、後庒埤滯洪排水設施改善計畫、後庒埤水域環境改善計畫等，生態

環境評估表示工程範圍東半部及鄰近地區為人為開發地區，多為人造建物，工程

範圍西半部及鄰近地區為草地、農耕地與埤塘。水體環境包含埤塘與排水，在核

定階段未發現關注物種。 

 

四、施工階段(施工前)調查結果 

本計畫於 109 年 4 月進行施工階段(施工前)現場調查，調查範圍以龍潭橋往東 

80 公尺為範圍起點，沿著大潭排水往西至橡皮堰為範圍終點，範圍渠道全長約

510 公尺，並沿未來截流管線埋設之龍潭路、龍潭南路及龍潭北路進行調查，輔

以空照圖進行相關敏感區位之評估。 

109 年 4 月 25~27 日現場勘察結果，大潭排水渠道水量充足而流速緩慢，水域

佈滿浮水植物之大萍(水芙蓉)及布袋蓮。水域生物調查結果如下：魚類 4 種：包括

銀高體鲃、鯉、琵琶鼠及吳郭魚等；蝦蟹類 0 種：未發現任何蝦蟹類；螺貝類 2

種：於排水路兩岸調查記錄 2 種螺貝類，包括福壽螺及臺灣椎實螺，但兩者數量

並不多；水生昆蟲 2 種：包括水黽及搖蚊科水生昆蟲，屬較耐受水質汙染之種

類。水質：於龍潭橋下游附近取樣檢測，電導度 (Cond)為 643μs、酸鹼值 (pH)為

6.28、溶氧(DO)為 2.1mg/L，其中溶氧有偏低情形。鳥類 18 種：以白頭翁、麻雀

及斯氏繡眼數量較多，水邊有棕沙燕、洋燕及翠鳥活動，行道樹可見常見白頭

翁、紅嘴黑鵯、斯氏繡眼及麻雀等停棲；哺乳類 3 種：包括臭鼩、小黃腹鼠及東

亞家蝠；爬蟲類 3 種：包括疣尾蝎虎、斯文豪氏攀蜥及多線真稜蜥；兩生類 5

種：包括黑眶蟾蜍、澤蛙、小雨蛙、斑腿樹蛙及在鄰近區竹林有發現關注物種諸

繫樹蛙，諸繫樹蛙在全球紅皮書類別及臺灣紅皮書類別均屬於 EN 瀕危等級。蝶類

6 種：紋白蝶、黑點粉蝶、荷氏黃蝶、沖繩小灰蝶、孔雀蛺蝶、黃蛺蝶等一般常見

種。蜻蛉類 4 種：青紋細蟌、褐斑蜻蜓、霜白蜻蜓及杜松蜻蜓。水域及陸域動物

調查結果詳附錄三。 

植物：共計發現植物 58 科 100 屬 116 種，其中蕨類植物有 6 種(佔 5.17%)，

裸子植物有 2 種(佔 1.72%)，雙子葉植物有 85 種(佔 73.28%)，單子葉植物有 23 種

(佔 19.83%)。在生長習性方面，草本植物有 55 種(佔 47.41%)，喬木類植物有 29

種(佔 25%)，灌木類有 15 種(佔 12.93%)，藤本植物有 17 種(佔 14.66%)。在屬性方

面，原生種有 42 種(佔 36.21%)，歸化種有 34 種(佔 29.31%)，栽培種有 40 種(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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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8%)。 

調查區域屬於人為開發程度較高的區域，附近植被以人工建地為主，其次為

農耕地、竹林及園藝植栽造林地等，再則為排水路溝渠行水區。農耕地多種植水

稻及各類果樹；竹林則以種植麻竹為主；園藝植栽造林地則多種植蒲葵、美國水

松(落羽松)及黃金串錢柳等園藝物種；排水路溝渠行水區方面，渠道內兩岸於土壤

堆積處多有濱溪植物生長，除了較常見的草本植物，如巴拉草、空心菜、輪傘莎

草及細葉水丁香等；於較穩定的區域更可以見到人為栽植的芒果、木瓜及水芋等

農作或果樹。水面上則有大萍、布袋蓮等漂浮植物。 

 

五、生態議題及保育對策 

本計畫於規劃設計階段(108 年 9 月)調查結果，於大潭排水左右兩岸之林地(含

竹林、落羽松林及蒲葵人工林)等，發現有諸繫樹蛙(保育類)及史丹卲氏小雨蛙(臺

灣兩棲類紅皮書-VU 易危物種)分布，規劃設計階段評估相關設施應迴避諸繫樹蛙

及史丹卲氏小雨蛙分布區域，並於設計圖進行諸繫樹蛙分布區域(含潛在分布區)之

標示，督導施工期間避免破壞及影響鄰近區植被。後經檢討，重新規劃設計，選

擇沿既有道路之龍潭路、龍潭南路及龍潭北路進行汙水截流管線佈設，全面迴避

本計畫可能之重要生態區位。 

目前規劃方案在動物方面，因本區開發程度較高，所發現之動物均為適應人

類活動及干擾之一般常見種類，評估本計畫對動物生態將無明顯影響；在植物方

面，於龍潭橋右岸之福德祠有一棵大樹─榕樹(離大潭排水水岸約 70 公尺)，以及

在龍潭南路及龍潭北路交界處亦有一棵大榕樹，雖非雲林縣列管之珍貴老樹，但

其具人文代表性，故 2 株榕樹於施工階段列為保全對象並進行標示，避免後續相

關工程機具規劃進出動線而影響樹木生長。施工階段環境友善檢核表詳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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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大潭排水水質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9 年 05 月 日 至 109 年 10 月 日 監造廠商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營造廠商 同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雲林縣斗六市 

X：201547 Y：2620805 

(N23.69029 E120.5249)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新台幣 19,000(千)元 

工程目的 晴天污水截流，以達大潭排水水體污染削減之目的。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針對大潭排水沿岸兩處流入工進行晴天污水截流，並納入鄰近既設污水下水道

系統，最終流入斗六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 

預期效益 

污染削減量： 

BOD：7.17 kg/d 

SS：5.88 kg/d 

NH3-N：8.35 kg/d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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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生態背景-田野資訊有限公司辦理；工程規劃設計-

黎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於108年9月7日完成生態勘查記錄表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計畫範圍內未發現敏感性物種，唯鄰近區有保育類

物種棲地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生態背景-田野資訊有限公司辦理；工程規劃設計-

黎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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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生態背景-田野資訊有限公司辦理(詳附件 C-1)；工

程規劃設計-黎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施工前將與施工人員現勘確認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是：施工前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施工階段納入應注意之兩棵具地方文化價植榕樹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目前屬施工前階段，待進入施工中階段則加強注意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目前屬施工前階段，待進入施工中階段則納入督導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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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施工階段環境友善檢核表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設計單位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工程名稱 大潭排水水質改善計畫 工程位點 X：201547 Y：2620805 

項目 本工程擬選用生態友善措施 

工 

程 

管 

理 

█ 
生態保護目標、環境友善措施、施工便道與預定開挖面，標示於工程圖

說、發包文件與施工規範 

█ 納入履約標準、確認罰則 

█ 優先利用人為干擾環境，以干擾面積最小為原則 

□ 其它： 

陸 

域 

環 

境 

擬定生態保護目標 擬用生態友善措施 

█ 保留樹木 

迴避道路旁兩棵具地方文化價值榕

樹，加強施工管理及宣導，避免工

程機具對樹木造成傷害。 

□ 保留森林  

□ 保留濱溪植被區  

□ 
預留樹木基部生長與透氣

透水空間 
 

□ 採用高通透性護岸  

□ 減少護岸橫向阻隔  

□ 動物逃生坡道或緩坡  

□ 植生草種與苗木  

□ 復育措施  

█ 其它： 避免夜間施工，降低生物干擾 

水 

域 

環 

境 

□ 減少構造物與河道間落差  

□ 
保留 3 公尺粒徑以上大石

或石壁 
 

□ 保留石質底質棲地  

□ 保留瀨區  

□ 保留深潭  

□ 控制溪水濁度  

□ 維持常流水  

□ 人工水域棲地營造  

█ 其它：水質改善 晴天污水截流 

補充說明：(依個案特性加強要求的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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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圖及保全目標位置與照片 

 

 
生態關注區域圖  

 

 

 
龍潭路與龍潭北路 40 巷交界大樹(榕樹 1)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龍潭南路與龍潭北路交界大樹(榕樹 2)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備註： 

一、設計單位應會同主辦機關，共同確認生態保護對象，擬用環境友善措

施填寫於備註欄。 

二、本表格連同預算書圖一併提供工程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填寫人員簽名：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108.04.28 

生態專業團隊：田野資訊有限公司               日期：10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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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施工階段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承攬廠商填寫) 

甲方  

 

工程名稱 大潭排水水質改善計畫 

施工廠商  

工程位點 雲林縣斗六市大潭排水 

編號 項目 檢查標準 
檢查日期 

     

1 榕樹 1 保留原地且存活未受損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2 榕樹 2 保留原地且存活未受損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異常狀況處理 

異常狀況類型 
□生態保護目標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備註： 

一、本表於工程期間，由施工廠商隨工地安全檢查填寫。 
二、如發現異常，保留對象發生損傷、斷裂、搬動、移除、干擾、破壞、衰弱或死亡等異常狀況，請註明

敘述處理方式，第一時間通報監造單位與主辦機關。 

三、完工後連同竣工資料一併提供主辦機關。 

 

工地負責人簽名：                         日期： 

 

生態專業團隊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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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生態檢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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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1、施工階段(施工前)生態專業人員團隊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學歷 專長 

田野資訊有限公司 

調查組長 
黎家興 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碩士 

陸域動、植物調查、棲

地評估、地理資訊系

統、繪製生態敏感圖 

田野資訊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周怡君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漁業生產

與管理系學士 

水域生物調查、棲地評

估、地理資訊系統、繪

製生態敏感圖 

 

附件C-2、施工階段(施工前)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民國 109 年 4 月 25~27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4 月 28 日 

生態團隊 田野資訊有限公司 勘查地點 大潭排水 

參與勘查事項 水域及陸域生物環境評估分析 

勘查摘要 

生態環境紀錄： 

本計畫於 109 年 4 月進行施工階段(施工前)現場調查，調查範圍以龍潭

橋往東 80 公尺為範圍起點，沿著大潭排水往西至橡皮堰為範圍終

點，範圍渠道全長約 510 公尺，並沿未來截流管線埋設之龍潭路、龍

潭南路及龍潭北路進行調查，輔以空照圖進行相關敏感區位之評估。 

109 年 4 月 25~27 日現場勘察結果，大潭排水渠道水量充足而流速緩

慢，水域佈滿浮水植物之大萍(水芙蓉)及布袋蓮。水域生物調查結果如

下：魚類 4 種：包括銀高體鲃、鯉、琵琶鼠及吳郭魚等；蝦蟹類 0

種：未發現任何蝦蟹類；螺貝類 2 種：於排水路兩岸調查記錄 2 種螺

貝類，包括福壽螺及臺灣椎實螺，但兩者數量並不多；水生昆蟲 2

種：包括水黽及搖蚊科水生昆蟲，屬較耐受水質汙染之種類。水質：

於龍潭橋下游附近取樣檢測，電導度(Cond)為 643μs、酸鹼值(pH)為

6.28、溶氧(DO)為 2.1mg/L，其中溶氧有偏低情形。鳥類 18 種：以白

頭翁、麻雀及斯氏繡眼數量較多，水邊有棕沙燕、洋燕及翠鳥活動，

行道樹可見常見白頭翁、紅嘴黑鵯、斯氏繡眼及麻雀等停棲；哺乳類

3 種：包括臭鼩、小黃腹鼠及東亞家蝠；爬蟲類 3 種：包括疣尾蝎

虎、斯文豪氏攀蜥及多線真稜蜥；兩生類 5 種：包括黑眶蟾蜍、澤

蛙、小雨蛙、斑腿樹蛙及在鄰近區竹林有發現關注物種諸繫樹蛙，諸

繫樹蛙在全球紅皮書類別及臺灣紅皮書類別均屬於 EN 瀕危等級。蝶

類 6 種：紋白蝶、黑點粉蝶、荷氏黃蝶、沖繩小灰蝶、孔雀蛺蝶、黃

蛺蝶等一般常見種。蜻蛉類 4 種：青紋細蟌、褐斑蜻蜓、霜白蜻蜓及

杜松蜻蜓。水域及陸域動物調查結果詳附錄三。   

植物 116 種：記錄 58 科 100 屬 116 種，在屬性方面，原生種有 42 種

(佔 36.21%)，歸化種有 34 種 (佔 29.31%)，栽培種有 40 種 (佔

34.48%)，大多屬於人工栽植或歸化物種，顯示人為干擾程度較高。於

龍潭橋右岸之福德祠有一棵大樹─榕樹(離大潭排水水岸約 7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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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龍潭南路及龍潭北路交界處亦有一棵大榕樹，雖非雲林縣列管

之珍貴老樹，但其具人文代表性，故 2 株榕樹於施工階段列為保全對

象並進行標示，避免後續相關工程機具規劃進出動線而影響樹木生

長。 

 

現場勘查意見 處理情形回覆 

目前調整後之規劃設計方案，已迴避諸繫

樹蛙棲地，改於既有道路埋設汙染截流管

線。沿線屬人為開發程度較高之住宅聚

落，但計畫路線旁有兩棵具地方文化價值

之榕樹，施工中應加強施工管理，避免施

工人員或機具造成樹木之損傷。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

物及特稀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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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3、施工階段(施工前)生態調查表 

工程名稱 大潭排水水質改善計畫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4 月 28 日 

生態團隊 田野資訊有限公司 

生態項目 內容 照片記錄 

棲 

地 

生 

態 

█陸域生態 

鳥類 18 種：以白頭翁、麻雀及斯氏繡

眼數量較多，水邊有棕沙燕、洋燕及翠

鳥活動，行道樹可見常見白頭翁、紅嘴

黑鵯、斯氏繡眼及麻雀等停棲；哺乳類

3 種：包括臭鼩、小黃腹鼠及東亞家

蝠；爬蟲類 3 種：包括疣尾蝎虎、斯文

豪氏攀蜥及多線真稜蜥；兩生類 5 種：

包括黑眶蟾蜍、澤蛙、小雨蛙、斑腿樹

蛙及在鄰近區竹林有發現關注物種諸繫

樹蛙。蝶類 6 種：紋白蝶、黑點粉蝶、

荷氏黃蝶、沖繩小灰蝶、孔雀蛺蝶、黃

蛺蝶等一般常見種。蜻蛉類 4 種：青紋

細蟌、褐斑蜻蜓、霜白蜻蜓及杜松蜻蜓

(調查資源表詳附錄三)。 

植物 116 種：記錄 58 科 100 屬 116 種

(植物名錄詳附錄四)。 

 
龍潭橋旁行道樹提供鳥類棲息 

 
鄰近區竹林有諸繫樹蛙棲息 

 

█水域生態 

109 年 4 月 25~27 日現場勘察結果，大

潭排水渠道水量充足而流速緩慢，水域

佈滿浮水植物之大萍(水芙蓉)及布袋

蓮。水域生物調查結果如下：魚類 4

種：包括銀高體鲃、鯉、琵琶鼠及吳郭

魚等；蝦蟹類 0 種：未發現任何蝦蟹

類；螺貝類 2 種：於排水路兩岸調查記

錄 2 種螺貝類，包括福壽螺及臺灣椎實

螺，但兩者數量並不多；水生昆蟲 2

種：包括水黽及搖蚊科水生昆蟲，屬較

耐受水質汙染之種類(調查資源表詳附

錄三)。 

 
龍潭橋上游水域及護岸環境

 
龍潭橋下游水域及護岸環境 

█水質 
水質部份於龍潭橋下游附近取樣檢測，電導度(Cond)為 643μs、酸鹼值

(pH)為 6.28、溶氧(Do)為 2.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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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4、施工階段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 

工程名稱 

(編號) 
大潭排水水質改善計畫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4 月 28 日 

類型 生態保全對象 

公告生態 

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家公園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國家重要濕地 □保安林 

□其他                   

重要植被

與大樹 
□天然林 □次生林 □濱水植物帶 □河岸林 □特稀有植物生存環境 █大樹 

民間關切 

生物棲地 

□重要野鳥棲地(IBA) █保育類物種生存繁殖棲地 █IUCN 受脅物種 

□其他指標生物棲息環境：  

天然水域 

環境 
□天然溪流或溝渠 □深潭 □淺瀨 □岩盤 □濕地 □埤塘 □其他            

生態關注區域圖 

 
說明： 

1. 規劃設計階段(108 年 9 月)於大潭排水週邊發現保育類諸繫樹蛙、領角鴞及臺灣兩棲

類紅皮書-VU 易危物種史丹卲氏小雨蛙，因此變更規劃設計內容迴避生態敏感棲地。

現階段規劃內容進行施工階段之施工前調查(109 年 4 月)，於龍潭橋下游排水兩岸竹

林仍有諸繫樹蛙鳴叫，但工程區位已迴避上述生態敏感區，應不致造成明顯影響。 

2. 龍潭橋附近之福德祠記錄一棵榕樹大樹及於龍潭南路及龍潭北路交界亦有一棵榕樹大

樹，雖非雲林縣列管之珍貴老樹，但其具人文代表性，因此列為保全對象。目前規劃

設計內容，兩棵榕樹將進行原地保留，並不會移除上述樹木，但施工中仍應加強施工

管理，避免人員及機具造成樹木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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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5、施工階段生態保育對策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黎家興  

(田野資訊有限公司/調查組長)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4 月 28 日 

█ 基本設計審查前完成  □細部設計審查前完成  □規劃設計定稿 

生態關注區域 生態保全對象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對策 

是否

迴避 

(填否者，請說明保育

對策) 

 

公告 

生態保護區 

□是 

█否 
 

□是 

□否 

□縮小                   

□減輕                  

□補償                  

 

學術研究 

動植物棲地地點 

□是 

█否 
 

□是 

□否 

□縮小                   

□減輕                  

□補償                  

 

民間 

關切生態地點 

█是 

□否 
大樹(2 棵榕樹) 

█是 

□否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採取迴避

對策。 

天然植被 
□是 

█否 
 

□是 

□否 

□縮小                   

□減輕                  

□補償                  

 

天然水域環境 

(人為構造物少) 

□是 

█否 
 

□是 

□否 

□縮小                   

□減輕                  

□補償                  

 

其他 
□是 

█否 
 

□是 

□否 

□縮小                   

□減輕                  

□補償                  

 

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攝影日期)： 

1.具地方文化價值之榕樹(共 2 棵) 

 
龍潭路與龍潭北路 40 巷交界大樹(榕樹 1)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龍潭南路與龍潭北路交界大樹(榕樹 2)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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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1、施工階段(施工前)-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河川、區域排水) 

基本

資料 

紀錄日

期 
109 / 4 / 27 

填表人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田野資

訊有限公司 

水系名

稱 
北港溪 

行政區 
雲林縣斗六市 

工程名

稱 
大潭排水水質改善計畫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施工前) 

調查樣

區 
大潭排水(龍潭橋上下游) 

位置座標

（TW97） 
X：201547 Y：2620805  

工程概

述 

針對大潭排水沿岸兩處流入工進行晴天污水截流，並納入鄰近既設污水下水

道系統，最終流入斗六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 

現況

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詳附件D-2)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空拍機低空航照圖 

類別 ③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

分 

⑤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

策略或措施 

 

 

 

 

 

 

水的

特性 

 

 

(A) 

水

域 

型

態 

多

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

□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

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利用

渠道蜿蜒及攔水踏石營造緩

流水域空間)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

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設置固床工

提高水位深度) 

□其他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

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

域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

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

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

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

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1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

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

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

通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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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

分 

⑤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

策略或措施 

 

 

 

水的

特性 

 

 

 

(C) 

水

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

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

浮藻類) 

1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

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

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 晴天污水截流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帄

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

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

存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D)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

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

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5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

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

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  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

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

物所組成? 

   護岸均以混凝土構造物為主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

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動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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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

分 

⑤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

策略或措施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E) 

溪

濱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

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

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0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

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

糙度(利用疊石護岸營造多

樣性生態空間)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設

置生態草溝)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利用疊石護岸營造多樣性

生態空間、設置生態草溝)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

(緩坡化)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

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

質 

多

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

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

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

否採用集水區外的土砂材料

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

率(渠底鋪設塊石不封底)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

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

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

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

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上、下

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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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

分 

⑤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

策略或措施 

 

 

 

 

生

態 

特

性 

(G) 

水

生

動

物

豐

富

度

(原

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

兩棲類、█爬蟲類 

4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

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

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

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

態

特

性 

(H) 

水

域 

生

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1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

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

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

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  晴天污水截流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

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5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6 (總分 3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5 (總分 20 分) 

 

 

總和=   16 (總分 80 分) 

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

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略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略及措

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略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

略。 

3.執行步驟：①→⑤  (步驟④→⑤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略)。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

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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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2、施工階段(施工前)-水域棲地環境照及生物照 

  
大潭排水空拍圖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龍潭橋上游水域及護岸- 

水表佈滿大萍及布袋蓮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龍潭橋下游水域及護岸- 

水表佈滿大萍及布袋蓮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大潭排水橡皮堰環境-無水溢流且佈滿大萍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龍潭橋下游左岸小葉欖仁-生長勢良好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龍潭橋下游堤內竹林農地有諸繫樹蛙棲息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龍潭路與龍潭北路 40 巷交界大樹(榕樹 1)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龍潭南路與龍潭北路交界大樹(榕樹 2)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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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路電線上家燕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龍潭橋附近拍攝之棕沙燕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龍潭橋旁小葉欖仁上之紅嘴黑鵯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停棲於大萍之麻雀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6 日) 

  
停棲於大萍之白頭翁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6 日) 

停棲於水域邊之褐斑蜻蜓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5 日) 

  
水域生物-屬外來種之吳郭魚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7 日) 

水域生物-屬外來種之銀高體鲃 

(拍攝日期：10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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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調查範圍 

 

 
 

圖 1、大潭排水生態檢核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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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生物調查及分析方法 

項目 調查方法 

魚類 

以手拋網、蝦籠誘捕或目視調查為主要方法。每次調查進行一次採

集，手拋網以次數為努力量標準；蝦籠誘捕法以陷阱數量×放置夜晚數=捕

捉夜為努力量標準。實地魚類調查方法得視水道當時情況，選擇手拋網或

蝦籠(內置調和魚餌)誘捕。若在採集時遇到釣客，可進行訪問。 

蝦蟹類 
以手拋網及蝦籠誘捕為主要方法，每一調查樣站架設中型蝦籠 5 個(口

徑約為 12 公分)，內置狗飼料作為誘餌。 

水生昆蟲 

水生昆蟲採集以Ｄ型手撈網(口約 35 公分，網孔大小為 0.7 公釐)或蘇

伯氏採集網(Surber Sampler 袋口長寬高各 50 公分，網孔大小為 0.595 公釐)

為主要採集水生昆蟲方法，採定面積水網調查，以次數為努力量標準。 

水生昆蟲翻石法採樣先在下游處置一濾網，再將石頭取至岸邊，以防

部分水生昆蟲隨水流流走。較大型的水生昆蟲以鑷子夾取，而較小型的水

生昆蟲則以毛筆沾水將其取出。 

螺貝類 

螺貝類採集包含在水生昆蟲網（三網，面積各 50 帄方公分）或Ｄ型

手撈網採集的範圍內可採者。若目視水生昆蟲網旁邊（靠水岸的）有螺貝

類，可以一帄方公尺為樣區進行採樣。 

鳥類 

鳥類調查採用沿線調查(穿越線法)或定點調查法，沿水道旁有步行小

徑的地方設穿越線，穿越線須鄰近範圍內各類型重要的鳥類棲地，穿越線

長度為 500 公尺。鳥類調查於日出後三小時內進行。調查時以目視法輔以

聲音進行判別，紀錄種類、數量及其出現的棲地。 

沿線調查法以距離為努力量標準；定點調查法以時間為努力量標準。

調查發現的鳥類記錄種類、數量及其出現的棲地。調查記錄需包括鳥音

（即聽到的鳥種）。 

哺乳類 

哺乳類採用定點觀察調查法、小獸類捕捉調查、超音波偵測儀及訪問

調查為主。除目視外，輔以 Nikon 8×30 雙筒望遠鏡進行調查，此法主要調

查一些在林間活動的小獸類，如松鼠或飛鼠。於定點範圍記錄發現的哺乳

動物或是其足跡、排遺、食痕等痕跡。調查過程中訪談計畫區及鄰近區之

農民、住戶，配合圖片說明，詢問最近半年內曾出現之哺乳動物。而由於

一般民眾對於中、大型(如鼬獾、白鼻心、臺灣獼猴)，或是較特殊的小獸類

(如鬼鼠、鼴鼠、臭鼩)的辨識度較高，因此訪談採信的部份將以民眾辨識度

較高的物種為主。 

小獸類捕捉調查乃於調查範圍佈設 5 個捕鼠籠。設置地點以現場較自

然且植物較多的環境為主。陷阱內置沾花生醬之地瓜作為誘餌，並在內部

放置碎紙屑以避免小型哺乳類因失溫死亡。夜間以超音波偵測儀輔助進行

蝙蝠調查。 

爬蟲類 

爬蟲類調查主要以調查水域爬蟲為主，採用穿越線法或陷阱法進行調

查，穿越線長度為 500 公尺。調查方法採載逢機漫步之目視預測法，紀錄

出現之爬蟲類種類、數量及棲地等。穿越線法以距離為努力量標準。 

兩棲類 

兩棲類調查採用類似鳥類之穿越線法進行調查，但穿越線長度為 500

公尺。調查時間為天黑以後以探照燈目視尋找，配合圖鑑鑑定。並比較各

區段兩棲類之種類及族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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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調查方法 

陸上昆蟲 
陸上昆蟲以蜻蛉目為主要對象，但可視情況調整。以手抄網捕捉或長

鏡頭拍攝來確定蜻蛉目的種類。調查範圍以鳥類穿越線為準。 

植物 

(水生植物

及陸域植

物) 

植物調查記錄調查排水範圍兩岸喬木及綠帶植栽種類。若有發現符合

該縣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樹木，則予以標定，製作圖說。 

 

歧異度 

Shannon-Wiener 多樣性指數(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H  ))： 

H ＝－


S

i

iP
1

log10 Pi 

S ：各群聚中所記錄到之動物種數 

Pi：各群聚中第 i 種物種所佔的數量百分比 

本指數可綜合反映一群聚內生物種類之豐富度(Species richness)及個體

數在種間分配是否均勻。若H 值愈大，則表示群聚間種數愈多或種間分配

較均勻。於本計畫主要用於快速比較各樣站間之歧異度差異。如各樣站記

錄之種類數<2)，則不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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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生態調查資源表 

表1、本計畫施工階段植物歸隸特性 

歸隸特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總計 

類別 

科數 5 1 41 11 58 

屬數 5 2 71 22 100 

種數 6 2 85 23 116 

生長習性 

草本 6 0 27 22 55 

喬木 0 2 27 0 29 

灌木 0 0 14 1 15 

藤本 0 0 17 0 17 

屬性 

原生 6 0 29 7 42 

特有 0 0 0 0 0 

歸化 0 0 25 9 34 

栽培 0 2 31 7 40 
註 1：施工階段(施工前)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4 月 25~27 日。 

 

表2、本計畫施工階段陸域鳥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備註 數量 

鵜形目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RU/SC/WC/TC 1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RU/SC/WC/TC 1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RC/WR/TR 2 

鴿形目 鳩鴿科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Es   RC 2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RC 10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RC 4 

佛法僧目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RC/TU 2 

雀形目 燕科 棕沙燕 Riparia chinensis      RC 5 

  家燕 Hirundo rustica      SC/WC/TC 14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C 10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Es   RC 25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Es   RC 7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Es   RC 5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RC 18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IC 8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IC 8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RC 22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RC 8 

    種類合計(種)         18 

    數量合計(隻次)         152 

    多樣性指數(H')         1.12  

註 1：「特有種」一欄「Es」指臺灣特有亞種。  

註 2：保育類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施工階段(施工前)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4 月 25~27 日。 

註 4：「備註」一欄，英文代碼第 1 碼為留候鳥屬性(R：留鳥；W：冬候鳥；S：夏候鳥；T：過境鳥；

I：引進種)，第 2 碼為豐度屬性( C：普遍；R：稀有；U：不普遍；L：局部分布)，以「/」隔開

者為本物種兼具多種屬性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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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本計畫施工階段哺乳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數量 

食蟲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1 

嚙齒目 鼠科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1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22 

    種類合計(種)         3 

    數量合計(隻次)         24 

    多樣性指數(H')         0.15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2：施工階段(施工前)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4 月 25~27 日。 

 

表4、本計畫施工階段爬蟲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數量 

有鱗目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13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Diploderma swinhonis E     4 

  石龍子科 多線真稜蜥 Eutropis multifasciata      2 

    種類合計(種)         3 

    數量合計(隻次)         19 

    多樣性指數(H')         0.36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施工階段(施工前)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4 月 25~27 日。 

 

表5、本計畫施工階段兩生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數量 

無尾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5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3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4 

 樹蛙科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6 

    諸繫樹蛙 Rhacophorus arvalis E II   2 

    種類合計(種)         5 

    數量合計(隻次)         20 

    多樣性指數(H')         0.67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保育類」一欄「II」屬於珍

貴稀有野生動物。 

註 3：施工階段(施工前)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4 月 25~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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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本計畫施工階段蝶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數量 

鱗翅目 粉蝶科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12 

  黑點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Es     5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6 

 灰蝶科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11 

 蛺蝶科 孔雀蛺蝶 Junonia almana       2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Es     3 

    種類合計(種)         6 

    數量合計(隻次)         39 

    多樣性指數(H')         0.70  

註 1：「特有種」一欄「Es」指臺灣特有亞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施工階段(施工前)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4 月 25~27 日。 

 

表7、本計畫施工階段蜻蛉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數量 

蜻蛉目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3 

 蜻蜓科 褐斑蜻蜓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2 

  霜白蜻蜓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6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4 

    種類合計(種)         4 

    數量合計(隻次)         15 

    多樣性指數(H')         0.57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2：施工階段(施工前)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4 月 25~27 日。 

 

表8、本計畫施工階段魚類生物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數量 

鯉形目 鯉科 銀高體鲃 Barbonymus gonionotus       2 

    鯉 Cyprinus carpio carpio       1 

鯰形目 甲鯰科 琵琶鼠 Pterygoplichthys sp.       4 

鱸形目 麗魚科 吳郭魚 Cichids       12 

    種類合計(種)         4 

    數量合計(隻次)         19 

    多樣性指數(H')         0.44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2：施工階段(施工前)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4 月 25~27 日。 

註 3：水域樣站龍潭橋 TWD97 坐標：X：201547 Y：2620805 (經緯度坐標：N23.69029 E120.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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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本計畫施工階段螺貝類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數量 

中腹足目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6 

基眼目 椎實螺科 臺灣椎實螺 Radix swinhoei       8 

    種類合計(種)         2 

    數量合計(隻次)         14 

    多樣性指數(H')         0.30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2：施工階段(施工前)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4 月 25~27 日。 

註 3：水域樣站龍潭橋 TWD97 坐標：X：201547 Y：2620805 (經緯度坐標：N23.69029 E120.5249)。 

 

表10、本計畫施工階段水生昆蟲調查成果表 

目名 科名 中文科名 英文科名   數量 

半翅目 黽蝽科 黽蝽科(水黽科) Gerridae   3 

雙翅目 搖蚊科 搖蚊科 Chironomidae   15 

    種類合計(種)     2 

    數量合計(隻次)     18 

    多樣性指數(H')     0.20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2：施工階段(施工前)調查日期為民國 109 年 4 月 25~27 日。 

註 3：水域樣站龍潭橋 TWD97 坐標：X：201547 Y：2620805 (經緯度坐標：N23.69029 E120.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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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施工階段生態調查植物名錄 

類別 中文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生長習性 豐度 

蕨類植物 蹄蓋蕨科 過溝菜蕨 Diplazium esculentum (Retz.) Sw.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蓧蕨科 腎蕨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鳳尾蕨 Pteris multifida Poir.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鱗蓋鳳尾蕨 Pteris vittat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海金沙科 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原生 草本 普遍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密毛毛蕨 Cyclosorus parasiticus (L.) Farw. 原生 草本 普遍 

裸子植物 柏科 龍柏 Juniperus chinensis L. var. kaizuka Hort. ex Endl. 栽培 喬木 普遍 

裸子植物 柏科 側柏 Thuja orientalis 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立鶴花 Thunbergia erecta (Benth.) T. Anders.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空心蓮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青莧 Amaranthus patulus Bertoloni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刺莧 Amaranthus spinosu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莧科 假千日紅 Gomphrena celosioides Mart.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芒果 Mangifera indica 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番荔枝科 釋迦 Annona squamosa 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沙漠玫瑰 Adenium obesum (Forssk.) Roem. & Schult.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黑板樹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own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長春花 Catharanthus roseus (L.) Don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緬梔 Plumeria rubra L. var. acutifolia (Poir. ex Lam.) Bailey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落葵科 落葵 Basella alba L.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紫葳科 風鈴木 Tabebuia impetiginosa (Mart. ex DC.) Stand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木棉科 馬拉巴栗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紫草科 破布子 Cordia dichotoma G Forst.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以人掌科 三角柱 Hylocereus undatus (Haw.) Brown & Rose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山柑科 帄伏莖白花菜 Cleome rutidosperma DC. 歸化 草本 中等 

雙子葉植物 番木瓜科 木瓜 Carica papaya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小葉欖仁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掃帚菊 Aster subulatus  Michx.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昭和草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鱧腸 Eclipta prostrata (L.)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紫背草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小花蔓澤蘭 Mikania micrantha H. B. K.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長柄菊 Tridax procumben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黃鵪菜 Youngia japonica (L.) DC. subsp. japonica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甕菜 Ipomoea aquatica Forsk.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甘藷 Ipomoea batatas (L.) Lam.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番仔藤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碗仔花 Ipomoea hederacea (L.) Jacq. 歸化 藤本 中等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野牽牛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焊菜 Cardamine flexuosa With.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南瓜 
Cucurbita moschata var. meloniformis (Carrière) L.H. 

Bailey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絲瓜 Luffa cylindrica (L.) M. Roem. 栽培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短角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 L. var. abbreviata Ser.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茄冬 Bischofia javanica Bl.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密花白飯樹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Voigt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樟科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樟科 酪梨 Persea americana Mil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田菁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克非亞草 Cuphea cartagenesis (Jacq.) Macbrids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木蘭科 白玉蘭 Michelia alba DC.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木蘭科 含笑花 Michelia figo (Lour.) Spreng. 栽培 喬木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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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文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生長習性 豐度 

雙子葉植物 黃褥花科 黃褥花 Malpighia glabra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朱槿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細葉金午時花 Sida acuta Burm. f.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金午時花 Sida rhombifolia L.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楝科 楝 Melia azedarach Linn.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楝科 香椿 Toona sinensis (Juss.) M. Roem.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波繫蜜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L. f.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葎草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桑科 小葉桑 Morus australis Poir.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紫茉莉科 紫茉莉 Mirabilis jalapa L.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白雞油 Fraxinus griffithii C. B. Clarke 原生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木犀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細葉水丁香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水丁香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酢漿草科 五斂子 Averrhoa carambola L.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毛西番蓮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三角葉西番蓮 Passiflora suberosa L.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蓼科 火炭母草 Polygonum chinense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蓼科 紅辣蓼 Polygonum glabrum Willd.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蓼科 白苦柱 Polygonum lanatum Roxb.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松葉牡丹  Portulaca grandiflora Hook. 栽培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馬齒莧 Portulaca oleracea L.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擬定經草 Hedyotis brachypoda (DC.) Sivar. & Biju 原生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雞屎藤 Paederia foetida L.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月橘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原生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倒地鈴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歸化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龍眼 Euphoria longana Lam.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荔枝 Litchi chinensis Sonn.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山欖科 蛋黃果 Lucuma nervasa A. DC. 栽培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茄科 光果龍葵 Solanum americanum Miller 歸化 草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茄科 瑪瑙珠 Solanum diphyllum L.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茄科 山煙草 Solanum erianthum D. Don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文定果科 西印度櫻桃 Muntingia calabura L. 歸化 喬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金露花 Duranta repens L. 栽培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馬櫻丹 Lantana camara L.  歸化 灌木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漢氏山葡萄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原生 藤本 普遍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虎葛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原生 藤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龍舌蘭科 朱蕉 Cordyline fruticosa (L.) Goepp.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龍舌蘭科 香龍血樹 Dracaena fragrans (Linn.) Ker-Gawl. 栽培 灌木 普遍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姑婆芋 Alocasia odora (Lodd.) Spach.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大萍 Pistia stratiote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鳳梨科 鳳梨 Ananas comosus (L.) Merr.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曇華科 美人蕉 Canna indica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舖地錦竹草 Callisia repens L.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竹仔菜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單穗水蜈蚣 
Kyllinga nemoralis (J. R. & G. Forst.) Dandy ex Hutch. 

& Dalzell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類地毯草 Axonopus affinis Chase 歸化 草本 稀有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孟仁草 Chloris barbata Sw.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大黍 Panicum maximum Jacq.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兩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圓果雀稗 Paspalum orbiculare G. Forst.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象草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紅毛草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歸化 草本 普遍 

http://plant.climb.com.tw/modules/mediawiki/index.php/Praxelis_clematidea


32 

雲林縣斗六市大潭排水水質改善計畫委託設計監造生態檢核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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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鼠尾粟 
Sporobolus indicus (L.) R. Br. var. major (Buse) G. J. 

Baaijens 
原生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蔥 Allium fistulosum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蘆薈 Aloe vera (L.) Webb. var. chinensis Haw.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芭蕉科 香蕉 Musa sapientum L. 栽培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雨久花科 布袋蓮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歸化 草本 普遍 

單子葉植物 薑科 月桃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ith 原生 草本 普遍 

註 1：本名錄主要依據《Flora of Taiwan》(Huang et al., 1997-2003) 、『TaiBNET 臺灣物種名錄』製作。 

 



一、 工程名稱：柳川中華水質淨化場功能改善計畫 

二、 簡介 

臺中市政府水利局於民國 103 年辦理「臺中市柳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

程」(以下簡稱第一期計畫)，完成崇德柳橋至南屯柳橋工程之截流及中華水質淨

化場，並於中正柳橋至民權柳橋段設置 LID 工法，透過水質改善及環境景觀改

善，恢復柳川生命力，提高居民生活品質。爰此，為持續提升柳川排水之水體

環境，本局辦理「臺中市柳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第二期)」(以下簡稱本

計畫)」，以再造渠段乾淨及多元性水域，達到排水水體水質清淨美化目標，提

升閒置空間再利用，維護生態環境美觀，推動都市生態之河，讓柳川成為臺中

都會區的市民生態河川。 

前期施作之中華水質淨化場因實際操作上進流水污染負荷高，導致污泥沉

積、油脂不易處理等問題，間接影響出流水及下游 LID 示範段水質，為提升中

華水質淨化場處理效能，故規劃增設河道取水工、油脂截留器、消毒設備等設

施，進一步改善下游水質。 

 
柳川水環境改善計畫位置略圖 



 
中華水淨場處理流程示意圖 

三、 生態檢核(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理) 

(一) 生態關注區位圖 

(二) 生態議題分析 

(三) 生態保育措施 

(四) 生態保全對象及施工擾動範圍 

(五) 位置圖 

 



(六) 生態檢核資料 

截至現階段之生態檢核自評表。 

(七) 異常狀況處理計畫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1. 異常狀況處理計畫 

 
 

2.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無。 

3. 異常事件處置概況 

無。 

 

 

 



四、 工程資訊：包含項目如下： 

工程

基本

資料 

1. 工程位置座標 24.147752,120.67767 

2. 主要工項 
增設河道取水工、油脂截留器、消毒設備等設

施，提升處理能力，改善河川水質。 
3. 核定金額 23,000,000 
4. 預算金額 22,370,390 
5. 決標金額 22,370,000 
6. 施工廠商 長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7. 開工日期 107 年 7 月 19 日 
8. 完工日期 108 年 2 月 11 日 

9. 異常事件處置概況 
全民督工專線: 0800-009-609；1999 臺中市民一

碼通辦理民眾陳情業務 
10. 生態保育措施執行情形  

11. 施工前後照片 

 
施工前 

 
施工後 
 

  



 
五、 民眾參與之舉辦訊息、會議紀錄(照片)、現勘紀錄(照片)、回應情形 

六、 計畫成果(照片、影片)： 

新設加藥池施工後 新設放流調整池施工後 

新設沉砂池及進流抽水井施工後 
 

七、 相關新聞：提供新聞連結或新聞、臉書截圖 

新聞連結： 

(一) 美麗河岸再延伸 中市柳川二期全數發包完成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7129/post) 

(二) 柳川水環境改善工程陸續動工 打造生活、文化親水環境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20400/post) 

 

 



108~109年度宜蘭縣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委辦計畫

月眉排水第三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植栽維護現勘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9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 14 時

二、 會議地點：月眉三期工程地點

三、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現勘紀錄：

1. 建議假儉草辦理修剪作業，修剪至少保留 2-5 公分高度。

2. 堤頂步道死亡喬木一株需補植，另喬木枯枝需辦理修剪作業，

以維持喬木生長良好狀態。

3. 建議清除河道內的外來種，包含掃帚菊、翼莖闊苞菊、菟絲

子、大花咸豐草等。

4. 河道邊坡如目前已有植生，即便有些外來種仍不必清除，維

持基本生態服務功能。

5. 河道內所堆積的垃圾以及枯枝、枯草、瓶罐，建議全數移除。

6. 靠近糖果屋民宿河道段，建議兩旁油污去除。

7. 依現場植生狀態判斷宜蘭水蓑衣繁衍狀態較佳，故建議需補

植之植生槽可以群植方式種植宜蘭水蓑衣，考量繁衍速度，

建議每格約種植 4 株即可。

8. 堤頂步道沿岸之扶桑，建議適度修剪，避免發散生長，以維

持整體景觀的美觀，但若一個月內將辦理考評作業則不建議

修剪。

1



表 1 月眉排水第三期工程植栽維護建議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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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月眉排水第三期工程外來種一覽表

掃帚菊 翼莖闊苞菊

菟絲子 大花咸豐草

圖 1 月眉排水第三期工程現況生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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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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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地區週遭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蘇澳溪 填表人 陳柏任 

工程名稱 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漁港地區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尙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07.6.4 

工程期程 108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 監造廠商 尙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宜蘭縣政府 施工廠商 俊貿營造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附件一現況以及工程範圍示意圖)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11,520 

基地位置 行政區：宜蘭縣  蘇澳鎮  南興里        ；      TWD97 座標  X：337721  Y：2719689 

工程目的 污水截流工程(南寧路上) 

工程概要 完成 900CMD 污水處理設施及家庭污水截流管線工程 

預期效益 冀望蘇澳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置後將全數污水納入，以改善蘇澳及南方澳整體環境衛生及港區水污染情形，提升觀光及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詳見附件四)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詳見附件二套疊生態敏感區圖)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 注 物 種

及 重 要 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詳見附件五附表-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詳見附件五附表-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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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環 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詳見附件二套疊生態敏感區圖)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詳見附件五附表-6.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本計畫建議採用減輕之保育策略，應注意物料之堆置作業及垃圾之處理，勿使廢棄物、污水滲出或遺置場外，造成區外之污染。

工程期間也應將廢棄物妥善處理並疏導或隔離排水道，使工程施作不影響海洋水域及生態，這可將衝擊降至最低。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 方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 畫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詳見如附件三附表)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 計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 工 計 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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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保 育

品 質 管 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 工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 工 後 生

態 資 料 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 工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 態 檢 核

資 料 建 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 估 資 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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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現況以及工程範圍示意圖 

  

南方澳聚落式污水設施現況圖 南方澳聚落式污水設施現況圖 

 

南方澳聚落式污水集污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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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工程生態檢核表  

工程範圍套疊生態敏感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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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工程設計資料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柏任 填表日期 民國 107年 5月 2日 

設計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 

主辦機關 

陳柏任 宜蘭縣政府/技

佐 

土木 本案承辦人 

    

    

    

設計單位 

/廠商 

王柏仁 計畫主持人 環工 本案設計 

鄭國樑 協同主持人 水利 本案設計 

    

    

提供工程設計圖(平面配置 CAD檔)給生態團隊 

設計階段 查核 提供日期 

基本設計 是 □ / 否 ■ 本案無基設 

細部設計 是 □ / 否 □ 目前細設中 

設計定稿 是 □ / 否 □ 目前細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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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民國 107年 5月 2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7年 6 月 4日 

紀錄人員 黃志偉 勘查地點 南方澳漁港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黃志偉 
國立宜蘭大學園藝系/
助理教授 

棲地環境評估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雖未發現任何珍稀動植物，既有綠
帶有必要妥善維持，花台改植喬木
較有生態服務(eco-service)機
會。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

類動物及特稀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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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

地區週遭水環境改善 
填表日期 民國 107年 6月 4日 

評析報告是否

完成下列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 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負責工作 

國立宜蘭大學園
藝系/助理教授 

黃志偉 
英國諾丁漢
大學草坪生
態生理博士 

30 造園、永續景觀理論與實
務、景觀規劃設計與管理維
護、景觀生態、自然環境資
源經營與規劃、鄉村遊憩與
景觀資源、草坪、觀賞植物
栽培應用、園藝學 

棲地環境評估 

2.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無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範圍蘇澳漁港，為人類棲息活動熱絡之地區，故人工干擾程度頻繁，植物稀少，僅幾棵榕樹與人工花圃零星分布，缺乏棲地品質機會。皆
為景觀植物物種，無發現需特別保育之物種。 

4.棲地影像紀錄：(拍攝日期:20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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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幾經數年努力，終於在碼頭邊種了榕樹，營造漁人碼頭意象，歷史不長，而且樹冠尚小，生態內涵，如共棲之鳥類不多，但在地下管溝推

進時，與之後，仍以地上可預留最大植栽生長空間與不互相干擾為前題為佳。 

 

桑科植物如榕樹，有極強的根系，但榕樹也是少數能適應濱海環境的樹種，未來地下汙水或雨水下水道，要注意溝壑管壁的封密性，任何孔隙

都可讓樹根進入導致管路阻塞失效。有數種科技產品解決此衝突。現有極有限的綠廊內涵雖無稀有物種，就景觀與遊憩觀光價值，稀疏的榕樹

林帶與欠缺管理的草坪，是南方澳碼頭的最後防線，雖未發現任何珍稀動植物，既有綠帶有必要妥善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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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澳碼頭的縱向帶狀空間原本就很窄，又是漁船的必要機能性空間，騰出空間給住戶、商家、漁民與遊客停車與行車道路，一直有爭議。目

前長時間占用空間最大者是車輛，可以改善的包括永久性公用設施如電箱電杆照明宜系統性規劃安置，甚至朝立體性規劃設計。人車分道，以

路樹為界標值得考慮，埋放地下管溝之際，需從長計議空間配置的長遠計畫。 

  

非假日步道變曬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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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步道與動線空間卻變成民眾曬蝦場，可見空間仍有餘裕或空間系統不良。 

 

右側是地下開挖較佳空間較不影響左側榕樹。碼頭沿線腹地不深，主要是漁船漁具機具與補給物品，漁民機車腳踏車，居民曬棉被衣物，都在

外側，是車阻鍊發揮效果或民眾懶得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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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管理較弱，仍有私人物品長期占用空間影響觀瞻與空間正常運作。 

 

漁人碼頭設置的花台，此處若植喬木較有生態服務(eco-service)機會。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雖未發現任何珍稀動植物，既有綠帶有必要妥善維持，花台改植喬木較有生態服務(eco-service)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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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本計畫建議採用減輕之保育策略，應注意物料之堆置作業及垃圾之處理，勿使廢棄物、污水滲出或遺置場外，造成區外之污染。工程期間也應

將廢棄物妥善處理並疏導或隔離排水道，使工程施作不影響海洋水域及生態，這可將衝擊降至最低。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工程範圍內均無發現任何應予保全之對象。 

 



 

基隆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計畫 

 

 

生態檢核及生態調查報告書 

 

 

 

 

 

 

 

 

 

 

 

 

 

 

 

 

 

 

 

 

 

 

委託機關：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執行單位：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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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內生態檢核沿革簡歷及辦理依據 

為落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之理念，藉由施工前收集區域生態資訊，了解當地環境生

態特性、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成區位等，適度運用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保育措施，

納為相關工程設計理念，以降低工程對環境生態的衝擊。 

 

 

貳、階段說明 

根據生態檢核作業流程，本案為作業流程之第一階段-計畫提報階段。已確定施工之

空間範圍，進行棲地環境之生態調查，並填寫「生態檢核自評表」之工程計畫提報核定

階段及「生態監看紀錄表」。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一~二。 

  

參、執行團隊 

本計畫由民享環境生態調查公司參與、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

態保育原則。民享環境生態調查公司曾辦理「臺中市地下水資源調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

－大肚山等地區湧泉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委託專業服務」、「臺中市地下水資源調

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大肚山等地區湧泉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委託專業服務(擴充合

約)、崁頂鄉納骨堂興辦事業計畫之生態檢核、「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臺中市第一階段

提案生態檢核審核工作、財團法人臺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TIWE)所組成

之團隊，擔任「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期)106~107 年臺中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

團」，具備豐富專業生態調查技術與生態檢核作業等相關經驗。 

 

肆、生態資料收集 

一、植物資源 

本調查基地位處臺灣北端，在氣候上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相當大，地理氣候區分屬於

東北氣候區。本區鄰近除了北方的大屯火山群、西方的林口臺地等高起地形外，東方及南

方尚有雪山尾稜山脈之延伸，造成鄰近地區高低起伏之複雜地形。植物之組成多受東北季

風之影響，其影響並不僅限於降雨，冬季長期受強風吹襲也造就此區硬葉林及灌叢

（sclerophyllous forest and scrub）之特殊植群形相，此種植群形相多見於臺灣島之東北部

及東南部面海與受風地區（Su, 1985）。已有多位學者針對這些明顯受東北季風影響之地

區進行當地森林植群之相關研究（關秉宗，1984；謝宗欣和謝長富，1990；陳益明，1991；

陳賢賓，1992；謝長富，2000），同時歸納出數項東北季風林之特點（蘇聲欣，2001）。 

1. 森林層次分化不明顯，樹高較低。 

2. 林木間密度較大，然徑級較一般森林小。 

3. 植群帶之壓縮以及部份中高海拔植物降低分布海拔於區內。 

4. 出現臺灣南北分布型的植物。 

5. 森林界限（forest line）下降。 

6. 森林社會組成多樣性有偏低之趨勢，且有優勢度集中於少數樹種之現象。 

7. 硬葉林及灌叢為東北季風影響下之特有植群型，在臺灣東北區及東南區的形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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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組成種類有差異。 

8. 在東北氣候區內，愈靠近海岸地區，殼斗科植物種數明顯下降，樟科植物則仍維

持相當之多樣性。 

本區植物種數之統計於鄰近之研究報告中，不論是從研究範圍較大之臺北近郊低海拔

闊葉林中記錄有 826 種植物（蘇聲欣，2001）或是地區性之臺灣東北部瑪鋉溪流域植群生

態之研究中所記錄之 347 種植物（簡龍祥，2002）及內雙溪流域低海拔森林之調查所記錄

之 390 種植物（王中原，2000），其物種組成皆可看出東北氣候區之環境特性。另鄰近之

北海岸地區亦擁有豐富且多樣的陸域生物資源，其中植物種類共有 160 科 767 種，其中包

含 13 科 18 種的臺灣特有種植物（林慈怡，2013）。 

 

二、動物資源 

本調查基地鄰近「北海岸風景區」，其位於臺灣本島的北端，緊臨臺灣海峽及東海，

為「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特定區管理處」所管轄。行政區域分屬新北市三芝、石門、

金山、萬里等 4 個區，陸域部分東自萬里都市計畫界起，西迄三芝區與淡水區之區域邊界，

面積約 6,085 公頃；海域部分自海岸線起至二十公尺等深線，面積約 4,411 公頃，合計約

10,496 公頃（北觀處，2012a，2012e）。其生物資源簡述如下: 

1. 鳥類 

北海岸位於臺灣的最北端，亦為候鳥季節性遷移的必經之地，而地處迎風口的北海

岸，每年東北季風狂吹及颱風來臨前後，更是迷鳥的避風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也造就

了北海岸地區一共有臺北野柳、關渡、挖子尾保留區等 3 個「臺灣重要野鳥棲地 IBA」，

也是北臺灣絕佳的賞鳥勝地（劉良力等，2010；曾榮政等，2006；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2011）。由於生態環境雜異，故北海岸地區所能見到之鳥類也就相當多，包括遷移性

水鳥及山區留鳥，調查結果共有 147種鳥類，約佔臺灣地區可見鳥類之百分之三十八

（內政部營建署，1987）。 

鄰近之野柳為臺灣十大經典賞鳥路線之一（社團法人臺北市野鳥學會，2012），而鄰

近之清水濕地及金山青年活動中心，亦為賞鳥人士口耳相傳的候鳥、過境鳥及迷鳥的

賞鳥聖地，如稀有的迷鳥川秋沙（Mergus merganser）於 2012年 1月現蹤清水濕地、

2011年 4月野柳的東方白鸛（Cironia boyciana）、2010年 11月出現在金山清水濕地

的小天鵝（Cygnus columbianus），2008年造訪金山清水濕地的丹頂鶴（Grus japonensis）

家族在當時也曾引起軒然大波，新北市（原臺北縣）政府還一度為其無限期停建外環

道路，此外，還有 1999年在野柳發現的黑腳信天翁（Phoebastria nigripes）、長尾水

薙鳥（Puffinus pacificus）、東方白鸛、唐白鷺（Egretta eulophotes）及黑面琵鷺（Platalea 

minor）等，均是觀鳥人競相追逐的鳥種（中華民國野鳥學會，2010）。 

2. .蝴蝶 

北海岸風景區緊鄰陽明山國家公園，然蝴蝶調查僅有零星紀錄，種類目前初步統計約

有 150種上下。蝴蝶物種與陽明山山區大致相同，但仍有其地理特色，如僅以爬森藤

寄主的大白斑蝶，爬森藤是濱海植物主要產於岩岸和礁岸，所以僅生長於臺灣兩端的

海岸，以及東部三個離島（蘭嶼、綠島和龜山島），故唯有在這些地方可以觀察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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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斑蝶的野外生態。另外本區位處臺灣最北端，每年秋天隨著東北季風過來的蝴蝶，

目前已知道的有大絹斑蝶、稻弄蝶和紋黃蝶等（劉良力等，2010；曾榮政等，2006）。 

3. 兩棲類 

於北海岸風景區境內遠離海岸線之水稻田、茶園及低矮樹林中可見到兩棲類，此區共

記錄了 5科 20種蛙類，其中以臺北赤蛙最具特色。臺北赤蛙是臺灣特有種，近年來

可能因為農藥及環境變遷的影響，臺灣僅於臺北石門、三芝；桃園的龍潭、楊梅；臺

南的官田地區及屏東縣的萬巒、內埔等地有出現紀錄（劉良力等，2010；內政部營建

署，1987）。 

 

三、水域物資源 

1. 魚類 

口訪當地釣客及民眾，過往此流域曾出現過：鯔、大海鰱、金目鱸、青鱗魚、甲若鰺

(鎧鰺)、拉疆鰺、勒氏笛鯛、四帶牙鯻(四線鷄魚)及褐臭肚魚(臭都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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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成果 

本團隊於 107 年 5 月進行計畫預定範圍之現地勘查、生態調查，並填

寫並填寫「生態檢核自評表」之工程計畫提報核定階段及「生態監看紀錄

表」等表格。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一~二。 

一、陸域植物 

本案依現行環保署於 2002年4月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進行

調查作業，經現場調查並參考空照圖判讀結果，本區植被受人為開發程度較

高，形成自然度較低之植被類型，其上植物多為人工栽植，整體而言植被多

為自然度較低之草生地及水域環境。其上易受人為活動所干擾，因此自然度

均偏低，無法顯現植群之穩定結構與形相。依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

僅敘述一般植被概況及植物種類組成。 

1. 植被概況 

經由現場調查後，本區植被大致可分為草生地、水域及人工建物等類型，

其植被概況及主要組成分述如下： 

 

(1) 草生灌叢(自然度 2) 

分布於人為建物及河道周圍，大多曾遭人為或天然擾動，現存主要植被

以干擾後自然演替之陽性樹種，多為雞屎藤、大黍、霧水葛及五節芒等草本

植物，並伴生少量之密花苧麻、構樹、雀榕及小葉桑等樹種為主。 

 

(2) 河道(自然度 1) 

基地為田寮河段，水流經過之處無植被生長，兩岸植被類型常見者為生

長快速的禾本科植物。 

 

(3) 人工建物(自然度 0) 

包含了房舍、道路及空地等，是自然度最低之區域。本區幾無植物覆蓋，

所見皆為人為栽植的行道樹或園藝物種。 

 

2. 植物物種組成 

本季於田寮河調查中共計發現植物 48 科 113 屬 146 種，其中 26 種喬木，

14 種灌木，14 種藤木，92 種草本，包含 2 種特有種，94 種原生種，35 種歸

化種，15 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部分(63.0%)，而植物

屬性以原生物種最多(64.4%)。植物歸隸屬性詳見表一，植物名錄詳見表二。 

 

3. 稀有物種與特有物種 

本季發現香楠及臺灣欒樹等 2 種特有物種，調查範圍內可發現臺灣植物

紅皮書所記錄之受威脅物種水茄苳，然其為綠美化栽植樹種，非自然生長於

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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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域動物生態 

1.種屬組成及數量 

本季哺乳類共發現 3 目 3 科 3 種 16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三。其

中臭鼩、溝鼠為實際捕獲；東亞家蝠為偵測器測得。所發現之哺乳類均屬普

遍物種。 

本季鳥類共發現 15 科 22 種 116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四。本調

查範圍內尚有水域環境，故除了陸生性鳥種，亦有水鳥如白鶺鴒、小白鷺、

夜鷺等。所記錄到之鳥種中，除黑鳶為稀有種之外，其餘均為臺灣西部平原

普遍常見物種。 

本季兩棲類共發現 2 科 2 種 7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五。本區經

濟及人文活動熱絡，適合兩棲類生存之棲地並不多，所發現之物種均屬普遍

常見物種。 

本季爬蟲類共發現 1 科 1 種 11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六。所記錄

之爬蟲類，多出現於提岸旁人工設施周圍或草生灌叢棲地，所發現之物種均

屬普遍常見物種。 

本季蝴蝶共發現 4 科 6 亞科 8 種 27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七。本

區之蝶類相主要為分布於臺灣西部平原蝶種，所發現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

種。 

 

2.臺灣特有種及臺灣特有亞種 

本季監測共發現臺灣特有亞種則發現 6 種(大卷尾、南亞夜鷹、金背鳩、

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 

 

3.保育類物種 

本季監測共發現 1 種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黑鳶)。 

 

三、水域生態 

1.種屬組成及數量 

本季魚類類共發現 2 科 2 種 122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八。分別

為大海鰱及鯔，所記錄魚種均為港河口普遍常見物種。 

本季蝦蟹螺貝類共發現 1 科 1 種 22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九。為

似殼菜蛤，所記錄物種均為港河口普遍常見物種。 

 

2.臺灣特有種及臺灣特有亞種 

本季監測未發現任何臺灣特有種及特有亞種。 

 

3.保育類物種 

本季監測未發現任何保育類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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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本計畫生態環境調查位置圖 

 

圖二、保育物種發現位置圖-107 年第 1 季(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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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態關注區域及保全對象 

經完成本區之生態檢核作業後，田寮河工程範圍兩側雖多為人為擾動區

域，部分區域為人為建物及草地，然河道兩側皆以栽植大量之行道樹，且兩

岸沿線行道樹林木已成良好景觀，亦可供民眾遊憩使用，故其應列為本案陸

域植物保全對象，並以原地保留為主(附件四)。 

陸域動物方面，物種活動之棲地類型以草生灌叢為主，然而由於本區範

圍內空間多為人所用，對於陸域動物各類群而言，相較之下田寮河兩旁之行

道樹為少數可利用的自然棲所，故為維護周邊陸域動物生存空間及食物資

源，建議將本計畫周邊之行道樹保留。 

 

柒、評估生態環境衝擊 

本案基地內土地利用型態雖多為人工建物，且調查範圍內野生動物較

少，植物種類則以河岸兩側之行道樹植栽及草本植物為主，故工程對基地內

之生態影響較小，然施工過程仍可能會產生部分植被移除之形況，間接使得

陸域動物可利用之棲地減少，且後續臨水施工之相關作業亦可能對於水域生

態及陸域動物之食物資源產生影響。本次調查共記錄珍貴稀有保育類 1種(黑

鳶)，其發現位置為範圍北側、近基隆港之區域，施工期間可能對於水中食

物資源有所影響，或短期內使其改變覓食及活動之範圍。 

 

捌、保育對策研議 

由於本案部分田寮河工程施工過程可能會對現地水陸域生態環境產生影響，

故本區相關工程可施作相關生態環境保育對策。 

(1) 迴避：工程配置與設置土方堆置區、人員使用之流動廁所、原物料堆置區及

沉澱池等臨時設施物之設置，應優先考量迴避生態保全對象(行道樹)，避免

影響其生長。 

(2) 縮小：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現地生態環境者，則應評估減小工程量體、以生

態先行，分區分期為原則，施工期間限制施工便道、土方堆積、靜水池等臨

時設施物的影響範圍，儘可能縮小現地受到工程本身及施作過程干擾之程

度。如有土方除了以天然資材敷蓋外，撒水可降低揚塵的影響。工區出入口

則設置沖洗裝置及水池確實清洗所有進出車輛。施工人員或機具產生之廢

水，可透過洩水坡，引導到置沉澱池沉澱，妥善收集並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

準後始予排出。 

(3) 減輕：減輕工程對環境與生態系功能的短期衝擊與長期負面效應，如：保護

施工範圍內之既有植被、研擬可執行之環境回復計畫等。本河段水域環境之

水體與底泥皆有明顯臭味，水質較差，其與周遭民生用水透過地下排水道直

接排入及亂丟垃圾有關，另底質如有太多有機質沉澱，會有耗氧的情況發

生，因此河段曾有大量魚類暴斃發生，水中多為厭氧狀態，為恢復此河段水

域生態，故建議改善相關地下汙水管道設施之設計、清淤外，亦可於河底鋪

設打氣設備，增加水中溶氧量，以減低開發行為對於此河段水域生態之影

響，同時維護周邊陸域動物之食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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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補償：為補償工程所造成之生態損失，可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方式，加速現

地植生與生育地復育，或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如濱溪植被帶植

生回復保育工作、行道樹移植補植作業(基隆市植栽種植作業規範)或是行道

樹及喬木修剪作業(基隆市政府行道樹及喬木修剪作業規範)等項目(附件

五)。另目前現地係屬混凝土護岸，並無真實孔隙讓水域生物躲藏，因溪畔淺

灘草叢等水域型態若能增加其多樣性其可供更豐富之生物種類棲息，故護岸

於製作時宜以原型石乾砌為佳，塊石護岸在完工後，可具有大量的孔隙，石

縫內可加以植生，或作為水生動物的棲息場所，達到創造自然景觀及生態之

效。另為避免野生動物落入無法離開，河岸兩旁坡度應設計 45 度以內，且

表面以多孔隙設計，施工中所設置之沉澱池亦須設計緩坡，以利動物移動或

逃生。 

 

玖、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本案施工過程若產生若發現現場生態環境受工程作業影響而產生傷害

時，應立即停止施工作業，並報請相關權責單位研議對策。如發生水體汙染

(顏色變異、異味等)，或大量魚群暴斃情況發生，除了通報基隆環保局等相

關單位以外，第一時間須將環境狀況記錄下來(拍照、錄影等)，其次找附近

可裝載水體之容器(寶特瓶或水桶等)採集異常水體約 500 毫升以上，至於暴

斃之魚體亦打撈上岸，以利後續檢測以釐清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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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開發計畫區及周邊區域植物歸隸屬性統計表 

物種 

歸隸屬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合計 

類
別 

科數 7 0 34 7 48 

屬數 8 0 78 27 113 

種數 9 0 107 30 146 

型
態 

喬木 0 0 26 0 26 

灌木 0 0 13 1 14 

藤本 0 0 13 1 14 

草本 9 0 55 28 92 

屬
性 

特有 0 0 2 0 2 

原生 9 0 64 21 94 

歸化 0 0 29 6 35 

栽培 0 0 12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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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植物名錄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蕨類植物 鐵線蕨科 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L. 鐵線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鐵角蕨科 Asplenium trichomanes L. 鐵角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蓧蕨科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腎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Presl 伏石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Polypodium argutum Wall. 擬水龍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ensiformis Burm. 箭葉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海金沙科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acuminatus (Houtt.) Nakai 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parasitica (L.) Farw. 密毛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Justicia procumbens L. var. procumbens. 爵床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chyranthes longifolia (Makino) Makino 柳葉牛膝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en 毛蓮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節節花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空心蓮子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inamoenus Willd. 莧菜 草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patulus Betoloni 青莧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spinosus L. 刺莧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茵陳蒿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var. subulatus 帚馬蘭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var. canadensis 加拿大蓬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草本 歸化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Gnaphalium luteoalbum L. subsp.affine (D. Don) Koster 鼠麴草 草本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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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菊科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Lactuca indica L. 鵝仔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草質藤本 歸化 NE 

雙子葉植物 菊科 Pluchea sagittalis 翼莖闊苞菊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Siegesbeckia orientalis L. 豨薟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Soliva anthemifolia R. Br. 假吐金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一枝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Wedelia triloba L. 南美蟛蜞菊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Youngia japonica (L.) DC. var. japonica 黃鵪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落葵科 Anredera cordifolia (Tenore) van Steenis 洋落葵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木棉科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馬拉巴栗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金絲桃科 Hypericum japonicum Thunb. ex Murray 地耳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小葉欖仁樹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sinensis (Desr.) Choisy 白花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景天科 Sedum alfredi Hance 石板菜 肉質草本 原生 NE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Momordica charantia L. var. abbreviata Ser. 短角苦瓜 草質藤本 歸化 NE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Trichosanthes laceribracteata Hayata 槭葉括樓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Melothria mucronata (Blume) Cogn. 黑果馬皎兒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冬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hirta L. 飛揚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hyssopifolia (L.) Small 紫斑大戟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makinoi Hayata 小葉大戟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prostrata Ait. 伏生大戟 匍匐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千根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Voigt 密花白飯樹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ell. -Arg. 白匏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multiflorus Willd. 多花油柑 灌木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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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五蕊油柑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urinaria L. 葉下珠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金縷梅科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楓香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樟科 Cinnamomum burmanni Bl. 陰香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L.) Sieb. 樟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樟科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香楠 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玉蕊科 Barringtonia racemosa (L.) Blume ex DC. 水茄苳 喬木 原生 VU 

雙子葉植物 豆科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Bauhinia purpurea L. 洋紫荊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豆科 Delonix regia (Boj.) Raf. 鳳凰木 喬木 栽培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Lagerstroemia speciosa (L.) Pers. 大花紫薇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inn. 楝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ampelas Burm. f. 菲律賓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irisana Elmer 澀葉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var. microcarpa 榕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pumila L. 薜荔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septica Burm. f. 大冇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Morus alba L. 桑樹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丁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醬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suberosa Linn. 三角葉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商陸科 Phytollaca americana L. 美洲商陸 草本 歸化 NE 

雙子葉植物 車前草科 Plantago asiatica L. 車前草 草本 原生 NE 

雙子葉植物 車前草科 Plantago virginica L. 毛車前草 草本 原生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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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土人參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楊柳科 Salix babylonica L. 垂柳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草質藤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Dimocarpus longan Lour 龍眼樹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Mazus pumilus (Burm. f.) Steenis 通泉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茄科 Physalis angulata L. 苦蘵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alatum Moench. 光果龍葵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capsicoides Allioni 刺茄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melongena L. 茄子 灌木 栽培 NA 

雙子葉植物 榆科 Celtis sinensis Personn 朴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榆科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 densiflora Hook. & arn. 密花苧麻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Elatostema lineolatum Forst. var. major Thwait. 冷清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Elatostema sessile Forst. var. cuspidatum Wedd. 樓梯草 草本 原生 NE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ilea microphylla (L.) Leibm. 小葉冷水麻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霧水葛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Duranta repens L. 金露花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Lantana camara L. 馬纓丹 灌木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龍舌蘭科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Prain 虎尾蘭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石蒜科 Crinum asiaticum L. 文珠蘭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Rhaphidophora aurea (Lindl. ex Andre.) Birdsey 黃金葛 草質藤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Typhonium blumei Nicolson & Sivadasan 土半夏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Callisia repens L. 翠玲瓏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Commelina communis L. 鴨跖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cyperoides (L.) Kuntze 磚子苗 草本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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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imbricatus Retz. 覆瓦狀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Kyllinga nemoralis (J. R. & G. Forster) Dandy ex Hutchinson & 

Dalz. 
單穗水蜈蚣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Scleria terrestris (L.) Fassett 陸生珍珠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Torulinium odoratum (L.) S. Hooper 斷節莎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浮萍科 Lemna perpusilla Torr. 浮萍 草本 原生 NE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Arundo formosana Hack. 臺灣蘆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拉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op. 馬唐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兩耳草 草本 原生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灌木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etaria palmifolia (Koen.) Stapf 棕葉狗尾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etaria verticillata (L.) Beauv. 倒刺狗尾草 草本 原生 NA 

註： 

1.本名錄係依據黃增泉等(1993-2003)所著之 Flora of Taiwan 製作。 

2.植物紅皮書：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2)，共可區分為滅絕(Extunct, EX)、野外滅絕(Extunct in theWild, EW)、地區滅絕(Regional 

Extunct, RE)、嚴重瀕臨滅絕(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臨滅絕(Endangered, EN)、易受害(Vulnerable, VU)、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 NT)、安全(Least Concern, LC)，資料不足(DD, 

Data Deficient)、不適用(NA, Not Applicable) 、未評估(NE, Not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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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哺乳類名錄 

目 科 中名 學名 稀有類別 特有類別 2018/5 

食蟲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C  2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C  8 

囓齒目 鼠科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C  6 

物種數小計(S)   3 

數量小計(N)   16 

註： 

1.哺乳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8)、臺灣蝙蝠圖鑑(鄭錫奇等, 

2010)、臺灣哺乳動物(祁偉廉, 2008) 

出現頻率  C:普遍 

 
 

 

表四、鳥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臺灣族群生態屬性 臺灣族群特有性 保育等級 2018/5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不普/夏、普/冬、普/過、普   2 

鷺科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普/冬、稀/過、稀   3 

鷺科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留、普   1 

鷹科 黑鳶 Milvus migrans 留、稀  II 2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6 

鳩鴿科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留、普(orii)/過、稀 特有亞種(S. o. orii)  4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普   7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普   2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留、普 特有亞種(C. a. stictomus)  3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留、普 特有亞種(A. n. kuntzi)  9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留、普/過、稀 特有亞種(D. m. harterti)  2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留、普 特有亞種(D. f. formosae)  3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夏、普/冬、普/過、普   4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普   3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普 特有亞種(P. s. formosae)  18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留、普 特有亞種(H. l. nigerrimus)  3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留、普   11 

八哥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普   2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普   5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留、普/冬、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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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臺灣族群生態屬性 臺灣族群特有性 保育等級 2018/5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普   21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留、普   4 

物種數小計(S)  22 

數量小計(N)  116 

註： 

1.鳥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鳥類名錄(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類紀錄委員會, 2014)、臺灣野鳥圖鑑(王

嘉雄等, 199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8) 

2.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Ⅱ: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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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兩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普遍度 2018/5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C 4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C 3 

物種數小計(S) 2 

數量小計(N) 7 

 
註：1.兩棲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http://taibif.tw/ (2018)、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

二版)(呂光洋等, 2002)、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高世等，2009)、賞蛙圖鑑-臺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懿如, 2002) 

出現頻率  C:普遍 

表六、爬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普遍度 特有類別 2018/5 

壁虎科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C  11 

物種數小計(S) 1 

數量小計(N) 11 

註：1.爬蟲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http://taibif.tw/ (2018)、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二版)(呂光洋等, 2002)、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

高世等，2009) 

出現頻率  C:普遍 

 

 

表七、蝴蝶類名錄 

科 亞科 中名 常用中文名 學名 2018/5 

鳳蝶科 鳳蝶亞科 花鳳蝶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1 

粉蝶科 粉蝶亞科 白粉蝶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6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遷粉蝶 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3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黃蝶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4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亮色黃蝶 臺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5 

灰蝶科 藍灰蝶亞科 藍灰蝶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5 

蛺蝶科 蛺蝶亞科 眼蛺蝶 孔雀紋蛺蝶 Junonia almana  1 

蛺蝶科 線蛺蝶亞科 豆環蛺蝶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2 

物種數小計(S) 8 

數量小計(N) 27 

註：1.蝴蝶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8)、臺灣蝶圖鑑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徐堉峰, 2000, 2002, 2006)、臺灣蝶類生態大圖鑑(濱野榮次,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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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魚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2018/5 

大海鰱科Megalopidae 大海鰱 Megalops cyprinoides 22 

鯔科Mugilidae 鯔魚 Mugil cephalus  100 

物種數小計(S) 2 

數量小計(N) 122 

註： 

1.魚類名錄及生息狀態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中央研究院臺灣魚類資料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 

2.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表九、蝦蟹螺貝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2018/5 

似殼菜蛤科Dreissenidae 似殼菜蛤 Mytilopsis sallei 22 

物種數小計(S) 1 

數量小計(N) 22 

註： 

1.名錄製作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生息狀態參考自施志昀、李伯雯所著臺灣淡水蟹圖鑑(2009)、施志昀

等所著臺灣的淡水蝦(1998)及賴景陽所著貝類(臺灣自然觀察圖鑑)(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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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生態檢核自評表 

「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基隆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計畫之生態檢核-田寮河 

設計單位  

填表人  

工程名稱  紀錄日期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棲地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其他：生態關注對象區域分布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蒐

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

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行道樹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 □否 

生態環境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詳見生態檢核報告。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詳見生態檢核報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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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對

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開發行為迴避行道樹 □否： 

調查評析、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詳見生態檢核報告□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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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生態監看紀錄表 

生態監看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基隆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計畫之生態檢核-田寮河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5 月 31 日 

1.生態團隊：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葛紀彬 錢亦新 吳欣怡 

2.棲地生態資料： 

(1).陸域植被覆蓋：15% 

(2).植被相：□雜木林□人工林□次生林□原始林■草地 ■農地 □崩塌地 ■建地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次為監看發現需保全之生態對象-田寮河沿岸行道樹 

4. 預測生態影響 

施工過程：■減少植被覆蓋   ■施工便道施作   ■土方挖填棲地破壞  ■土方處至不當隨地表逕流流入水體中 

5. 保育對策 

■植生復育■表土保存□棲地保護□維持自然景觀■施工便道復原■大樹保留 

■生態監測計畫 □生態評估工作 □劃定保護區□以柔性工法處理■廢水排放管制及清淤 

6.棲地影像紀錄： 

  

基地環境為排水溝渠 基地環境為排水溝渠 

  

基地環境為排水溝渠 基地環境為排水溝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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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栽植之行道植栽 河岸栽植之行道植栽 

監看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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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生態檢核調查現場照片 (2018 年 5 月) 

  
基地周邊環境 基地周邊環境 

  
基地周邊環境 基地周邊環境 

  
基地周邊環境 基地周邊環境 



附 I-28 

  
生物照-白頭翁 生物照-夜鷺 

  
鯔 大海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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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生態檢核調查保全物種現場照片-田寮河岸行道樹 

  
田寮河岸行道樹 田寮河岸行道樹 

  
田寮河岸行道樹 田寮河岸行道樹 

  
田寮河岸行道樹 田寮河岸行道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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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寮河岸行道樹 田寮河岸行道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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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景觀樹木移植種植技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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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關切團體名單 

單位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email 

基隆市野鳥學會 基隆市孝一路 82 號之 2 號 3 樓 02-2427-4100 

海洋臺灣基金會 基隆市八斗街 148 巷 4 號 02-24694636 

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基隆市協和街 55 巷 11 號 02-24280200 

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臺北市文山區和興路 84 巷 18 號 1 樓 (02)22369735~6 

雞籠霧雨 - keelungrain@gmail.com 

雨港曙光 - ourkeelung@gmail.com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

育協會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184 號 5 樓

之 3 
02-23685862 

 

https://keelungrain.wordpress.com/


 

基隆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計畫 

 

 

南榮河生態檢核報告書 

(計畫施工前階段)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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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內生態檢核沿革簡歷及辦理依據 

為落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之理念，藉由施工前收集區域生態資訊，了解當地環境生

態特性、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成區位等，適度運用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保育措施，

納為相關工程設計理念，以降低工程對環境生態的衝擊。 

 

貳、階段說明 

根據生態檢核作業流程，本案為作業流程之第一階段-計畫提報階段。已確定施工之

空間範圍，進行棲地環境之生態調查，並填寫「生態檢核自評表」之工程計畫提報核定

階段及「生態監看紀錄表」。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一~二。 

  

參、執行團隊 

本計畫由民享環境生態調查公司參與、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

態保育原則。民享環境生態調查公司曾辦理「臺中市地下水資源調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

－大肚山等地區湧泉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委託專業服務」、「臺中市地下水資源調

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大肚山等地區湧泉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委託專業服務(擴充合

約)、崁頂鄉納骨堂興辦事業計畫之生態檢核、「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臺中市第一階段

提案生態檢核審核工作、財團法人臺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TIWE)所組成

之團隊，擔任「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期)106~107 年臺中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

團」，具備豐富專業生態調查技術與生態檢核作業等相關經驗。 

 

肆、生態資料收集 

一、植物資源 

本調查基地位處臺灣北端，在氣候上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相當大，地理氣候區分屬

於東北氣候區。本區鄰近除了北方的大屯火山群、西方的林口臺地等高起地形外，東方

及南方尚有雪山尾稜山脈之延伸，造成鄰近地區高低起伏之複雜地形。植物之組成多受

東北季風之影響，其影響並不僅限於降雨，冬季長期受強風吹襲也造就此區硬葉林及灌

叢（sclerophyllous forest and scrub）之特殊植群形相，此種植群形相多見於臺灣島之東北

部及東南部面海與受風地區（Su, 1985）。已有多位學者針對這些明顯受東北季風影響之

地區進行當地森林植群之相關研究（關秉宗，1984；謝宗欣和謝長富，1990；陳益明，

1991；陳賢賓，1992；謝長富，2000），同時歸納出數項東北季風林之特點（蘇聲欣，

2001）。 

1. 森林層次分化不明顯，樹高較低。 

2. 林木間密度較大，然徑級較一般森林小。 

3. 植群帶之壓縮以及部份中高海拔植物降低分布海拔於區內。 

4. 出現臺灣南北分布型的植物。 

5. 森林界限（forest line）下降。 

6. 森林社會組成多樣性有偏低之趨勢，且有優勢度集中於少數樹種之現象。 

7. 硬葉林及灌叢為東北季風影響下之特有植群型，在臺灣東北區及東南區的形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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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組成種類有差異。 

8. 在東北氣候區內，愈靠近海岸地區，殼斗科植物種數明顯下降，樟科植物則仍維持相

當之多樣性。 

本區植物種數之統計於鄰近之研究報告中，不論是從研究範圍較大之臺北近郊低海

拔闊葉林中記錄有 826 種植物（蘇聲欣，2001）或是地區性之臺灣東北部瑪鋉溪流域植

群生態之研究中所記錄之 347 種植物（簡龍祥，2002）及內雙溪流域低海拔森林之調查

所記錄之 390 種植物（王中原，2000），其物種組成皆可看出東北氣候區之環境特性。

另鄰近之北海岸地區亦擁有豐富且多樣的陸域生物資源，其中植物種類共有 160 科 767

種，其中包含 13 科 18 種的臺灣特有種植物（林慈怡，2013）。 

 

二、動物資源 

本調查基地鄰近「北海岸風景區」，其位於臺灣本島的北端，緊臨臺灣海峽及東海，

為「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特定區管理處」所管轄。行政區域分屬新北市三芝、石門、

金山、萬里等 4 個區，陸域部分東自萬里都市計畫界起，西迄三芝區與淡水區之區域邊界，

面積約 6,085 公頃；海域部分自海岸線起至二十公尺等深線，面積約 4,411 公頃，合計約

10,496 公頃（北觀處，2012a，2012e）。其生物資源簡述如下: 

1. 鳥類 

北海岸位於臺灣的最北端，亦為候鳥季節性遷移的必經之地，而地處迎風口的北海

岸，每年東北季風狂吹及颱風來臨前後，更是迷鳥的避風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也造就

了北海岸地區一共有臺北野柳、關渡、挖子尾保留區等 3 個「臺灣重要野鳥棲地 IBA」，

也是北臺灣絕佳的賞鳥勝地（劉良力等，2010；曾榮政等，2006；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2011）。由於生態環境雜異，故北海岸地區所能見到之鳥類也就相當多，包括遷移性

水鳥及山區留鳥，調查結果共有 147種鳥類，約佔臺灣地區可見鳥類之百分之三十八

（內政部營建署，1987）。 

鄰近之野柳為臺灣十大經典賞鳥路線之一（社團法人臺北市野鳥學會，2012），而鄰

近之清水濕地及金山青年活動中心，亦為賞鳥人士口耳相傳的候鳥、過境鳥及迷鳥的

賞鳥聖地，如稀有的迷鳥川秋沙（Mergus merganser）於 2012年 1月現蹤清水濕地、

2011年 4月野柳的東方白鸛（Cironia boyciana）、2010年 11月出現在金山清水濕地

的小天鵝（Cygnus columbianus），2008年造訪金山清水濕地的丹頂鶴（Grus japonensis）

家族在當時也曾引起軒然大波，新北市（原臺北縣）政府還一度為其無限期停建外環

道路，此外，還有 1999年在野柳發現的黑腳信天翁（Phoebastria nigripes）、長尾水

薙鳥（Puffinus pacificus）、東方白鸛、唐白鷺（Egretta eulophotes）及黑面琵鷺（Platalea 

minor）等，均是觀鳥人競相追逐的鳥種（中華民國野鳥學會，2010）。 

2. .蝴蝶 

北海岸風景區緊鄰陽明山國家公園，然蝴蝶調查僅有零星紀錄，種類目前初步統計約

有 150種上下。蝴蝶物種與陽明山山區大致相同，但仍有其地理特色，如僅以爬森藤

寄主的大白斑蝶，爬森藤是濱海植物主要產於岩岸和礁岸，所以僅生長於臺灣兩端的

海岸，以及東部三個離島（蘭嶼、綠島和龜山島），故唯有在這些地方可以觀察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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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斑蝶的野外生態。另外本區位處臺灣最北端，每年秋天隨著東北季風過來的蝴蝶，

目前已知道的有大絹斑蝶、稻弄蝶和紋黃蝶等（劉良力等，2010；曾榮政等，2006）。 

3. 兩棲類 

於北海岸風景區境內遠離海岸線之水稻田、茶園及低矮樹林中可見到兩棲類，此區共

記錄了 5科 20種蛙類，其中以臺北赤蛙最具特色。臺北赤蛙是臺灣特有種，近年來

可能因為農藥及環境變遷的影響，臺灣僅於臺北石門、三芝；桃園的龍潭、楊梅；臺

南的官田地區及屏東縣的萬巒、內埔等地有出現紀錄（劉良力等，2010；內政部營建

署，1987） 

 

三、水域動物資源 

1. 魚類 

口訪當地釣客及民眾，過往此流域曾出現過：吳郭魚、蟾鬍鯰(土虱)、豹紋翼甲鯰(琵

琶鼠)、食蚊魚(大肚魚)、鯉魚、小盾鱧(魚虎)。 

2.蝦蟹螺貝類 

口訪當地釣客及民眾，過往此流域曾出現過：福壽螺、囊螺、石田螺。 

 



4 
 

伍、執行成果 

本團隊於 107 年 5 月進行計畫預定範圍之現地勘查、生態調查，並填

寫並填寫「生態檢核自評表」之工程計畫提報核定階段及「生態監看紀錄

表」等表格。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一~二。 

一、陸域植物 

本案依現行環保署於 2002年4月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進行

調查作業，經現場調查並參考空照圖判讀結果，本區植被受人為開發程度較

高，形成自然度較低之植被類型，其上植物多為人工栽植，整體而言植被多

為自然度較低之草生地及水域環境。其上易受人為活動所干擾，因此自然度

均偏低，無法顯現植群之穩定結構與形相。依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

僅敘述一般植被概況及植物種類組成。 

1. 植被概況 

經由現場調查後，本區植被大致可分為草生地、水域及人工建物等類型，

其植被概況及主要組成分述如下： 

 

(1) 草生灌叢(自然度 2) 

分布於人為建物及河道周圍，大多曾遭人為或天然擾動，現存主要植被

以干擾後自然演替之陽性樹種，多為大黍、甜根子草及五節芒等草本植物，

並伴生少量之血桐、構樹及小葉桑等樹種為主。 

 

(2) 河道(自然度 1) 

基地為南榮河段，水流經過之處無植被生長，兩岸植被類型常見者為生

長快速的禾本科植物。 

 

(3) 人工建物(自然度 0) 

包含了房舍、道路及空地等，是自然度最低之區域。本區幾無植物覆蓋，

所見皆為人為栽植的行道樹或園藝物種。 

 

2. 植物物種組成 

本季於南榮河共計發現植物 52 科 113 屬 141 種，其中 17 種喬木，14 種

灌木，12 種藤木，98 種草本，包含 1 種特有種，102 種原生種，29 種歸化

種，9 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部分(69.5%)，而植物屬性

以原生物種最多(72.3%)。植物歸隸屬性詳見表一，植物名錄詳見表二。 

 

3. 稀有物種與特有物種 

本季發現臺灣欒樹等 1 種特有物種，調查範圍內無稀有物種及臺灣植物

紅皮書所記錄之受威脅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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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域動物生態 

1.種屬組成及數量 

本季哺乳類共發現 3 目 4 科 6 種 22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三。其

中臭鼩、小黃腹鼠、溝鼠為實際捕獲；東亞家蝠、長趾鼠耳蝠為偵測器測得；

赤腹松鼠則為目擊紀錄。所發現之哺乳類均屬普遍物種。 

本季鳥類共發現 16 科 24 種 201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四。本調

查範圍內尚有水域環境，故除了陸生性鳥種外，亦有水鳥如翠鳥、白鶺鴒、

小白鷺、夜鷺等。所記錄到之鳥種中，除黑鳶為稀有種之外，其餘均為臺灣

西部平原普遍常見物種。 

本季兩棲類共發現 4 科 5 種 17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五。本區經

濟及人文活動熱絡，適合兩棲類生存的環境不多，所發現之物種均屬普遍常

見物種。 

本季爬蟲類共發現 1 科 1 種 11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六。所記錄

之爬蟲類，多出現於道路兩旁之人工建物周圍及草生灌叢棲地，所發現之物

種均屬普遍常見物種。 

本季蝴蝶共發現 5 科 7 亞科 20 種 61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七。

本區之蝶類相主要為分布於臺灣西部平原蝶種，所發現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

種。 

 

2.臺灣特有種及臺灣特有亞種 

本季監測共發現臺灣特有種 1 種(長趾鼠耳蝠)，臺灣特有亞種則發現 8 種

(赤腹松鼠、大卷尾、南亞夜鷹、褐頭鷦鶯、金背鳩、樹鵲、白頭翁、紅嘴黑

鵯)。 

 

3.保育類物種 

本季監測發現 1 種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黑鳶)。 

 

三、水域生態 

1.種屬組成及數量 

本季魚類類共發現 3 科 3 種 327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八。分別

為食蚊魚、豹紋翼甲鯰及雜交吳郭魚，所記錄魚種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本季蝦蟹螺貝類共發現 2 科 2 種 32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九。為

福壽螺及粗糙沼蝦，所記錄物種為普遍常見物種。 

 

2.臺灣特有種及臺灣特有亞種 

本季監測未發現任何臺灣特有種及特有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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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育類物種 

本季監測未發現任何保育類動物。 

 

 

圖一、本計畫生態環境調查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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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保育物種發現位置圖 (2018 年 5 月) 

 

陸、生態關注區域及保全對象 

此區經調查後南榮河工程範圍兩側雖多為人為擾動區域，部分區域為人為建

物、農耕地及草地，然仍可於河道兩側發現胸徑較大之榕樹、蓮霧、雀榕及幹花

榕等大樹(圖三、圖四)，且陸域動物各類群，如鳥類、小型哺乳類、爬蟲類、蝶

類，都可能利用計畫範圍內之樹木作為繁殖或覓食之場域，故為維護本區陸域動

物生存空間及食物資源，建議將大樹列為陸域生態保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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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南榮河工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位圖(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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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南榮河工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位圖(大樹) 

 

 

 

柒、評估生態環境衝擊 

本案基地內土地利用型態多為人工建物，植物種類則以河岸兩側之次生林

木、草本植物及行道樹植栽為主，故工程對基地內之生態影響較小，然施工過程

仍可能會產生部分植被移除之形況，而後續臨水施工之相關作業亦可能對於水域

生態產生影響。本次調查共記錄珍貴稀有保育類 1 種(黑鳶)，其發現位置為範圍

北側、近基隆港之區域，施工期間可能影響其覓食行為，或對於水中食物資源有

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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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保育對策研議 

由於本案南榮河工程施工過程對現地生態環境可能會產生部分影響，故本區

相關工程可施作相關生態環境保育對策。 

 

(1) 迴避：工程配置與設置土方堆置區、人員使用之流動廁所、原物料堆置區及

沉澱池等臨時設施物之設置，應優先考量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棲地，避

免影響生態保全對象。 

 

(2) 縮小：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現地生態環境者，則應評估減小工程量體、以生

態先行，分區分期為原則，施工期間限制施工便道、土方堆積、靜水池等臨

時設施物的影響範圍，儘可能縮小現地受到工程本身及施作過程干擾之程

度。如有裸土及裸地除了以天然資材敷蓋加強撒水作業外，亦可降低落塵之

影響。工區出口則需設置沖洗裝置及水池確實清洗所有進出車輛。其中衍生

汙水之水體可透過洩水坡，引導到置沉澱池沉澱，至符合相關放流水水質標

準後再排入排水溝渠。 

 

(3) 減輕：減輕工程對環境與生態系功能的短期衝擊與長期負面效應，如：保護

施工範圍內之既有植被、研擬可執行之環境回復計畫等。本河段部分水域環

境之水體雖較為清澈，然而仍有鄰近民生用水透過地下排水道直接排入及亂

丟垃圾，而過往曾有排放油汙等相關事件發生，因此為維護此河段水域生物

資源，同時避免影響周邊陸域動物之食物資源，後續工程可研議相關排水設

施之設計及人為廢水之排放管控。 

 

(4) 補償：為補償工程所造成之生態損失，可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方式，加速現

地植生與生育地復育，或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如濱溪植被帶植

生回復保育工作。其可將原有陡坡整地為緩坡，於其上佈設塊石（或箱籠）

以作為坡腳之用，坡面可披覆不織布（或椰纖毯）並延伸至坡腳，用以固持

土壤；同時在護坡上插植具萌芽力之植栽及種植耐濕性之地被與草本植物，

如水燭、蘆葦、水茅花等物種。另此流域河道多為垂直水泥堤，以致水域環

境較單一，為營造物種多樣性之環境，需在河床多鋪設大小不一之石礫，可

增加深潭或多孔隙，將可提供水域生物棲息，另為避免野生動物落入無法離

開，河岸兩旁坡度應設計 45 度以內，且表面以多孔隙設計，以利動物移動

或逃生。 

 

玖、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本案施工過程若產生若發現現場生態環境受工程作業影響而產生傷害

時，應立即停止施工作業，並報請相關權責單位研議對策。如發生水體汙染

(顏色變異、異味等)，或大量魚群暴斃情況發生，除了通報基隆環保局等相

關單位以外，第一時間須將環境狀況記錄下來(拍照、錄影等)，其次找附近

可裝載水體之容器(寶特瓶或水桶等)採集異常水體約 500 毫升以上，至於暴

斃之魚體亦打撈上岸，以利後續檢測以釐清相關責任。 



11 
 

拾、參考文獻 

一、生物調查技術及鑑定類-陸域植物 

王中原 2000 臺灣北部內雙溪流域低海拔亞熱帶闊葉森林之次級演替 國立臺灣

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慷林。2004。觀賞竹類。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王震哲、邱文良、張和明。2012。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呂勝由、施炳霖、陳志雄。1998。臺灣稀有及瀕危植物之分級彩色圖鑑（Ⅲ）。

行政院農委會印行。 

呂勝由、施炳霖、陳志雄。1998。臺灣稀有及瀕危植物之分級彩色圖鑑（IV）。

行政院農委會印行。 

呂勝由、郭城孟等編。1996。臺灣稀有及瀕危植物之分級彩色圖鑑（Ⅰ）。行政

院農委會印行。 

呂勝由、郭城孟等編。1997。臺灣稀有及瀕危植物之分級彩色圖鑑（Ⅱ）。行政

院農委會印行。 

呂福原、歐辰雄、呂金誠，1999。臺灣樹木解說（一）（二）（三）。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李松柏。2007。臺灣水生植物圖鑑。晨星出版社。 

林慈怡 2013 生物多樣性應用於生態旅遊規劃之研究以北海岸陸域生物資源為

例。開南大學觀光運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觀光休閒組）碩士論文。 

徐國士。1980。臺灣稀有及有絕滅危機之植物。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徐國士。1988。臺灣野生草本植物。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徐國士等。1987。臺灣稀有植物群落生態調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張永仁。2002。野花圖鑑。遠流出版社。 

張碧員等。2000。臺灣野花365天。大樹出版社。 

許建昌。1971。臺灣常見植物圖鑑，I-庭園路旁耕地的花草。臺灣省教育會。 

許建昌。1975。臺灣常見植物圖鑑，VII-臺灣的禾草。臺灣省教育會。 

郭城孟。1997。臺灣維管束植物簡誌（第1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郭城孟。2001。蕨類圖鑑。遠流臺灣館。 

陳玉峰。1995。臺灣植被誌(第一卷)：總論及植被帶概論。玉山社。 

陳玉峰。2005。臺灣植被誌第八卷地區植被專論(一)大甲鎮植被。前衛出版社。 

陳玉峰。2006。臺灣植被誌第六卷：闊葉林(1)南橫專冊。前衛出版社。 

陳玉峰。2007。臺灣植被誌第九卷，物種生態誌。前衛出版社。 

陳玉峰。2007。臺灣植被誌第六卷，闊葉林(二)(上、下) 。前衛出版社。 

陳俊雄、高瑞卿。2008。臺灣行道樹圖鑑。貓頭鷹 

陳益明 2000 臺灣東北季風影響下植群生態之研究－以東北部基隆火山群一帶

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研究報告 14(3)：143-157. 

陳賢賓 1992 臺灣東北部五指山區植群分析及其組成樹種分佈之研究 國立臺灣

大學植物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遠波、劉和義、呂勝由。1999。臺灣維管束植物簡誌（第2卷）。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楊遠波、劉和義、林讚標。2001。臺灣維管束植物簡誌（第5卷）。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楊遠波、劉和義、彭鏡毅、施炳霖、呂勝由。2000。臺灣維管束植物簡誌（第4

http://ecshweb.pchome.com.tw/book/v2/%E8%A1%8C%E6%94%BF%E9%99%A2%E8%BE%B2%E6%A5%AD%E5%A7%94%E5%93%A1%E6%9C%83%E7%89%B9%E6%9C%89%E7%94%9F%E7%89%A9%E7%A0%94%E7%A9%B6%E4%BF%9D%E8%82%B2%E4%B8%AD%E5%BF%83?Scope=24b
http://ecshweb.pchome.com.tw/book/v2/%E8%A1%8C%E6%94%BF%E9%99%A2%E8%BE%B2%E6%A5%AD%E5%A7%94%E5%93%A1%E6%9C%83%E7%89%B9%E6%9C%89%E7%94%9F%E7%89%A9%E7%A0%94%E7%A9%B6%E4%BF%9D%E8%82%B2%E4%B8%AD%E5%BF%83?Scope=24b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A5%CD%AA%AB+%B9%CF%C5%B2&area=mid&item=0010076900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B3%AF%ABT%B6%AF%A1B%B0%AA%B7%E7%AD%EB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owl


12 
 

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楊遠波、劉和義。2002。臺灣維管束植物簡誌（第6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劉和義、楊遠波、呂勝由、施炳霖。2000。臺灣維管束植物簡誌（第3卷）。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劉棠瑞。1960。臺灣木本植物圖誌。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 

劉瓊蓮。1993。臺灣稀有植物圖鑑(Ⅰ)。臺灣省林務局。 

謝長富 2000全球變遷-南仁山生態系研究─全球變遷-南仁山森林生態系研究-植

物永久樣區之研究(五)。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謝長富、黃增泉、楊國禎、黃星凡 1990 臺灣東北角隆隆山次生林之植被類型及

結構 TAIWANIA 35(4): 207-220. 

簡龍祥 2002 臺灣東北部瑪鍊溪流域植群生態之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羅宗仁、鍾詩文。2007。臺灣種樹大圖鑑(上) (下)。天下文化。 

關秉宗 1984 臺灣北部鹿角坑溪集水區森林植群多變數分析法之比較研究 國立

臺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聲欣 2001 臺北近郊低海拔闊葉林之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Huang, T. C. et al. (eds). 1993-2003. Flora of Taiwan, Vol. 1-6. 

Su, H. J. 1985. Studies on the climate and vegetation types of the natural forest in 

Taiwan. (Ⅲ) A scheme of geographical climate regions. Quart. Journ. Chin. For. 

18(3): 33 - 44. 

二、生物調查技術及鑑定類-陸域動物 

劉良力、林良恭、楊月姿（2010）。99年度成果報告，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

區陸域生物資源調查與生態監測計畫(1/4)。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曾榮政、傅木錦、林思民、張睿昇（2006）。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自然資

源調查。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潘致遠、丁宗蘇、吳森雄、阮錦松、林瑞興、楊玉祥、蔡乙榮。2017。2017年臺

灣鳥類名錄。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臺北，臺灣。 

方偉宏。2008。臺灣受脅鳥種圖鑑。貓頭鷹出版社。 

方偉宏。2008。臺灣鳥類全圖鑑。貓頭鷹出版社。 

尤少彬。2005。由涉水鳥同功群探討沿海濕地的生態建設。水域與生態工程研討

會。 

王嘉雄、吳森雄、黃光瀛、楊秀英、蔡仲晃、蔡牧起、蕭慶亮。1991。臺灣野鳥

圖鑑。亞舍圖書有限公司。 

臺灣省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1998。兩棲類及爬蟲類調查方法研習手冊。 

向高世、李鵬祥、楊懿如。2009。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貓頭鷹出版社。 

池文傑。2000。客雅溪口鳥類群聚的時空變異。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 

呂光洋、杜銘章、向高世。2002。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二版)。中華民國自

然保育協會。 

呂光洋、陳添喜、高善、孫承矩、朱哲民、蔡添順、何一先、鄭振寬。1996。臺

灣野生動物資源調查---兩棲類動物調查手冊。行政院農委會。 

呂光洋。1990。臺灣區野生動物資料庫：兩棲類（II）。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cwpc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owl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A4%E8%B0%B6%A7%BB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owl


13 
 

北。157頁。 

林良恭、趙榮台、陳一銘、葉雲吟。1998。自然資源保護區域資源調查監測手冊。

行政院農委會。 

林良恭。2004。臺灣的蝙蝠。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林明志。1994。關渡地區鳥類群聚動態與景觀變遷之關係。輔仁大學生物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祁偉廉。2008。臺灣哺乳動物(最新修訂版)。天下文化出版社。 

邵廣昭、彭鏡毅、吳文哲主編。2008。2008臺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徐堉峰。2000。臺灣蝶圖鑑第一卷。鳳凰谷鳥園。 

徐堉峰。2002。臺灣蝶圖鑑第二卷。鳳凰谷鳥園。 

徐堉峰。2006。臺灣蝶圖鑑第三卷。鳳凰谷鳥園。 

張永仁。2007。蝴蝶100：臺灣常見100種蝴蝶野外觀察及生活史全紀錄（增訂新

版）。遠流出版社。 

楊平世。1996。臺灣野生動物資源調查之昆蟲資源調查手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楊懿如。2002。賞蛙圖鑑-臺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

攝影學會。 

戴漢章。2009。關渡自然公園棲地經營管理對鳥類相影響。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

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錫奇、方引平、周政翰。2010。臺灣蝙蝠圖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 

濱野榮次。1987。臺灣蝶類大圖鑑。牛頓出版社。 

 

三、生物調查技術及生物鑑定類-水域生物 

丁雲源、李武忠。1991。海水蝦池常見之生物圖鑑，農委會漁業特刊第二十七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灣。 

丘臺生。1999。臺灣的仔稚魚。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屏東縣。 

王漢泉。1999。淡水河系魚類生物監測分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測所。 

佐竹久男。1980。新編水質污濁調查指針。日本水產資源保護協會編。恆星社厚

生閣。pp. 185-186。 

沈世傑。1993。臺灣魚類誌。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系。 

林春吉。2007。臺灣淡水魚蝦（上、下）。天下文化出版社。 

林曜松、梁世雄。1996。臺灣野生動物資源調查之淡水魚資源調查手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邵廣昭、陳靜怡。2005。魚類圖鑑-臺灣七百多種常見魚類圖鑑。遠流出版社。 

邵廣昭、彭鏡毅、吳文哲主編。2008。2008臺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陳育賢。2001。海岸生物(一)- 臺灣潮間帶生物700。渡假出版有限公司，臺灣。 

陳育賢。2001。海岸生物(二)-臺灣潮間帶生物。渡假出版有限公司，臺灣。 

陳育賢。2001。海岸生物–臺灣潮間帶生物700種(臺灣自然觀察圖鑑)。渡假出版

社有限公司。 

施志昀、李伯雯。2009。臺灣淡水蟹圖鑑。晨星出版社。 

施志昀等。1998。臺灣的淡水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籌備處。 

施志昀等。1999。臺灣的淡水蟹。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籌備處。 



14 
 

梁象秋、方紀祖、楊和荃(編)。1998。水生生物學。水產出版社。 

曾晴賢。1990。臺灣淡水魚(I)。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鄭先祐。1993。生態環境影響評估學。財團法人徐氏基金會。 

奧谷喬司。2000。日本近海産貝類図鑑。東海大学出版会。 

賴景陽。1988。貝類(臺灣自然觀察圖鑑)。渡假出版社有限公司。 

Hilsenhoff, W. L. 1988. Rapid field assessment of organic pollution with family-level 

biotic index. J. N. Am. Benthol. Soc. 7(1):65-68. 

 

四、法規及其他類 

內政部營建署（1987）。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Ⅱ)－北海岸、北門、

間山、九棚、好美寮。 

北觀國家風景區（2012a）。所轄範圍。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

區。http://www.northguan-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3002474 

林幸助、薛美莉、陳添水、何東輯。2009。濕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

作業程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7。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農林務字第1061700219號公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2。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2002/3/28環署綜字第

0910020491號公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2011/7/12環署綜字第

1000058655C號公告。 

楊秋霖。1998。臺灣森林鳥類資源保育及其繁衍之綠化技術。中華森林學會。 

鄭先祐。1993。生態環境影響評估學。財團法人徐氏基金會。 

Ludwing, J. A. and J. F. Reynolds. 1988. Statistical ecology. A primer on methods and 

computing. John Wiley & Sons. 338pp. 

Magurran, A. E. 1988. Ecological diversity and its measurement. Croom Helm Ltd, 

London, UK. 

Krebs, C. J. 1994. Ecology: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4th ed. Harper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New York. 

 

五、參考網站資料庫 

中央研究院之臺灣魚類資料庫http://fishdb.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之臺灣貝類資料庫http://shell.sinica.edu.tw/ 

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http://taibif.tw/ 

基隆市政府行道樹及喬木修剪作業規範

https://sites.google.com/site/1521715a/qi-ta-ju-chu-chang-yong-fa-ling 

基隆市植栽種植作業規範 

https://sites.google.com/site/1521715a/qi-ta-ju-chu-chang-yong-fa-ling 

 

 

 



15 
 

表一、開發計畫區及周邊區域植物歸隸屬性統計表 

物種 

歸隸屬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合計 

類
別 

科數 10 0 36 6 52 

屬數 11 0 74 28 113 

種數 14 0 96 31 141 

型
態 

喬木 0 0 17 0 17 

灌木 0 0 13 1 14 

藤本 0 0 12 0 12 

草本 14 0 54 30 98 

屬
性 

特有 0 0 1 0 1 

原生 14 0 64 24 102 

歸化 0 0 23 6 29 

栽培 0 0 8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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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植物名錄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蕨類植物 鐵線蕨科 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L. 鐵線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鐵角蕨科 Asplenium trichomanes L. 鐵角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蹄蓋蕨科 Diplazium esculentum (Retz.) Sw. 過溝菜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木賊科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subsp. ramosissimum 木賊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裏白科 Dicranopteris linearis (Burm. f.) Under. 芒萁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蓧蕨科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腎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蓧蕨科 Nephrolepis biserrata (Sw.) Schott 長葉腎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Presl 伏石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Lepisorus thunbergianus (Kaulf.) Ching 瓦葦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ensiformis Burm. 箭葉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multifida Poir. 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海金沙科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acuminatus (Houtt.) Nakai 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parasitica (L.) Farw. 密毛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Justicia procumbens L. var. procumbens. 爵床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Lepidagathis formosensis Clarke ex Hayata 臺灣鱗球花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chyranthes longifolia (Makino) Makino 柳葉牛膝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en 毛蓮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節節花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空心蓮子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inamoenus Willd. 莧菜 草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patulus Betoloni 青莧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spinosus L. 刺莧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Vinca rosea L. 日日春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茵陳蒿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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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var. canadensis 加拿大蓬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草本 歸化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Gnaphalium luteoalbum L. subsp.affine (D. Don) Koster 鼠麴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Lactuca indica L. 鵝仔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草質藤本 歸化 NE 

雙子葉植物 菊科 Soliva anthemifolia R. Br. 假吐金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一枝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Wedelia triloba L. 南美蟛蜞菊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Youngia japonica (L.) DC. var. japonica 黃鵪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鳳仙花科 Impatiens walleriana Hook. f. 非洲鳳仙花 草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落葵科 Anredera cordifolia (Tenore) van Steenis 洋落葵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木棉科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馬拉巴栗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忍冬科 Sambucus formosana Nakai 冇骨消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 鵝兒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sinensis (Desr.) Choisy 白花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景天科 Sedum alfredi Hance 石板菜 肉質草本 原生 NE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Momordica charantia L. var. abbreviata Ser. 短角苦瓜 草質藤本 歸化 NE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冬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hirta L. 飛揚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千根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Voigt 密花白飯樹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Glochidion rubrum Blume 細葉饅頭果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ell. -Arg. 白匏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debilis Klein ex Willd. 銳葉小返魂 草本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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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multiflorus Willd. 多花油柑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五蕊油柑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urinaria L. 葉下珠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唇形花科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到手香 草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L.) Sieb. 樟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ssp. thomsonii (Benth.) Ohashi & 

Tateishi 
葛藤 木質藤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馬錢科 Buddleja asiatica Lour. 揚波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Ammannia baccifera L. 水莧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Cuphea hyssopifolia H. B. K. 細葉雪茄花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Sida rhombifolia L. 金午時花 小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inn. 楝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防己科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千金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ampelas Burm. f. 菲律賓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var. microcarpa 榕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septica Burm. f. 大冇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variegata Blume var. garciae (Elmer) Corner 幹花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virgata Reinw. ex Blume 白肉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Morus alba L. 桑樹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Syzygium samarangense (Blume) Merr. & Perry 蓮霧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丁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Ludwigia x taiwanensis Peng 臺灣水龍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醬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suberosa Linn. 三角葉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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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雙子葉植物 車前草科 Plantago asiatica L. 車前草 草本 原生 NE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chinense L. 火炭母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longisetum De Bruyn 睫穗蓼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蓼科 Rumex crispus L.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土人參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草質藤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Mazus pumilus (Burm. f.) Steenis 通泉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alatum Moench. 光果龍葵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榆科 Celtis sinensis Personn 朴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 densiflora Hook. & arn. 密花苧麻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ilea microphylla (L.) Leibm. 小葉冷水麻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霧水葛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Turcz. 大青 灌木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Alocasia odora (Lour.) Spach 姑婆芋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Callisia repens L. 翠玲瓏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Commelina communis L. 鴨跖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Murdannia keisak (Hassk.) Hand.-Mazz. 水竹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arex baccans Nees 紅果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cyperoides (L.) Kuntze 磚子苗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imbricatus Retz. 覆瓦狀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iria L. 碎米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Scleria terrestris (L.) Fassett 陸生珍珠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浮萍科 Lemna aequinoctialis Welwitsch 青萍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浮萍科 Lemna perpusilla Torr. 浮萍 草本 原生 NE 



20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拉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rtococcum accrescens (Trin.) Stapf 散穗弓果黍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op. 馬唐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P. Beau. 竹葉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兩耳草 草本 原生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灌木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etaria palmifolia (Koen.) Stapf 棕葉狗尾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ith 月桃 草本 原生 LC 

註： 

1.本名錄係依據黃增泉等(1993-2003)所著之 Flora of Taiwan 製作。 

2.植物紅皮書：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2)，共可區分為滅絕(Extunct, EX)、野外滅絕(Extunct in theWild, EW)、地區滅絕(Regional 

Extunct, RE)、嚴重瀕臨滅絕(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臨滅絕(Endangered, EN)、易受害(Vulnerable, VU)、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 NT)、安全(Least Concern, LC)，資料不足(DD, 

Data Deficient)、不適用(NA, Not Applicable) 、未評估(NE, Not Evaluated) 

 



21 
 

表三、哺乳類名錄 

目 科 中名 學名 稀有類別 特有類別 2018/5 

食蟲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C  5 

翼手目 蝙蝠科 長趾鼠耳蝠 Myotis secundus C E 4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C  9 

囓齒目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C Es 2 

囓齒目 鼠科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C  1 

囓齒目 鼠科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C  1 

物種數小計(S)   6 

數量小計(N)   22 

註： 

1.哺乳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8)、臺灣蝙蝠圖鑑(鄭錫奇等, 

2010)、臺灣哺乳動物(祁偉廉, 2008) 

出現頻率  C:普遍 

特有類別  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表四、鳥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臺灣族群生態屬性 臺灣族群特有性 保育等級 2018/5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不普/夏、普/冬、普/過、普   4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不普/夏、普/冬、普/過、普   2 

鷺科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普/冬、稀/過、稀   5 

鷺科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留、普   1 

鷹科 黑鳶 Milvus migrans 留、稀  II 2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6 

鳩鴿科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留、普(orii)/過、稀 特有亞種(S. o. orii)  3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普   7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普   10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留、普 特有亞種(C. a. stictomus)  4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留、普/過、不普   2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留、普/過、稀 特有亞種(D. m. harterti)  4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留、普 特有亞種(D. f. formosae)  6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夏、普/冬、普/過、普   8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普   10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普 特有亞種(P. s. formosae)  28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留、普 特有亞種(H. l. nigerrimu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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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臺灣族群生態屬性 臺灣族群特有性 保育等級 2018/5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留、普   6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留、普 特有亞種(P. i. flavirostris)  8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留、普   19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普   3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留、普/冬、普   4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普   39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留、普   3 

物種數小計(S)  24 

數量小計(N)  201 

註： 

1.鳥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鳥類名錄(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類紀錄委員會, 2014)、臺灣野鳥圖鑑(王

嘉雄等, 199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8) 

2.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Ⅱ: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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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兩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普遍度 2018/5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C 3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C 6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C 5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C 2 

赤蛙科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C 1 

物種數小計(S) 5 

數量小計(N) 17 

 
註：1.兩棲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http://taibif.tw/ (2018)、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

二版)(呂光洋等, 2002)、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高世等，2009)、賞蛙圖鑑-臺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懿如, 2002) 

出現頻率  C:普遍 

 

表六、爬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普遍度 特有類別 2018/5 

壁虎科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C  11 

物種數小計(S) 1 

數量小計(N) 11 

 
註：1.爬蟲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http://taibif.tw/ (2018)、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二版)(呂光洋等, 2002)、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

高世等，2009) 

出現頻率  C: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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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蝴蝶類名錄 

科 亞科 中名 常用中文名 學名 2018/5 

弄蝶科 弄蝶亞科 禾弄蝶 臺灣單帶弄蝶 Borbo cinnara   1 

鳳蝶科 鳳蝶亞科 青鳳蝶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2 

鳳蝶科 鳳蝶亞科 花鳳蝶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2 

鳳蝶科 鳳蝶亞科 柑橘鳳蝶 柑橘鳳蝶 Papilio xuthus   5 

鳳蝶科 鳳蝶亞科 玉帶鳳蝶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1 

鳳蝶科 鳳蝶亞科 黑鳳蝶 黑鳳蝶 Papilio protenor protenor   1 

粉蝶科 粉蝶亞科 白粉蝶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5 

粉蝶科 粉蝶亞科 緣點白粉蝶 臺灣紋白蝶 Pieris canidia  2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遷粉蝶 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6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黃蝶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4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亮色黃蝶 臺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6 

灰蝶科 藍灰蝶亞科 密紋波灰蝶 密紋波灰蝶 Prosotas dubiosa asbolodes  3 

灰蝶科 藍灰蝶亞科 雅波灰蝶 琉璃波紋小灰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2 

灰蝶科 藍灰蝶亞科 豆波灰蝶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6 

灰蝶科 藍灰蝶亞科 藍灰蝶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3 

蛺蝶科 斑蝶亞科 金斑蝶 樺斑蝶 Danaus chrysippus   2 

蛺蝶科 斑蝶亞科 雙標紫斑蝶 斯氏紫斑蝶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3 

蛺蝶科 斑蝶亞科 圓翅紫斑蝶 圓翅紫斑蝶 Euploea eunice hobsoni   2 

蛺蝶科 蛺蝶亞科 眼蛺蝶 孔雀紋蛺蝶 Junonia almana  2 

蛺蝶科 蛺蝶亞科 黃鉤蛺蝶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3 

物種數小計(S) 20 

數量小計(N) 61 

註：1.蝴蝶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8)、臺灣蝶圖鑑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徐堉峰, 2000, 2002, 2006)、臺灣蝶類生態大圖鑑(濱野榮次, 1987) 

 

 

表八、魚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2018/5 

甲鯰科Loricariidae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2 

花鱂科Poeciliidae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5 

麗魚科Cichlidae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p. 320 

物種數小計(S) 3 

數量小計(N) 327 

註： 

1.魚類名錄及生息狀態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中央研究院臺灣魚類資料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 

2.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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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蝦蟹螺貝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2018/5 

蘋果螺科Ampullariidae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30 

長臂蝦科Palaemonidae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2 

物種數小計(S) 2 

數量小計(N) 32 

註： 

1.名錄製作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生息狀態參考自施志昀、李伯雯所著臺灣淡水蟹圖鑑(2009)、施志昀

等所著臺灣的淡水蝦(1998)及賴景陽所著貝類(臺灣自然觀察圖鑑)(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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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生態檢核自評表 

「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基隆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計畫之生態檢核-南榮河 

設計單位  

填表人  

工程名稱  紀錄日期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棲地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其他：生態關注對象區域分布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蒐

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

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大樹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 □否 

生態環境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詳見生態檢核報告。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詳見生態檢核報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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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對

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開發行為迴避大樹□否： 

調查評析、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詳見生態檢核報告□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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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生態監看紀錄表 

生態監看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基隆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計畫之生態檢核-南榮河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5 月 29 日 

1.生態團隊：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葛紀彬 錢亦新 吳欣怡 

2.棲地生態資料： 

(1).陸域植被覆蓋：35% 

(2).植被相：□雜木林□人工林□次生林□原始林■草地 ■農地 □崩塌地 ■建地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次為監看發現需保全之生態對象-大樹 

4. 預測生態影響 

施工過程：■減少植被覆蓋   ■大型施工便道施作   ■土方挖填棲地破壞■土方處至不當隨地表逕流流入水體中 

5. 保育對策 

■植生復育■表土保存□棲地保護□維持自然景觀■施工便道復原■大樹保留 

■生態監測計畫 □生態評估工作 □劃定保護區□以柔性工法處理■廢水排放管制及清淤 

6.棲地影像紀錄： 

 

 

 

基地環境為排水溝渠 需迴避胸徑較大之榕樹 

  

需迴避胸徑較大之桑樹 需迴避胸徑較大之榕樹 



附 I-29 

  

需迴避胸徑較大之蓮霧 需迴避胸徑較大之幹花榕 

  

需迴避胸徑較大之榕樹 基地環境為排水溝渠 

監看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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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生態檢核調查現場照片 (2018 年 5 月) 

  
南榮河工程-周邊環境 南榮河工程-周邊環境 

  
南榮河工程-周邊環境 南榮河工程-周邊環境 

  
生物照-黑冠麻鷺 生物照-赤腹松鼠 

  
生物照-斯文豪氏攀蜥 生物照-珠頸斑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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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交吳郭魚 豹紋翼甲鯰 

 

附件四、保全大樹資料 

編號 樹種 胸徑 經度 緯度 

1 雀榕 43 121.742302 25.123816 

2 榕樹 12 121.742302 25.123816 

3 榕樹 52 121.742302 25.123816 

4 榕樹 37 121.742302 25.123816 

5 榕樹 35 121.742302 25.123816 

6 榕樹 42 121.742302 25.123816 

7 蓮霧 17 121.742302 25.123816 

8 蓮霧 34 121.742302 25.123816 

9 幹花榕 34 121.743001 25.116062 

10 榕樹 117 121.742858 25.11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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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生態檢核調查保全物種現場照片 

  

保全大樹-雀榕(編號 1) 保全大樹-榕樹(編號 2) 

  

保全大樹-榕樹(編號 3) 保全大樹-榕樹(編號 4) 

  

保全大樹-榕樹(編號 5) 保全大樹-榕樹(編號 6) 



附 I-33 

  

保全大樹-蓮霧(編號 7) 保全大樹-蓮霧(編號 8) 

  

保全大樹-幹花榕(編號 9) 保全大樹-榕樹(編號 10) 

 

附件六、關切團體名單 

單位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email 

基隆市野鳥學會 基隆市孝一路 82 號之 2 號 3 樓 02-2427-4100 

海洋臺灣基金會 基隆市八斗街 148 巷 4 號 02-24694636 

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基隆市協和街 55 巷 11 號 02-24280200 

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臺北市文山區和興路 84 巷 18 號 1 樓 (02)22369735~6 

雞籠霧雨  keelungrain@gmail.com 

雨港曙光  ourkeelung@gmail.com 

 

雞籠霧雨 

 

https://keelungrain.wordpress.com/
https://keelungrain.wordpress.com/


 

基隆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計畫 

 

 

 

 

西定河生態檢核報告書 

(計畫提報階段)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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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內生態檢核沿革簡歷及辦理依據 

為落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之理念，藉由施工前收集區域生態資訊，了

解當地環境生態特性、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成區位等，適度運用迴避、縮小、

減輕、補償等保育措施，納為相關工程設計理念，以降低工程對環境生態

的衝擊。 

 

貳、階段說明 

根據生態檢核作業流程，本案為作業流程之第一階段-計畫提報階段。

已確定施工之空間範圍，進行棲地環境之生態調查，並填寫「生態檢核自

評表」之工程計畫提報核定階段及「生態監看紀錄表」。詳細內容請參閱

附件一~二。 

  

參、執行團隊 

本計畫由民享環境生態調查公司參與、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民享環境生態調查公司曾辦理「臺中市地下水

資源調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大肚山等地區湧泉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

委託專業服務」、「臺中市地下水資源調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大肚山等

地區湧泉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委託專業服務(擴充合約)、崁頂鄉納骨堂

興辦事業計畫之生態檢核、「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臺中市第一階段提案

生態檢核審核工作、財團法人臺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

(TIWE)所組成之團隊，擔任「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期)106~107 年臺中

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具備豐富專業生態調查技術與生態檢核

作業等相關經驗。 

 

肆、生態資料收集 

一、植物資源 

本調查基地位處臺灣北端，在氣候上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相當大，地

理氣候區分屬於東北氣候區。本區鄰近除了北方的大屯火山群、西方的林

口臺地等高起地形外，東方及南方尚有雪山尾稜山脈之延伸，造成鄰近地

區高低起伏之複雜地形。植物之組成多受東北季風之影響，其影響並不僅

限於降雨，冬季長期受強風吹襲也造就此區硬葉林及灌叢（sclerophyllous 

forest and scrub）之特殊植群形相，此種植群形相多見於臺灣島之東北部及

東南部面海與受風地區（Su, 1985）。已有多位學者針對這些明顯受東北季

風影響之地區進行當地森林植群之相關研究（關秉宗，1984；謝宗欣和謝

長富，1990；陳益明，1991；陳賢賓，1992；謝長富，2000），同時歸納

出數項東北季風林之特點（蘇聲欣，2001）。 

1. 森林層次分化不明顯，樹高較低。 

2. 林木間密度較大，然徑級較一般森林小。 



3 
 

3. 植群帶之壓縮以及部份中高海拔植物降低分布海拔於區內。 

4. 出現臺灣南北分布型的植物。 

5. 森林界限（forest line）下降。 

6. 森林社會組成多樣性有偏低之趨勢，且有優勢度集中於少數樹種之現象。 

7. 硬葉林及灌叢為東北季風影響下之特有植群型，在臺灣東北區及東南區

的形相相同，但組成種類有差異。 

8. 在東北氣候區內，愈靠近海岸地區，殼斗科植物種數明顯下降，樟科植

物則仍維持相當之多樣性。 

本區植物種數之統計於鄰近之研究報告中，不論是從研究範圍較大之臺

北近郊低海拔闊葉林中記錄有 826 種植物（蘇聲欣，2001）或是地區性之

臺灣東北部瑪鋉溪流域植群生態之研究中所記錄之 347 種植物（簡龍祥，

2002）及內雙溪流域低海拔森林之調查所記錄之 390 種植物（王中原，

2000），其物種組成皆可看出東北氣候區之環境特性。另鄰近之北海岸地

區亦擁有豐富且多樣的陸域生物資源，其中植物種類共有 160 科 767 種，

其中包含 13 科 18 種的臺灣特有種植物（林慈怡，2013）。 

 

二、動物資源 

本調查基地鄰近「北海岸風景區」，其位於臺灣本島的北端，緊臨臺灣

海峽及東海，為「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特定區管理處」所管轄。行政區

域分屬新北市三芝、石門、金山、萬里等 4 個區，陸域部分東自萬里都市計

畫界起，西迄三芝區與淡水區之區域邊界，面積約 6,085 公頃；海域部分自

海岸線起至二十公尺等深線，面積約 4,411 公頃，合計約 10,496 公頃（北觀

處，2012a，2012e）。其生物資源簡述如下: 

1. 鳥類 

北海岸位於臺灣的最北端，亦為候鳥季節性遷移的必經之地，而地處迎

風口的北海岸，每年東北季風狂吹及颱風來臨前後，更是迷鳥的避風

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北海岸地區一共有臺北野柳、關渡、挖子

尾保留區等 3 個「臺灣重要野鳥棲地 IBA」，也是北臺灣絕佳的賞鳥勝

地（劉良力等，2010；曾榮政等，2006；中華民國野鳥學會，2011）。

由於生態環境雜異，故北海岸地區所能見到之鳥類也就相當多，包括遷

移性水鳥及山區留鳥，調查結果共有 147種鳥類，約佔臺灣地區可見鳥

類之百分之三十八（內政部營建署，1987）。 

鄰近之野柳為臺灣十大經典賞鳥路線之一（社團法人臺北市野鳥學會，

2012），而鄰近之清水濕地及金山青年活動中心，亦為賞鳥人士口耳相

傳的候鳥、過境鳥及迷鳥的賞鳥聖地，如稀有的迷鳥川秋沙（Mergus 

merganser）於 2012年 1月現蹤清水濕地、2011年 4月野柳的東方白鸛

（Cironia boyciana）、2010年 11月出現在金山清水濕地的小天鵝（Cygnus 

columbianus），2008年造訪金山清水濕地的丹頂鶴（Grus japo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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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在當時也曾引起軒然大波，新北市（原臺北縣）政府還一度為其無

限期停建外環道路，此外，還有 1999年在野柳發現的黑腳信天翁

（Phoebastria nigripes）、長尾水薙鳥（Puffinus pacificus）、東方白鸛、

唐白鷺（Egretta eulophotes）及黑面琵鷺（Platalea minor）等，均是觀

鳥人競相追逐的鳥種（中華民國野鳥學會，2010）。 

2. .蝴蝶 

北海岸風景區緊鄰陽明山國家公園，然蝴蝶調查僅有零星紀錄，種類目

前初步統計約有 150種上下。蝴蝶物種與陽明山山區大致相同，但仍有

其地理特色，如僅以爬森藤寄主的大白斑蝶，爬森藤是濱海植物主要產

於岩岸和礁岸，所以僅生長於臺灣兩端的海岸，以及東部三個離島（蘭

嶼、綠島和龜山島），故唯有在這些地方可以觀察到大白斑蝶的野外生

態。另外本區位處臺灣最北端，每年秋天隨著東北季風過來的蝴蝶，目

前已知道的有大絹斑蝶、稻弄蝶和紋黃蝶等（劉良力等，2010；曾榮政

等，2006）。 

3. 兩棲類 

於北海岸風景區境內遠離海岸線之水稻田、茶園及低矮樹林中可見到兩

棲類，此區共記錄了 5科 20種蛙類，其中以臺北赤蛙最具特色。臺北

赤蛙是臺灣特有種，近年來可能因為農藥及環境變遷的影響，臺灣僅於

臺北石門、三芝；桃園的龍潭、楊梅；臺南的官田地區及屏東縣的萬巒、

內埔等地有出現紀錄（劉良力等，2010；內政部營建署，1987）。 

 

三、水域動物資源 

1. 魚類 

口訪當地釣客及民眾，過往此流域曾出現過：鯔、雜交吳郭魚、蟾鬍鯰

(土虱)、豹紋翼甲鯰(琵琶鼠)。 

2.蝦蟹螺貝類 

口訪當地釣客及民眾，過往此流域曾出現過：福壽螺。 

 

伍、執行成果 

本團隊於 107 年 5 月進行計畫預定範圍之現地勘查、生態調查(圖一)，

並填寫並填寫「生態檢核自評表」之工程計畫提報核定階段及「生態監看

紀錄表」等表格。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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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本計畫生態環境調查位置圖 

一、陸域植物 

本案依現行環保署於 2002年4月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進行

調查作業，經現場調查並參考空照圖判讀結果，本區植被受人為開發程度較

高，形成自然度較低之植被類型，其上植物多為人工栽植，整體而言植被多

為自然度較低之草生地及水域環境。其上易受人為活動所干擾，因此自然度

均偏低，無法顯現植群之穩定結構與形相。依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

僅敘述一般植被概況及植物種類組成。 

1. 植被概況 

經由現場調查後，本區植被類型僅有水域及人工建物等類型，其植被概

況及主要組成分述如下： 

(1) 水域(自然度 0) 

主要西定河內之排水設施，水流經過之處無植被生長，兩岸植被類型常

見者為生長快速之巴拉草、五節芒等禾本科植物，另離水較遠處可見青苧

麻、密花苧麻及構樹等物種生長。 

(2) 人工建物(自然度 0) 

包含了房舍、空地及排水溝渠等，因人為擾動造成本區幾無植物覆蓋。 

2. 植物物種組成 

本季於西定河調查中共計發現植物 42 科 93 屬 111 種，其中 13 種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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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種灌木，9 種藤木，78 種草本，包含 1 種特有種，82 種原生種，24 種歸

化種，4 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部分(70.3%)，而植物屬

性以原生物種最多(73.9%)。植物歸隸屬性詳見表一，植物名錄詳見表二。 

3. 稀有物種與特有物種 

本季發現臺灣欒樹等 1 種特有物種，調查範圍內無稀有物種及臺灣植物

紅皮書所記錄之受威脅物種。 

 

二、陸域動物生態 

1.種屬組成及數量 

本季哺乳類共發現 3 目 3 科 3 種 18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三。其

中臭鼩、溝鼠為實際捕獲；東亞家蝠為偵測器測得。所發現之哺乳類均屬普

遍物種。 

本季鳥類共發現 15 科 19 種 150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四。本調

查範圍內尚有水域環境，故除了陸生性鳥種，亦有水鳥如白鶺鴒、小白鷺、

夜鷺等。所記錄到之鳥種均為臺灣西部平原普遍常見物種。 

本季兩棲類共發現 4 科 4 種 14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五。本區人

為擾動頻繁，適宜兩棲類生存之棲息環境不多，所發現之物種均屬普遍常見

物種。 

本季爬蟲類共發現 1 科 1 種 10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六。所記錄

之爬蟲類，多出現於提岸周圍之人工設施或草生灌叢棲地，所發現之物種均

為普遍常見物種。 

本季蝴蝶共發現 4 科 5 亞科 8 種 30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七。本

區之蝶類相主要為分布於臺灣西部平原蝶種，所發現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

種。 

 

2.臺灣特有種及臺灣特有亞種 

本季監測共發現臺灣特有亞種則發現 6 種(大卷尾、南亞夜鷹、金背鳩、

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 

 

3.保育類物種 

本季監測並未發現保育類動物。 

 

三、水域生物生態 

1.種屬組成及數量 

本季魚類類共發現 2 科 2 種 300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八。分別

為豹紋翼甲鯰及雜交吳郭魚，所記錄魚種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本季蝦蟹螺貝類共發現 1 科 1 種 35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九。為

福壽螺，所記錄物種為普遍常見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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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特有種及臺灣特有亞種 

本季監測未發現任何臺灣特有種及特有亞種。 

 

3.保育類物種 

本季監測未發現任何保育類動物。 

 

陸、生態關注區域及保全對象 

此區經調查後西定河工程範圍兩側多為人為擾動區域，多數區域為人為

建物及草地，陸域動物之棲地類型以草生灌叢為主，本區範圍內人為經濟活

動熱絡、交通繁忙，並未發現陸域動物賴以生存或其他特需保全之自然棲息

環境，故無發現保全對象。 

 

柒、評估生態環境衝擊 

本案基地內土地利用型態多為人工建物，調查範圍內野生動物少，而植

物方面多為草本植物，僅後續臨水施工作業將對水域生態產生較明顯之影

響。 

 

捌、保育對策研議 

由於本案西定河工程施工過程對現地生態環境之影響較輕微，故本區相關工

程可施作相關生態環境保育對策。 

 

(1) 迴避：工程配置與設置土方堆置區、人員使用之流動廁所、原物料堆置區及

沉澱池等臨時設施物之設置，應優先考量迴避生物水域棲地，避免影響現地

水域生態環境。 

 

(2) 縮小：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現地生態環境者，則應評估減小工程量體、以生

態先行，分區分期為原則，施工期間限制施工便道、土方堆積、靜水池等臨

時設施物的影響範圍，儘可能縮小現地受到工程本身及施作過程干擾之程

度。如有土方除了以天然資材敷蓋外，撒水可降低揚塵的影響。工區出入口

則設置沖洗裝置及水池確實清洗所有進出車輛。施工人員或機具產生之廢

水，可透過洩水坡，引導到置沉澱池沉澱，妥善收集並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

準後始予排出。 

 

(3) 減輕：減輕工程對環境與生態系功能的短期衝擊與長期負面效應，建議研擬

可執行之植栽回復計畫，以提供後續期間本區陸域動物之棲息環境。本河段

水體與底泥有明顯臭味，推測與周遭市場、其他有民生用水透過地下排水道

直接排入及亂丟垃圾有關，故改善水質是最重要的目標。為改善此河段水域

環境，故建議改善相關排水設施之設計及清淤以提升水體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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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補償：為補償工程所造成之生態損失，可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方式，加速現

地植生與生育地復育，或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如濱溪植被帶植

生回復保育工作。本區未來亦可以箱籠製作護岸，施作時可選定地點加植栽

圈環，並於其中回填土壤後種植原生樹木；或於其間扦插可發芽或發根之活

枝條。除景觀美化外，植株於水面之遮蔭亦利於生物之棲息；其根系之發展

更可使箱籠結構與背填土緊密結合。同時此流域河道現況多為垂直水泥堤，

且附近多有其他排水口，環境單純，故物種亦屬單一，若須營造物種多樣性

之環境，可於河床多鋪設大小不一之石礫，增加深潭或多孔隙生育地，此舉

將可提供水域生物棲息，另為避免野生動物落入無法離開，河岸兩旁坡度應

設計 45 度以內，且表面以多孔隙設計，施工中所設置之沉澱池亦須設計緩

坡，以利動物移動或逃生。 

 

玖、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本案施工過程若產生若發現現場生態環境受工程作業影響而產生傷害時，應

立即停止施工作業，並報請相關權責單位研議對策。如發生水體汙染(顏色變異、

異味等)，或大量魚群暴斃情況發生，除了通報基隆環保局等相關單位以外，第

一時間須將環境狀況記錄下來(拍照、錄影等)，其次找附近可裝載水體之容器(寶

特瓶或水桶等)採集異常水體約 500 毫升以上，至於暴斃之魚體亦打撈上岸，以

利後續檢測以釐清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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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開發計畫區及周邊區域植物歸隸屬性統計表 

物種 

歸隸屬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合計 

類
別 

科數 6 0 30 6 42 

屬數 7 0 58 28 93 

種數 8 0 72 31 111 

型
態 

喬木 0 0 13 0 13 

灌木 0 0 10 1 11 

藤本 0 0 9 0 9 

草本 8 0 40 30 78 

屬
性 

特有 0 0 1 0 1 

原生 8 0 50 24 82 

歸化 0 0 18 6 24 

栽培 0 0 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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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植物名錄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蕨類植物 鐵線蕨科 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L. 鐵線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蓧蕨科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腎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Presl 伏石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Lepisorus thunbergianus (Kaulf.) Ching 瓦葦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ensiformis Burm. 箭葉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multifida Poir. 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海金沙科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acuminatus (Houtt.) Nakai 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en 毛蓮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節節花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空心蓮子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spinosus L. 刺莧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var. canadensis 加拿大蓬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草本 歸化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Gnaphalium luteoalbum L. subsp.affine (D. Don) Koster 鼠麴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Lactuca indica L. 鵝仔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Soliva anthemifolia R. Br. 假吐金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一枝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Youngia japonica (L.) DC. var. japonica 黃鵪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落葵科 Anredera cordifolia (Tenore) van Steenis 洋落葵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木棉科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馬拉巴栗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忍冬科 Sambucus formosana Nakai 冇骨消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 鵝兒腸 草本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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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sinensis (Desr.) Choisy 白花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景天科 Sedum alfredi Hance 石板菜 肉質草本 原生 NE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hirta L. 飛揚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千根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Voigt 密花白飯樹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ell. -Arg. 白匏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debilis Klein ex Willd. 銳葉小返魂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唇形花科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到手香 草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豆科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ssp. thomsonii (Benth.) Ohashi & 

Tateishi 
葛藤 木質藤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馬錢科 Buddleja asiatica Lour. 揚波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Ammannia baccifera L. 水莧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Sida rhombifolia L. 金午時花 小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inn. 楝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防己科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千金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ampelas Burm. f. 菲律賓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var. microcarpa 榕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septica Burm. f. 大冇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virgata Reinw. ex Blume 白肉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Morus alba L. 桑樹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丁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Ludwigia x taiwanensis Peng 臺灣水龍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醬草 草本 歸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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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suberosa Linn. 三角葉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車前草科 Plantago asiatica L. 車前草 草本 原生 NE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longisetum De Bruyn 睫穗蓼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蓼科 Rumex crispus L.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土人參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草質藤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Mazus pumilus (Burm. f.) Steenis 通泉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alatum Moench. 光果龍葵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榆科 Celtis sinensis Personn 朴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榆科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 densiflora Hook. & arn. 密花苧麻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ilea microphylla (L.) Leibm. 小葉冷水麻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霧水葛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Turcz. 大青 灌木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Alocasia odora (Lour.) Spach 姑婆芋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Callisia repens L. 翠玲瓏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Commelina communis L. 鴨跖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Murdannia keisak (Hassk.) Hand.-Mazz. 水竹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arex baccans Nees 紅果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cyperoides (L.) Kuntze 磚子苗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imbricatus Retz. 覆瓦狀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iria L. 碎米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Scleria terrestris (L.) Fassett 陸生珍珠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浮萍科 Lemna aequinoctialis Welwitsch 青萍 草本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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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單子葉植物 浮萍科 Lemna perpusilla Torr. 浮萍 草本 原生 NE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拉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rtococcum accrescens (Trin.) Stapf 散穗弓果黍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op. 馬唐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P. Beau. 竹葉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兩耳草 草本 原生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灌木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etaria palmifolia (Koen.) Stapf 棕葉狗尾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ith 月桃 草本 原生 LC 

註： 

1.本名錄係依據黃增泉等(1993-2003)所著之 Flora of Taiwan 製作。 

2.植物紅皮書：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2)，共可區分為滅絕(Extunct, EX)、野外滅絕(Extunct in theWild, EW)、地區滅絕(Regional 

Extunct, RE)、嚴重瀕臨滅絕(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臨滅絕(Endangered, EN)、易受害(Vulnerable, VU)、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 NT)、安全(Least Concern, LC)，資料不足(DD, 

Data Deficient)、不適用(NA, Not Applicable) 、未評估(NE, Not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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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哺乳類名錄 
目 科 中名 學名 稀有類別 2018/5 

食蟲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C 2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C 11 

囓齒目 鼠科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C 5 

物種數小計(S)  3 

數量小計(N)  18 

註： 

1.哺乳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8)、臺灣蝙蝠圖鑑(鄭錫奇等, 

2010)、臺灣哺乳動物(祁偉廉, 2008) 

出現頻率  C: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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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鳥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臺灣族群生態屬性 臺灣族群特有性 保育等級 2018/5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不普/夏、普/冬、普/過、普   4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不普/夏、普/冬、普/過、普   2 

鷺科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普/冬、稀/過、稀   7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7 

鳩鴿科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留、普(orii)/過、稀 特有亞種(S. o. orii)  2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普   6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普   6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留、普 特有亞種(C. a. stictomus)  2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留、普/過、稀 特有亞種(D. m. harterti)  3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留、普 特有亞種(D. f. formosae)  4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夏、普/冬、普/過、普   5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普   6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普 特有亞種(P. s. formosae)  21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留、普 特有亞種(H. l. nigerrimus)  8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留、普   19 

八哥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普   3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普   5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留、普/冬、普   4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普   36 

物種數小計(S)  19 

數量小計(N)  150 

註： 

1.鳥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鳥類名錄(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類紀錄委員會, 2014)、臺灣野鳥圖鑑(王

嘉雄等, 199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8) 

2.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Ⅱ: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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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兩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普遍度 2018/5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C 3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C 4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C 5 

赤蛙科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C 2 

物種數小計(S) 4 

數量小計(N) 14 

 
註：1.兩棲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http://taibif.tw/ (2018)、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

二版)(呂光洋等, 2002)、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高世等，2009)、賞蛙圖鑑-臺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懿如, 2002) 

出現頻率  C:普遍 

 

表六、爬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普遍度 特有類別 2018/5 

壁虎科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C  10 

物種數小計(S) 1 

數量小計(N) 10 

註：1.爬蟲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http://taibif.tw/ (2018)、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二版)(呂光洋等, 2002)、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

高世等，2009) 

出現頻率  C:普遍 

 

 

表七、蝴蝶類名錄 

科 亞科 中名 常用中文名 學名 2018/5 

鳳蝶科 鳳蝶亞科 柑橘鳳蝶 柑橘鳳蝶 Papilio xuthus   2 

鳳蝶科 鳳蝶亞科 玉帶鳳蝶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3 

粉蝶科 粉蝶亞科 白粉蝶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5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遷粉蝶 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3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黃蝶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2 

灰蝶科 藍灰蝶亞科 豆波灰蝶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6 

灰蝶科 藍灰蝶亞科 藍灰蝶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7 

蛺蝶科 斑蝶亞科 雙標紫斑蝶 斯氏紫斑蝶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2 

物種數小計(S) 8 

數量小計(N) 30 

註：1.蝴蝶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8)、臺灣蝶圖鑑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徐堉峰, 2000, 2002, 2006)、臺灣蝶類生態大圖鑑(濱野榮次, 1987) 

 

表八、魚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2018/5 

甲鯰科Loricariidae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50 

麗魚科Cichlidae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p. 250 

物種數小計(S) 2 

數量小計(N) 300 

註： 

1.魚類名錄及生息狀態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中央研究院臺灣魚類資料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 

2.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21 

 

表九、蝦蟹螺貝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2018/5 

蘋果螺科Ampullariidae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35 

物種數小計(S) 1 

數量小計(N) 35 

註： 

1.名錄製作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生息狀態參考自施志昀、李伯雯所著臺灣淡水蟹圖鑑(2009)、施志昀

等所著臺灣的淡水蝦(1998)及賴景陽所著貝類(臺灣自然觀察圖鑑)(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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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生態檢核自評表 

「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基隆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計畫之生態檢核-西定河 

設計單位  

填表人  

工程名稱  紀錄日期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棲地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其他：生態關注對象區域分布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蒐

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

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 □否 

生態環境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詳見生態檢核報告。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詳見生態檢核報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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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對

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否： 

調查評析、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詳見生態檢核報告□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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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生態監看紀錄表 

生態監看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基隆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計畫之生態檢核-西定河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5 月 30 日 

1.生態團隊：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葛紀彬 錢亦新 吳欣怡 

2.棲地生態資料： 

(1).陸域植被覆蓋： 5% 

(2).植被相：□雜木林□人工林□次生林□原始林■草地□農地 □崩塌地 ■建地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次為監看無發現需保全之生態對象  

4. 預測生態影響 

施工過程：■減少植被覆蓋   ■大型施工便道施作   ■土方挖填棲地破壞■土方處至不當隨地表逕流流入水體中 

5. 保育對策 

■植生復育■表土保存□棲地保護□維持自然景觀■施工便道復原■大樹保留 

■生態監測計畫 □生態評估工作 □劃定保護區□以柔性工法處理■廢水排放管制及清淤 

6.棲地影像紀錄： 

 

 

 

基地現況多為人工建物 基地環境自然度較低 

  

基地現況 離水較高處可見植物生長 

監看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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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生態檢核調查現場照片 (2018 年 5 月) 

  
西定河工程-周邊環境 西定河工程-周邊環境 

  
西定河工程-周邊環境 西定河工程-周邊環境 

  
西定河工程-周邊環境 生物照-夜鷺 

  
生物照-紅嘴黑鵯 生物照-小白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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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照-雜交吳郭魚 生物照-豹紋翼甲鯰 

 

附件四、關切團體名單 

單位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email 

基隆市野鳥學會 基隆市孝一路 82 號之 2 號 3 樓 02-2427-4100 

海洋臺灣基金會 基隆市八斗街 148 巷 4 號 02-24694636 

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基隆市協和街 55 巷 11 號 02-24280200 

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臺北市文山區和興路 84 巷 18 號 1 樓 (02)22369735~6 

雞籠霧雨 - keelungrain@gmail.com 

雨港曙光 - ourkeelung@gmail.com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

育協會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184 號 5 樓

之 3 
02-23685862 

 

https://keelungrain.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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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內生態檢核沿革簡歷及辦理依據 

為落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之理念，藉由施工前收集區域生態資訊，了

解當地環境生態特性、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成區位等，適度運用迴避、縮小、

減輕、補償等保育措施，納為相關工程設計理念，以降低工程對環境生態

的衝擊。 

 

貳、階段說明 

根據生態檢核作業流程，本案為作業流程之第一階段-計畫提報階段。

已確定施工之空間範圍，進行棲地環境之生態調查，並填寫「生態檢核自

評表」之工程計畫提報核定階段及「生態監看紀錄表」。詳細內容請參閱

附件一~二。 

  

參、執行團隊 

本計畫由民享環境生態調查公司參與、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民享環境生態調查公司曾辦理「臺中市地下水

資源調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大肚山等地區湧泉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

委託專業服務」、「臺中市地下水資源調查建置運用管理計畫－大肚山等

地區湧泉調查及利用可行性評估」委託專業服務(擴充合約)、崁頂鄉納骨堂

興辦事業計畫之生態檢核、「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臺中市第一階段提案

生態檢核審核工作、財團法人臺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

(TIWE)所組成之團隊，擔任「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期)106~107 年臺中

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具備豐富專業生態調查技術與生態檢核

作業等相關經驗。 

 

肆、生態資料收集 

一、植物資源 

本調查基地位處臺灣北端，在氣候上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相當大，地

理氣候區分屬於東北氣候區。本區鄰近除了北方的大屯火山群、西方的林

口臺地等高起地形外，東方及南方尚有雪山尾稜山脈之延伸，造成鄰近地

區高低起伏之複雜地形。植物之組成多受東北季風之影響，其影響並不僅

限於降雨，冬季長期受強風吹襲也造就此區硬葉林及灌叢（sclerophyllous 

forest and scrub）之特殊植群形相，此種植群形相多見於臺灣島之東北部及

東南部面海與受風地區（Su, 1985）。已有多位學者針對這些明顯受東北季

風影響之地區進行當地森林植群之相關研究（關秉宗，1984；謝宗欣和謝

長富，1990；陳益明，1991；陳賢賓，1992；謝長富，2000），同時歸納

出數項東北季風林之特點（蘇聲欣，2001）。 

1. 森林層次分化不明顯，樹高較低。 

2. 林木間密度較大，然徑級較一般森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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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植群帶之壓縮以及部份中高海拔植物降低分布海拔於區內。 

4. 出現臺灣南北分布型的植物。 

5. 森林界限（forest line）下降。 

6. 森林社會組成多樣性有偏低之趨勢，且有優勢度集中於少數樹種之現象。 

7. 硬葉林及灌叢為東北季風影響下之特有植群型，在臺灣東北區及東南區

的形相相同，但組成種類有差異。 

8. 在東北氣候區內，愈靠近海岸地區，殼斗科植物種數明顯下降，樟科植

物則仍維持相當之多樣性。 

本區植物種數之統計於鄰近之研究報告中，不論是從研究範圍較大之台

北近郊低海拔闊葉林中記錄有 826 種植物（蘇聲欣，2001）或是地區性之

臺灣東北部瑪鋉溪流域植群生態之研究中所記錄之 347 種植物（簡龍祥，

2002）及內雙溪流域低海拔森林之調查所記錄之 390 種植物（王中原，

2000），其物種組成皆可看出東北氣候區之環境特性。另鄰近之北海岸地

區亦擁有豐富且多樣的陸域生物資源，其中植物種類共有 160 科 767 種，

其中包含 13 科 18 種的臺灣特有種植物（林慈怡，2013）。 

 

二、動物資源 

本調查基地鄰近「北海岸風景區」，其位於臺灣本島的北端，緊臨臺灣

海峽及東海，為「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特定區管理處」所管轄。行政區

域分屬新北市三芝、石門、金山、萬里等 4 個區，陸域部分東自萬里都市計

畫界起，西迄三芝區與淡水區之區域邊界，面積約 6,085 公頃；海域部分自

海岸線起至二十公尺等深線，面積約 4,411 公頃，合計約 10,496 公頃（北觀

處，2012a，2012e）。其生物資源簡述如下: 

1. 鳥類 

北海岸位於臺灣的最北端，亦為候鳥季節性遷移的必經之地，而地

處迎風口的北海岸，每年東北季風狂吹及颱風來臨前後，更是迷鳥的避

風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北海岸地區一共有臺北野柳、關渡、挖

子尾保留區等 3 個「臺灣重要野鳥棲地 IBA」，也是北臺灣絕佳的賞鳥

勝地（劉良力等，2010；曾榮政等，2006；中華民國野鳥學會，2011）。

由於生態環境雜異，故北海岸地區所能見到之鳥類也就相當多，包括遷

移性水鳥及山區留鳥，調查結果共有 147種鳥類，約佔臺灣地區可見鳥

類之百分之三十八（內政部營建署，1987）。 

鄰近之野柳為臺灣十大經典賞鳥路線之一（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2012），而鄰近之清水濕地及金山青年活動中心，亦為賞鳥人士口耳相

傳的候鳥、過境鳥及迷鳥的賞鳥聖地，如稀有的迷鳥川秋沙（Mergus 

merganser）於 2012年 1月現蹤清水濕地、2011年 4月野柳的東方白鸛

（Cironia boyciana）、2010年 11月出現在金山清水濕地的小天鵝（Cygnus 

columbianus），2008 年造訪金山清水濕地的丹頂鶴（Grus japo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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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在當時也曾引起軒然大波，新北市（原臺北縣）政府還一度為其無

限期停建外環道路，此外，還有 1999年在野柳發現的黑腳信天翁

（Phoebastria nigripes）、長尾水薙鳥（Puffinus pacificus）、東方白鸛、

唐白鷺（Egretta eulophotes）及黑面琵鷺（Platalea minor）等，均是觀

鳥人競相追逐的鳥種（中華民國野鳥學會，2010）。 

2. 蝴蝶 

北海岸風景區緊鄰陽明山國家公園，然蝴蝶調查僅有零星紀錄，種

類目前初步統計約有 150種上下。蝴蝶物種與陽明山山區大致相同，但

仍有其地理特色，如僅以爬森藤寄主的大白斑蝶，爬森藤是濱海植物主

要產於岩岸和礁岸，所以僅生長於臺灣兩端的海岸，以及東部三個離島

（蘭嶼、綠島和龜山島），故唯有在這些地方可以觀察到大白斑蝶的野

外生態。另外本區位處臺灣最北端，每年秋天隨著東北季風過來的蝴

蝶，目前已知道的有大絹斑蝶、稻弄蝶和紋黃蝶等（劉良力等，2010；

曾榮政等，2006）。 

3. 兩棲類 

於北海岸風景區境內遠離海岸線之水稻田、茶園及低矮樹林中可見

到兩棲類，此區共記錄了 5科 20種蛙類，其中以臺北赤蛙最具特色。

臺北赤蛙是臺灣特有種，近年來可能因為農藥及環境變遷的影響，臺灣

僅於臺北石門、三芝；桃園的龍潭、楊梅；台南的官田地區及屏東縣的

萬巒、內埔等地有出現紀錄（劉良力等，2010；內政部營建署，1987）。 

 

伍、執行成果 

本團隊於 107 年 5 月進行計畫預定範圍之現地勘查、生態調查(圖一)，

並填寫並填寫「生態檢核自評表」之工程計畫提報核定階段及「生態監看

紀錄表」等表格。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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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本計畫生態環境監測調查位置圖 

一、陸域植物 

本案依現行環保署於 2002年4月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進行

調查作業，經現場調查並參考空照圖判讀結果，本區植被受人為開發程度較

高，形成自然度較低之植被類型，其上植物多為人工栽植，整體而言植被多

為自然度較低之草生地及水域環境。其上易受人為活動所干擾，因此自然度

均偏低，無法顯現植群之穩定結構與形相。依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

僅敘述一般植被概況及植物種類組成。 

1. 植被概況 

經由現場調查後，本區植被類型僅有水域及人工建物等類型，其植被概

況及主要組成分述如下： 

(1) 水域(自然度 0) 

主要為旭川河沉沙池內之設施，水流經過之處無植被生長，兩岸植被類

型常見者為生長快速之巴拉草、五節芒等禾本科植物，另離水較遠處可見榕

樹、白肉榕及構樹等物種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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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工建物(自然度 0) 

包含了房舍、空地及排水溝渠等，因人為擾動造成本區幾無植物覆蓋，

所佔比例高。 

2. 植物物種組成 

本季於旭川河沉沙池調查中共計發現植物 21 科 57 屬 66 種，其中 7 種喬

木，6 種灌木，5 種藤木，48 種草本，包含 49 種原生種，16 種歸化種，1

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部分(72.7%)，而植物屬性以原生

物種最多(74.2%)。植物歸隸屬性詳見表一，植物名錄詳見表二。 

3. 稀有物種與特有物種 

本季無發現特有物種、稀有物種及臺灣植物紅皮書所記錄之受威脅物種。 

 

二、陸域動物生態 

1.種屬組成及數量 

本季哺乳類共發現 3 目 4 科 4 種 10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三。其

中臭鼩、溝鼠為實際捕獲；東亞家蝠為偵測器測得；赤腹松鼠為目擊紀錄。

所發現之哺乳類均屬普遍物種。 

本季鳥類共發現 10 科 15 種 136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四。本調

查範圍內尚有水域環境，故除了陸生性鳥種，亦有水鳥如小白鷺、夜鷺等。

所記錄到之鳥種均為臺灣西部平原普遍常見物種。 

本季兩棲類共發現 2 科 2 種 5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五。本區人

為經濟活動繁忙，對於兩棲類適存之棲地並不多，所發現之物種均屬普遍常

見物種。 

本季爬蟲類共發現 1 科 1 種 8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六。所記錄

之爬蟲類，多出現於人工建物周圍或草生灌叢棲地，所發現之物種均屬普遍

常見物種。 

本季蝴蝶共發現 4 科 5 亞科 7 種 14 隻次，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七。本

區之蝶類相主要為分布於臺灣西部平原蝶種，所發現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

種。 

 

2.臺灣特有種及臺灣特有亞種 

本季監測共發現臺灣特有亞種則發現 5 種(大卷尾、金背鳩、樹鵲、白頭

翁、紅嘴黑鵯)。 

 

3.保育類物種 

本季監測並未發現保育類動物。 

 

三、水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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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種屬組成及數量 

未發現任何水域生物。 

 

2.臺灣特有種及臺灣特有亞種 

本季監測未發現任何臺灣特有種及特有亞種。 

 

3.保育類物種 

本季監測未發現任何保育類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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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態關注區域及保全對象 

此區經調查後旭川河沉沙池調查範圍兩側雖多為人為擾動區域，大多區域

為人為建物，然仍可於鄰近發現數株胸徑較大之榕樹(附錄五)，其生長健康

程度良好，且若後續相關工程導致此區樹木需移植時，其作業較繁複且移植

成活率較低；另此數株榕樹冠層中可見數種鷺科鳥類在此群聚之情形，包含

夜鷺、黃頭鷺、小白鷺等物種，部分個體可見築巢、育幼等繁殖行為，鄰近

亦可觀察到鷺科亞成鳥於巢位附近有活動之跡象，故此區之數株大胸徑榕樹

可為陸域生態保全對象(圖二)，以減輕人為開發對於本區陸域動植物之影

響。 

水域生態方面，本計畫之調查未發現任何水域生物，由於旭川河沉沙池水

域環境中，水體與底泥有明顯臭味，推測與周遭及上游有民生用水透過地下

排水道直接排入有關，故改善水質是最重要的目標。另底質如有太多有機質

沉澱，會有耗氧的情況發生，為恢復此河段水域生物資源，故建議改善相關

排水設施之設計及清淤將是當前處理之事項。 

  

 

圖二 旭川河沉沙池工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位圖(大樹) 

 

 

柒、評估生態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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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計畫區土地利用型態多為人工建物、停車場，調查範圍內數株大胸徑之

榕樹皆可見夜鷺、小白鷺、黃頭鷺等鷺科鳥類群聚，開發行為可能會破壞本區鳥

類之棲息場域或導致其繁殖行為改變，後續臨水施工作業則將對水域生態產生較

明顯之影響，也可能影響陸域動物之覓食行為。 

 

捌、保育對策研議 

由於本案旭川河沉沙池工程施工過程對現地生態環境之影響較輕微，故本區

相關工程可施作相關生態環境保育對策。 

(1) 迴避：本案相關工程配置、土方堆置區、流動廁所、原物料堆置區及沉澱池

等臨時設施物之設置，應優先考量迴避生態保全對象，避免影響生態保全對

象之自然生長及其生態功能。另針對本區數株大胸徑之榕樹及鷺科鳥類群

聚，建議此區應避免進行施工，以減低人為開發擾動對於本區陸域動植物之

影響。 

 

(2) 縮小：本案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現地生態環境者，則應評估減小相關工程量

體、以生態先行，分區分期為施工原則。施工期間應限制施工便道、土方堆

積、靜水池等臨時設施物降低影響範圍，並儘可能縮小現地受到工程本身及

施作過程干擾之程度。若有裸土及裸地除了應以天然資材敷蓋外，出口及聯

外道路亦應加強路面灑水維護及泥沙清理，以減少揚塵產生。其中衍生之汙

水水體可透過洩水坡，引導到至沉澱池沉澱，至符合相關放流水水質標準後

再行排入排水溝渠。 

 

(3) 補償：為補償本案工程所造成之生態損失，可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等方式，

加速現地植生與生育地復育，或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如濱溪植

被帶植生回復保育工作、樹木移植補植作業(基隆市植栽種植作業規範)或是

樹木修剪作業(基隆市政府行道樹及喬木修剪作業規範)等項目。另為避免野

生動物落入無法離開，除了河岸坡度應設計 45 度以內，且表面以多孔隙設

計外，施工中所設置之沉澱池亦須設計緩坡，以利動物移動或逃生。此沉砂

池以垂直水泥堤為主，水域環境較單純，未來須營造物種多樣性之環境，除

了於河床多鋪設大小不一之石礫，可增加深潭或多孔隙，將可提供水域生物

棲息空間。 

 

玖、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本案施工過程若產生若發現現場生態環境受工程作業影響而產生傷害時，應

立即停止施工作業，並報請相關權責單位研議對策。如發生水體汙染(顏色變異、

異味等)，或大量魚群暴斃情況發生，除了通報基隆環保局等相關單位以外，第

一時間須將環境狀況記錄下來(拍照、錄影等)，其次找附近可裝載水體之容器(寶

特瓶或水桶等)採集異常水體約 500 毫升以上，至於暴斃之魚體亦打撈上岸，以

利後續檢測以釐清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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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開發計畫區及周邊區域植物歸隸屬性統計表 

物種 

歸隸屬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合計 

類
別 

科數 4 0 15 2 21 

屬數 4 0 34 19 57 

種數 4 0 42 20 66 

型
態 

喬木 0 0 7 0 7 

灌木 0 0 5 1 6 

藤本 0 0 5 0 5 

草本 4 0 25 19 48 

屬
性 

特有 0 0 0 0 0 

原生 4 0 31 14 49 

歸化 0 0 10 6 16 

栽培 0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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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植物名錄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Presl 伏石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ensiformis Burm. 箭葉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海金沙科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acuminatus (Houtt.) Nakai 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節節花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空心蓮子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草本 歸化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Gnaphalium luteoalbum L. subsp.affine (D. Don) Koster 鼠麴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Lactuca indica L. 鵝仔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Soliva anthemifolia R. Br. 假吐金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一枝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Youngia japonica (L.) DC. var. japonica 黃鵪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 鵝兒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sinensis (Desr.) Choisy 白花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hirta L. 飛揚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Voigt 密花白飯樹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ell. -Arg. 白匏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debilis Klein ex Willd. 銳葉小返魂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五蕊油柑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Sida rhombifolia L. 金午時花 小灌木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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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雙子葉植物 防己科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千金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var. microcarpa 榕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virgata Reinw. ex Blume 白肉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Morus alba L. 桑樹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醬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車前草科 Plantago asiatica L. 車前草 草本 原生 NE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alatum Moench. 光果龍葵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榆科 Celtis sinensis Personn 朴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 densiflora Hook. & arn. 密花苧麻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ilea microphylla (L.) Leibm. 小葉冷水麻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霧水葛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cyperoides (L.) Kuntze 磚子苗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imbricatus Retz. 覆瓦狀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Scleria terrestris (L.) Fassett 陸生珍珠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拉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op. 馬唐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歸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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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兩耳草 草本 原生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灌木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etaria palmifolia (Koen.) Stapf 棕葉狗尾草 草本 原生 LC 

註： 

1.本名錄係依據黃增泉等(1993-2003)所著之 Flora of Taiwan 製作。 

2.植物紅皮書：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2)，共可區分為滅絕(Extunct, EX)、野外滅絕(Extunct in theWild, EW)、地區滅絕(Regional 

Extunct, RE)、嚴重瀕臨滅絕(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臨滅絕(Endangered, EN)、易受害(Vulnerable, VU)、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 NT)、安全(Least Concern, LC)，資料不足(DD, 

Data Deficient)、不適用(NA, Not Applicable) 、未評估(NE, Not Evaluated) 

 

表三、哺乳類名錄 

目 科 中名 學名 稀有類別 特有類別 2018/5 

食蟲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C  3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C  5 

囓齒目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C  1 

囓齒目 鼠科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C  1 

物種數小計(S)   4 

數量小計(N)   10 

註： 

1.哺乳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8)、臺灣蝙蝠圖鑑(鄭錫奇等, 

2010)、臺灣哺乳動物(祁偉廉, 2008) 

出現頻率  C:普遍 

特有類別  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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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鳥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臺灣族群生態屬性 臺灣族群特有性 保育等級 2018/5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不普/夏、普/冬、普/過、普   28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不普/夏、普/冬、普/過、普   21 

鷺科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普/冬、稀/過、稀   36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4 

鳩鴿科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留、普(orii)/過、稀 特有亞種(S. o. orii)  1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普   2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留、普/過、稀 特有亞種(D. m. harterti)  1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留、普 特有亞種(D. f. formosae)  2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夏、普/冬、普/過、普   3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普   3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普 特有亞種(P. s. formosae)  9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留、普 特有亞種(H. l. nigerrimus)  4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留、普   7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普   2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普   13 

物種數小計(S)  15 

數量小計(N)  136 

註： 

1.鳥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鳥類名錄(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類紀錄委員會, 2014)、臺灣野鳥圖鑑(王

嘉雄等, 199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8) 

2.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Ⅱ: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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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兩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普遍度 2018/5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C 3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C 2 

物種數小計(S) 2 

數量小計(N) 5 

 
註：1.兩棲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http://taibif.tw/ (2018)、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

二版)(呂光洋等, 2002)、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高世等，2009)、賞蛙圖鑑-臺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懿如, 2002) 

出現頻率  C:普遍 

表六、爬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普遍度 特有類別 2018/5 

壁虎科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C  8 

物種數小計(S) 1 

數量小計(N) 8 

 
註：1.爬蟲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http://taibif.tw/ (2018)、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二版)(呂光洋等, 2002)、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

高世等，2009) 

出現頻率  C:普遍 

 

 

表七、蝴蝶類名錄 

科 亞科 中名 常用中文名 學名 2018/5 

鳳蝶科 鳳蝶亞科 花鳳蝶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1 

粉蝶科 粉蝶亞科 白粉蝶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2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遷粉蝶 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2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黃蝶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3 

灰蝶科 藍灰蝶亞科 豆波灰蝶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3 

灰蝶科 藍灰蝶亞科 藍灰蝶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2 

蛺蝶科 蛺蝶亞科 黃鉤蛺蝶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1 

物種數小計(S) 7 

數量小計(N) 14 

註：1.蝴蝶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8)、臺灣蝶圖鑑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徐堉峰, 2000, 2002, 2006)、臺灣蝶類生態大圖鑑(濱野榮次,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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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生態檢核自評表 

「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基隆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計畫之生態檢核-旭川河沉砂池 

設計單位  

填表人  

工程名稱  紀錄日期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棲地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其他：生態關注對象區域分布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蒐

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

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大樹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 □否 

生態環境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詳見生態檢核報告。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詳見生態檢核報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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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對

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開發行為迴避大樹□否： 

調查評析、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詳見生態檢核報告□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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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生態監看紀錄表 

生態監看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基隆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計畫之生態檢核-旭川河沉砂池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5 月 30 日 

1.生態團隊：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葛紀彬錢亦新吳欣怡 

2.棲地生態資料： 

(1).陸域植被覆蓋：35% 

(2).植被相：□雜木林□人工林□次生林□原始林■草地 □農地 □崩塌地 ■建地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次為監看發現需保全之生態對象-大樹 

4. 預測生態影響 

施工過程：■減少植被覆蓋   ■施工便道施作   ■土方挖填棲地破壞■土方處至不當隨地表逕流流入水體中 

5. 保育對策 

■植生復育■表土保存□棲地保護□維持自然景觀■施工便道復原■大樹保留 

■生態監測計畫 □生態評估工作 □劃定保護區□以柔性工法處理■廢水排放管制及清淤 

6.棲地影像紀錄： 

  

基地現況多為排水溝渠 基地旁之植栽 

  

基地旁之植栽 需迴避胸徑較大之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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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迴避胸徑較大之榕樹 需迴避胸徑較大之榕樹 

 

 

需迴避胸徑較大之榕樹 需迴避胸徑較大之榕樹 

  

需迴避胸徑較大之榕樹 需迴避胸徑較大之榕樹 

監看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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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生態檢核調查現場照片 (2018 年 5 月) 

  
基地周邊環境 基地周邊環境 

  
基地周邊環境 基地周邊環境 

  
生物照-夜鷺 生物照-小白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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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關切團體名單 

單位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email 

基隆市野鳥學會 基隆市孝一路 82 號之 2 號 3 樓 02-2427-4100 

海洋臺灣基金會 基隆市八斗街 148 巷 4 號 02-24694636 

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基隆市協和街 55 巷 11 號 02-24280200 

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台北市文山區和興路 84 巷 18 號 1 樓 (02)22369735~6 

雞籠霧雨  keelungrain@gmail.com 

雨港曙光  ourkeelung@gmail.com 

 

附件五、保全大樹資料 

編號 樹種 胸徑 經度 緯度 

1 榕樹 47 121.738687° 25.127833° 

2 榕樹 43 121.738645° 25.127904° 

3 榕樹 31 121.738645° 25.127904° 

4 榕樹 51 121.738552° 25.127974° 

5 榕樹 79 121.738519° 25.128017° 

6 榕樹 69 121.738489° 25.128066° 

7 榕樹 90 121.738421° 25.128062° 

 

 

https://keelungrain.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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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1.1 生態調查成果 

1.1.1 調查計畫 

一、調查樣站及頻度 

本計畫生態調查作業參考民國 104 年水規所「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

點」辦理，分別於迴船池及旺牛橋旁排水溝設置 2 處樣站，並在豐枯水

期各進行 1 次調查。依據臺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說明，豐水期為

5~10 月，枯水期為 11~4 月，故本計畫於 107/05/28 至 107/6/1 進行豐水

期生態調查及採樣，2 處樣站合計共 3 點次調查，詳圖 1.1-1。 

 
圖 1.1-1  生態調查樣站分布圖 

二、調查項目及方法 

本計畫調查項目包含水生植物、兩棲類、魚類、蝦蟹螺貝類、浮游

植物、附著性藻類，其調查方法分述如下，現場照片詳圖 1.1-2。 

(一)水生植物 

1.調查方法 



於選定調查測站沿可及路徑進行維管束植物種類調查，包含原

生、歸化及栽植之種類；如發現稀有植物，或在生態上、商業上、

歷史上（如老樹）、美學上、科學與教育上具特殊價值的物種時，

則標示其分布位置，並說明其重要性。 

2. 名錄製作及鑑定 

植物名稱及名錄製作主要參考「Flora of Taiwan」(Huang et al., 

1993-2003)，將發現之植物種類列出，依據科屬種之學名字母順序

排序，附上中名，並參考下列文獻註明生態資源特性。 

(1)臺灣木本植物圖誌(劉棠瑞，1960) 

(2)臺灣常見植物圖鑑(許建昌，1971、1975) 

(3)臺灣稀有及有絕滅危機之植物(徐國士，1980) 

(4)臺灣野生草本植物(徐國士，1987) 

(5)臺灣稀有植物圖鑑(劉瓊蓮，1993) 

稀有植物則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及臺

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王震哲等，2012)之認定為標準。 

(二)兩棲類 

1.調查方法 

兩棲類調查時段分為日間 8~10 時及夜間 19~21 時，沿調查範

圍內可及路徑行進，行進速率約為每小時 1.5~2.5 公里，日間及夜

間之調查、記錄方法分述如下。 

(1)日間調查 

部分兩棲類物種有日間至樹林邊緣或路旁較空曠處曬太陽，

藉此調節體溫之習性，因此採隨機漫步 (Randomized Walk 

Design)之目視遇測法(Visual Encounter Method)為主，徒手翻掩

蓋物為輔，另著重於永久性或暫時性水域，直接檢視水中是否

有蛙卵、蝌蚪，並翻找底質較濕之覆蓋物，看有無已變態之個

體藏匿其下，倘若遇馬路上有壓死之兩爬類動物，亦將之撿拾、

鑑定種類及記錄，並視情形以 70%酒精或 10%福甲醛製成存證



標本。 

(2)夜間調查 

同樣採目視遇測法為主，徒手翻掩蓋物為輔，以手電筒照

射之方式記錄所見之兩棲類動物，若聽聞叫聲(如蛙類)亦記錄

之。 

2.名錄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 

所記錄之種類依據以下文獻為標準進行名錄製作以及判別其

稀有程度、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2)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二版)(呂光洋等，2002) 

(3)賞蛙圖鑑-臺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懿如，2002) 

(4)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高世等，2009) 

(5)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三)魚類 

1.調查方法 

以蝦籠及手拋網進行誘捕，於籠內放置餌料(狗罐頭)吸引魚

類進入，於各測站分別設置 5 個籠具，並放置 3 夜；蝦籠規格為直

徑 16 公分、長度 36 公分。手拋網各測站以 5 網為努力量，手拋網

規格為 3 分 12 呎以及 5 分 12 呎。捕獲魚類除計數外，均以數位相

機拍照背、腹側面特徵，可鑑定種類當場測量記錄後釋放，未能鑑

定種類則以 5%甲醛固定後攜回鑑定。 

2.名錄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 

所記錄之種類依據以下文獻進行名錄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

度、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2)中央研究院之臺灣魚類資料庫 

(3)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二版)(呂光洋等，2002) 



(4)賞蛙圖鑑-臺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懿如，2002) 

(5)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四)蝦蟹螺貝類 

1.調查方法 

以蝦籠或徒手採集法，蝦籠採集係於籠內放置餌料(狗罐頭)吸

引魚類進入，於各測站分別設置 5 個籠具，並放置 3 夜；蝦籠規格

為直徑 16公分、長度 36公分。徒手採集以 1平方公尺為採集面積，

而環節動物以 1 平方公分為採集面積，可鑑定種類當場記錄後釋放，

無法鑑定物種則以數位相機拍照分類特徵同樣當場釋放，未能鑑定

則以 5%之甲醛固定，攜回實驗室以顯微鏡觀察鑑定其種類及計

數。 

2.名錄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 

所記錄之種類依據以下文獻進行名錄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

度、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2)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之臺灣貝類資料庫 

(3)貝類(臺灣自然觀察圖鑑)(賴景陽，1988) 

(4)臺灣的淡水蝦(施志昀等，1998) 

(5)臺灣的淡水蟹(施志昀等，1999) 

(6)臺灣淡水蟹圖鑑(施志昀、李伯雯，2009) 

(五)浮游植物 

1.調查方法 

依據民國 92 年環署檢字第 0920067727A 號公告「水中浮游植

物採樣方法－採水法」(NIEA E505.50C)進行，於每測站以 1 公升

採水瓶採取表層水樣，裝滿 1公升水後加入 10毫升 Lugol's Solution 

(Sournia, 1978)予以固定，裝入冰桶低溫保存；鑑定分析前，均勻

搖晃水樣，用量筒取 10 毫升水樣，利用抽氣幫浦以及硝酸纖維濾



膜(孔徑 0.45μm，直徑 2mm)過濾水樣，之後將濾膜置於無塵處，

令其乾燥，乾燥後將濾膜剪半，置於玻片中央，並滴 2 滴香柏油(或

其它可使濾膜透明化之油滴)，蓋上蓋玻片鏡檢計數，再推算每公

升藻類數。 

2.名錄製作及鑑定 

採樣結果依據以下文獻進行分類及名錄製作。 

(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2)日本淡水藻圖鑑(水野，1980) 

(3)浮游生物學(袁澣，1995) 

(4)淡水藻類寫真集(山岸，1998) 

(六)附著性藻類 

1.調查方法 

於各測站設立 2 個 10 公分×10 公分網格，使用牙刷小心將網

格內的附著性藻類刷下於含有 3 毫升 Lugol's Solution (Sournia, 

1978)的蒸餾水(200 毫升)中予以固定，裝入冰桶低溫保存；鑑定分

析前，均勻搖晃水樣，用量筒取 10 毫升水樣，利用抽氣幫浦以及

硝酸纖維濾膜(孔徑 0.45μm，直徑 2mm)過濾水樣，之後將濾膜置

於無塵處，令其乾燥，乾燥後將濾膜剪半，置於玻片中央，並滴 2

滴香柏油(或其它可使濾膜透明化之油滴)，蓋上蓋玻片鏡檢計數，

再推算每公升藻類數。 

2.名錄製作及鑑定 

採樣結果依據以下文獻進行分類及名錄製作。 

(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2)日本淡水藻圖鑑(水野，1980) 

(3)浮游生物學(袁澣，1995) 

(4)淡水藻類寫真集(山岸，1998) 

 

 



  
魚類調查 魚類調查 

  
環境照 環境照 

圖 1.1-2  現場照片 

1.1.2 調查成果 

本計畫調查項目可概分為水陸域植物、陸域動物及水域生態進行描述，

其調查生物照如圖 1.1-3 所示。 

一、水域植物 

 (一) 植物種類 

本團隊於田寮河豐水期調查中共計發現植物 114 科 297 屬 389

種，其中 89 種喬木，56 種灌木，47 種藤木，197 種草本， 16 種特

有種，261 種原生種，45 種歸化種，67 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

草本植物佔絕大部分(50.6%)，而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最多(67.1%) 

(附錄一) (表 1.1-1)。  

名錄中屬特有植物者為青楓、臺灣澤蘭、小梗木薑子、香楠、

山芙蓉、薄葉風藤、臺灣何首烏、臺灣欒樹、小花鼠刺、山香圓、



烏皮九芎、森氏紅淡比、黃藤、山油點草、桂竹及大輪月桃，其中

大多皆自生於調查外推範圍內之物種，僅青楓一種為栽植於鄰近地

區之喬木，為人工栽植而非自然分布之物種。 

表 1.1-1 植物物種歸隸特性統計 

物種歸隸特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單子葉植物 雙子葉植物 總計 

類
別 

科數 16 1 77 20 114 

屬數 22 1 202 72 297 

種數 30 1 273 85 389 

型
態 

喬木 1 1 83 4 89 

灌木 0 0 50 6 56 

藤本 0 0 38 9 47 

草本 29 0 102 66 197 

屬
性 

特有 0 0 12 4 16 

原生 30 0 178 53 261 

歸化 0 0 35 10 45 

栽培 0 1 48 18 67 

 (二)田寮河沿岸植栽現況 

本基地沿岸兩側目前已進行綠美化作業，栽植有多種行道樹。

經調查後目前已栽植榕樹、茄苳、細葉欖仁、山櫻花、構樹、楝、

楓香、鳳凰木、樟樹、洋紫荊及水黃皮等物種。其生長狀態大多呈

現良好狀態，然後續須注意榕樹、楝及樟樹等樹種之生長狀態，由

於其生長特性植株周圍地表可能會因植株生長而有鼓起破壞地表路

磚等現象。 

二、陸域動物 

(一)物種組成 

本次共記錄兩棲類 4 科 6 種(盤古蟾蜍、黑眶蟾蜍、澤蛙、小雨

蛙、貢德氏赤蛙、拉都希氏赤蛙)；被記錄到的蛙類，主要棲息於道

路旁之溝渠及樹林底層，所紀錄之物種皆為臺灣西部平原普遍分布

之物種，其名錄詳見表 1.1-2。 

 



 

表 1.1-2 豐水期調查兩生類名錄 

綱 科 中名 學名 
保育
等級 

普遍度 
特有
類別 

豐水期 

兩棲綱 蟾蜍科 盤古蟾蜍 Bufo bankorensis  - C E 3 

兩棲綱 蟾蜍科 黑眶蟾蜍 Bufo melanostictus - C - 5 

兩棲綱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imnocharis - C - 7 

兩棲綱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 C - 9 

兩棲綱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 C - 5 

兩棲綱 赤蛙科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 C - 3 

物種數小計(S) 6 

數量小計(N) 32 

註：出現頻率 C：普遍 

 (二)特有種、保育類 

本季共記錄 1 種特有種(盤古蟾蜍)，並未記錄保育類物種。 

三、水域生態 

(一)物種組成 

本團隊於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 2 科 2 種，分別為大海鰱及

鯔魚，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 1.1-3。 

本團隊於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蝦蟹螺貝類 1 科 1 種，為似殼菜

蛤及，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 1.1-4。 

本團隊於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浮游植物 3 門 15 屬，其中藍菌門

2 屬、綠藻植物門 3 屬、金黃藻門 10 屬，數量以小環藻屬數量最多，

名錄及調查隻次詳見表 1.1-5。 

本團隊於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附著性藻類 2 門 9 屬，其中綠藻

植物門 2 屬、金黃藻門 7 屬，數量以脆桿藻屬數量最多，名錄及調

查隻次詳見表 1.1-6。 

(二)特有種、保育類 

本次並未記錄保育類物種或特有種。 



表 1.1-3 豐水期調查魚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隻次 

迴船池 旺牛橋旁排水溝 

大海鰱科 Megalopidae 大海鰱 Megalops cyprinoides 18 2 

鯔科 Mugilidae 鯔魚 Mugil cephalus 32 7 

物種數小計(S) 2 2 

數量小計(N) 50 9 

註：蝦籠數值單位為隻/15 籠次、手拋網單位是隻/5 網 

 

表 1.1-4 豐水期調查蝦蟹螺貝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隻次 

迴船池 旺牛橋旁排水溝 

似殼菜蛤科 Dreissenidae 似殼菜蛤 Mytilopsis sallei 2 4 

物種數小計(S) 1 1 

數量小計(N) 2 4 

註：蝦籠數值單位為隻/15 籠次、網格採樣數值單位為隻/平方公尺 

 



表 1.1-5 豐水期調查浮游植物名錄 

門 屬 中文名 
細胞數 

迴船池 旺牛橋旁排水溝 

藍菌門 

Cyanobacteria 

微囊藻屬 

Microcystis 

微囊藻 

Microcystis sp. 
928,000 

 

藍菌門 

Cyanobacteria 

顫藻屬 

Oscillatoria 

顫藻 

Oscillatoria sp. 
48,000 

 

綠藻植物門 

Chlorophyta 

空星藻屬 

Coelastrum 

空星藻 

Coelastrum sp.  
44,800 

綠藻植物門 

Chlorophyta 

柵藻屬 

Scenedesmus 

柵藻 

Scenedesmus sp. 
6,400 25,600 

綠藻植物門 

Chlorophyta 

絲藻屬 

Ulothrix 

絲藻 

Ulothrix sp.  
8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雙眉藻屬 

Amphora 

雙眉藻 

Amphora sp. 
1,6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卵形藻屬 

Cocconeis 

卵形藻 

Cocconeis sp. 
1,6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小環藻屬 

Cyclotella 

小環藻 

Cyclotella sp. 
1,579,200 1,025,6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橋彎藻屬 

Cymbella 

橋彎藻 

Cymbella sp. 
3,2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脆桿藻屬 

Fragilaria 

脆桿藻 

Fragilaria sp. 
14,4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異極藻屬 

Gomphonema 

異極藻 

Gomphonema sp. 
3,2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舟形藻屬 

Navicula 

舟形藻 

Navicula sp. 
25,6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菱形藻屬 

Nitzschia 

菱形藻 

Nitzschia sp. 
14,400 8,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羽紋藻屬 

Pinnularia 

羽紋藻 

Pinnularia sp.  
3,2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針杆藻屬 

Synedra 

肘狀針杆藻 

Synedra ulna 
3,2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針杆藻屬 

Synedra 

針杆藻 

Synedra sp. 
3,200 

 

屬數 12 6 

細胞數(ind./L) 2,632,000 1,187,200 

註：數值單位為細胞數/公升 



表 1.1-6 豐水期調查附著性藻類名錄 

門 屬 中文名 
細胞數 

迴船池 旺牛橋旁排水溝 

綠藻植物門 

Chlorophyta 

柵藻屬 

Scenedesmus 

柵藻 

Scenedesmus sp. 
40,000 120,000 

綠藻植物門 
Chlorophyta 

絲藻屬  

Ulothrix 
絲藻 

Ulothrix sp.  
35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曲殼藻屬 

Achnanthes 

曲殼藻 

Achnanthes sp. 
3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小環藻屬 
Cyclotella 

小環藻 
Cyclotella sp.  

2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脆桿藻屬 
Fragilaria 

脆杆藻  

Fragilaria sp. 
100,000 52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異極藻屬 

Gomphonema 

異極藻  

Gomphonema sp. 
20,000 1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布紋藻屬 

Gyrosigma 

布紋藻  

Gyrosigma sp. 
1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舟形藻屬 
Navicula 

舟形藻  

Navicula sp. 
3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菱形藻屬 
Nitzschia 

菱形藻  

Nitzschia sp. 
50,000 30,000 

屬數 7 6 

細胞數(ind./L) 280,000 1,050,000 

註：數值單位為細胞數/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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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3 豐水期現場生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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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植物名錄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蕨類植物 鐵線蕨科 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L. 鐵線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鐵線蕨科 Coniogramme taibeiensis Ching 臺北鳳丫蕨 草本 原生 NE 

蕨類植物 鐵角蕨科 Asplenium antiquum Makino 山蘇花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鐵角蕨科 Asplenium nidus L. 臺灣山蘇花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鐵角蕨科 Asplenium trichomanes L. 鐵角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蹄蓋蕨科 Diplazium donianum (Mett.) Tard.-Blot 細柄雙蓋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蹄蓋蕨科 Diplazium esculentum (Retz.) Sw. 過溝菜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烏毛蕨科 Blechnum orientale L. 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桫欏科 Cyathea lepifera (J. Sm.) Copel. 筆筒樹 喬木 原生 LC 

蕨類植物 碗蕨科 Dennstaedtia scabra (Wall. ex Hook.) Moore 碗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碗蕨科 Microlepia speluncae (L.) Moore 熱帶鱗蓋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碗蕨科 Microlepia strigosa (Thunb.) C. Presl 粗毛鱗蓋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木賊科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subsp. ramosissimum 木賊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裏白科 Dicranopteris linearis (Burm. f.) Under. 芒萁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陵齒蕨科 Sphenomeris chusana (L.) Copel. 烏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觀音座蓮科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Rosenst. 觀音座蓮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蓧蕨科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腎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蓧蕨科 Nephrolepis biserrata (Sw.) Schott 長葉腎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Presl 伏石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Lepisorus thunbergianus (Kaulf.) Ching 瓦葦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Polypodium argutum Wall. 擬水龍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Pyrrosia adnascens (Sw.) Ching 抱樹石葦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ensiformis Burm. 箭葉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multifida Poir. 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semipinnata L. 
半邊羽裂鳳尾

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海金沙科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卷柏科 Selaginella delicatula  (Desv.) Alston 全緣卷柏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卷柏科 Selaginella doederleinii Hieron. 生根卷柏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acuminatus (Houtt.) Nakai 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parasitica (L.) Farw. 密毛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裸子植物 南洋杉科 Araucaria excelsa (Lamb.) R. Br. 小葉南洋杉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Dicliptera chinensis (L.) Juss. 華九頭獅子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Justicia procumbens L. var. procumbens. 爵床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Lepidagathis formosensis Clarke ex Hayata 臺灣鱗球花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Staurogyne concinnula (Hance) Ktze. 哈哼花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楓樹科 Acer serrulatum Hayata 青楓 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獼猴桃科 Saurauia tristyla DC. var. oldhamii (Hemsl.) Finet & Gagncp. 水冬瓜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番杏科 Tetragonia tetragonoides (Pall.) Kuntze 番杏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chyranthes longifolia (Makino) Makino 柳葉牛膝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en 毛蓮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節節花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空心蓮子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inamoenus Willd. 莧菜 草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patulus Betoloni 青莧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spinosus L. 刺莧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莧科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Mangifera indica L. 芒果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Rhus javanica L. var. roxburghiana (DC.) Rehd. & Wilson 羅氏鹽膚木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Rhus succedanea L. 山漆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番荔枝科 Annona squamosa L. 番荔枝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繖形花科 Apium graveolens L. 芹菜 草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繖形花科 Daucus carota L. var. sativa DC. 胡蘿蔔 草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繖形花科 Hydrocotyle nepalensis Hook. 乞食碗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繖形花科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Lam. 天胡荽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Cerbera manghas L. 海檬果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Ecdysanthera rosea Hook. & Arn. 酸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Hoya carnosa (L. f.) R. Brown 毬蘭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Trachelospermum gracilipes Hook. f. 細梗絡石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Vinca rosea L. 日日春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冬青科 Ilex asprella (Hook. & Arn.) Champ. 燈稱花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五加科 Aralia bipinnata Blanco 裏白楤木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五加科 Eleutherococcus trifoliatus (L.) S. Y. Hu var. trifoliatus 三葉五加 木質藤本 原生 LC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雙子葉植物 五加科 Polyscias guilfoylei (Bull) L. H. Bailey 福祿桐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五加科 Schefflera arboricola (Hayata) Kanehira 鵝掌蘗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五加科 Schefflera octophylla (Lour.) Harms 鵝掌柴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茵陳蒿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var. subulatus 帚馬蘭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Blumea riparia (Blume) DC. var. megacephala Randeria 大頭艾納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var. canadensis 加拿大蓬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草本 歸化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Dichrocephala integrifolia (L. f.) Kuntze 茯苓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upatorium cannabinum L. var. asiaticum Kitam. 臺灣澤蘭 灌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Gnaphalium luteoalbum L. subsp.affine (D. Don) Koster  鼠麴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Lactuca indica L. 鵝仔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草質藤本 歸化 NE 

雙子葉植物 菊科 Pluchea sagittalis 翼莖闊苞菊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Siegesbeckia orientalis L. 豨薟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Soliva anthemifolia R. Br. 假吐金菊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一枝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菊科 Wedelia triloba L. 南美蟛蜞菊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菊科 Youngia japonica (L.) DC. var. japonica 黃鵪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鳳仙花科 Impatiens walleriana Hook. f. 非洲鳳仙花 草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落葵科 Anredera cordifolia (Tenore) van Steenis 洋落葵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木棉科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馬拉巴栗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Brassica chinensis L. var. oleifera Makino 油菜 草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 薺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Cardamine flexuosa With. 蔊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Raphanus sativus L. 蘿蔔 草本 栽培 NE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雙子葉植物 仙人掌科 Hylocereus undatus (Haw.) Br. et R. 三角柱 灌木 歸化 NE 

雙子葉植物 忍冬科 Sambucus formosana Nakai 冇骨消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番木葫蘆科 Carica papaya L. 木瓜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Drymaria diandra Blume 菁芳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Stellaria alsine Grimm. var. undulata (Thunb.) Ohwi 天蓬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 鵝兒腸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金粟蘭科 Sarcandra glabra (Thunb.) Nakai 紅果金粟蘭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金絲桃科 Hypericum japonicum Thunb. ex Murray 地耳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小葉欖仁樹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Dichondra micrantha Urban 馬蹄金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aquatica Forsk. 蕹菜 草本 栽培 NA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batatas (L.) Lam. 番薯 草質藤本 栽培 NA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sinensis (Desr.) Choisy 白花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pes-caprae (L.)  Sweet. subsp. Brasiliensis (L.) Oostst 馬鞍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景天科 Sedum alfredi Hance 石板菜 肉質草本 原生 NE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Diplocyclos palmatus (L.) C. Jeffrey 雙輪瓜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Thunb.) Makino 絞股藍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Momordica charantia L. var. abbreviata Ser. 短角苦瓜 草質藤本 歸化 NE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Trichosanthes laceribracteata Hayata 槭葉括樓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Melothria mucronata (Blume) Cogn. 黑果馬皎兒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虎皮楠科 Daphniphyllum glaucescens Bl. subsp. oldhamii (Hemsl.) Huang 奧氏虎皮楠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柿樹科 Diospyros eriantha Champ. ex Benth. 軟毛柿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胡頹子科 Elaeagnus oldhamii Maxim. 宜梧 小喬木 原生 DD 

雙子葉植物 杜英科 Elaeocarpus japonicus Sieb. & Zucc. 薯豆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杜英科 Elaeocarpus sylvestris (Lour.) Poir. 杜英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杜鵑花科 Rhododendron spp. 杜鵑花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Acalypha australis L. 鐵莧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Aleurites montana E. H. Wilson 廣東油桐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冬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Bridelia balansae Tutch. 刺杜密 喬木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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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hirta L. 飛揚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hyssopifolia (L.) Small 紫斑大戟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makinoi Hayata 小葉大戟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prostrata Ait. 伏生大戟 匍匐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千根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odiaeum variegatum Blume 變葉木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pulcherrima Willd. ex Klotzsch 聖誕紅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Voigt 密花白飯樹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Glochidion philippicum (Cav.) C. B. Rob. 菲律賓饅頭果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Glochidion rubrum Blume 細葉饅頭果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 -Arg. 野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ell. -Arg. 白匏子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philippensis (Lam.) Muell. -Arg. 粗糠柴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repandus (Willd.) Muell. -Arg. 扛香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debilis Klein ex Willd.  銳葉小返魂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multiflorus Willd. 多花油柑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五蕊油柑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urinaria L. 葉下珠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Sapium sebiferum (L.) Roxb. 烏桕 喬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殼斗科 Cyclobalanopsis glauca (Thunb.) Oerst. Var. glauca 青剛櫟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苦苣苔科 Hemiboea bicornuta (Hayata) Ohwi 角桐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苦苣苔科 Rhynchotechum discolor (Maxim.) Burtt 同蕊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金縷梅科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楓香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唇形花科 Coleus x hybridus Voss 彩葉草 草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唇形花科 Ocimum basilicum L. 九層塔 灌木 栽培 LC 

雙子葉植物 唇形花科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到手香 草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樟科 Cinnamomum burmanni Bl. 陰香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L.) Sieb. 樟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樟科 Litsea hypophaea Hayata 小梗木薑子 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樟科 Machilus japonica Sieb. & Zucc. var. kusanoi (Hayata) Liao 大葉楠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樟科 Machilus thunbergii Sieb. & Zucc. 紅楠 喬木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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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樟科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香楠 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玉蕊科 Barringtonia racemosa (L.) Blume ex DC. 水茄苳 喬木 原生 VU 

雙子葉植物 豆科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Aeschynomene indica L. 合萌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Pithecellobium lucidum Benth. 頷垂豆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Bauhinia championii (Benth.) Benth 菊花木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Bauhinia purpurea L. 洋紫荊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豆科 Cajanus scarabaeoides (L.) du Petit-Thouars 蔓蟲豆 匍匐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Crotalaria pallida Ait. var. obovata (G. Don) Polhill 黃野百合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豆科 Delonix regia (Boj.) Raf. 鳳凰木 喬木 栽培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Desmodium laxum DC. subsp. laterale (Schindler) Ohashi 琉球山螞蝗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豆科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m (Sesse & Moc. ex DC.) Urb. 賽芻豆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豆科 Millettia reticulata Benth. 老荊藤 蔓性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豆科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ssp. thomsonii (Benth.) Ohashi & Tateishi 葛藤 木質藤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豆科 Senna surattensis (Burm. f.) Irwin & Barneby 黃槐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豆科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田菁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馬錢科 Buddleja asiatica Lour. 揚波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Ammannia baccifera L. 水莧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Cuphea carthagenensis (Jacq.) J.F. Macbr. 克非亞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Cuphea hyssopifolia H. B. K. 細葉雪茄花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Lagerstroemia speciosa (L.) Pers. 大花紫薇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九芎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木蘭科 Michelia alba DC. 白玉蘭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sabdariffa L. 洛神葵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taiwanensis Hu 山芙蓉 小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Sida rhombifolia L. 金午時花 小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灌木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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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野牡丹科 Melastoma candidum D. Don 野牡丹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inn. 楝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楝科 Toona sinensis (Juss.) M. Roem. 香椿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防己科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千金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 波羅蜜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桑科 Artocarpus incisus (Th.) L. F. 麵包樹 喬木 栽培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ampelas Burm. f. 菲律賓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erecta Thunb. var. beecheyana (Hook. & Arn.) King 牛乳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fistulosa Reinw. ex Blume 豬母乳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formosana Maxim. 天仙果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irisana Elmer 澀葉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黃金榕 小喬木 栽培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var. microcarpa 榕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nervosa Heyne 九丁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pumila L. 薜荔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septica Burm. f. 大冇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桑科 Morus alba L. 桑樹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紫金牛科 Ardisia sieboldii Miq. 樹杞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紫金牛科 Maesa japonica (Thunb.) Moritzi 山桂花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Syzygium samarangense (Blume) Merr. & Perry 蓮霧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紫茉莉科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攀緣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Fraxinus formosana Hayata 白雞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Jasminum nervosum Lour. 山素英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Jasminum sambac (L.) Ait. 茉莉花 草質藤本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桂花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丁香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醬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suberosa Linn. 三角葉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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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商陸科 Phytollaca americana L. 美洲商陸 草本 歸化 NE 

雙子葉植物 胡椒科 Piper kadsura (Choisy) Ohwi 風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胡椒科 Piper sintenense Hatusima 薄葉風藤 木質藤本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海桐科 Pittosporum tobira Ait. 海桐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車前草科 Plantago asiatica L. 車前草 草本 原生 NE 

雙子葉植物 車前草科 Plantago virginica L. 毛車前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chinense L. 火炭母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longisetum De Bruyn 睫穗蓼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ex Murray var. hypoleucum (Ohwi) Tang S. Liu 臺灣何首烏 草質藤本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扛板歸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pubescens Blume 八字蓼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蓼科 Rumex crispus L.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土人參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毛茛科 Clematis grata Wall. 串鼻龍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毛茛科 Ranunculus cantoniensis DC. 水辣菜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Duchesnea indica (Andr.) Focke 蛇莓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 枇杷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 山櫻花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Prunus phaeosticta (Hance) Maxim. 黑星櫻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Rosa rugosa Thunb. 玫瑰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山黃梔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Hedyotis diffusa Willd. 定經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Hedyotis strigulosa Bartl. ex DC. var. parvifolia (Hook. & Arn.) Yamazaki  脈耳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Lasianthus obliquinervis Merr. 雞屎樹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Lasianthus plagiophyllus Hance 圓葉雞屎樹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Mussaenda parviflora Matsum. 玉葉金花 蔓性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Ophiorrhiza japonica Blume 蛇根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Psychotria rubra (Lour.) Poir. 九節木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Psychotria serpens L. 拎壁龍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Wendlandia formosana Cowan 水金京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Citrus grandis Osbeck 柚 喬木 栽培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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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Melicope pteleifolia (Champ. ex Benth.) T. Hartley 三腳鱉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Zanthoxylum nitidum (Roxb.) DC. 雙面刺 木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楊柳科 Salix babylonica L. 垂柳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草質藤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Dimocarpus longan Lour 龍眼樹 喬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虎耳草科 Itea parviflora Hemsl. 小花鼠刺 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Mazus pumilus (Burm. f.) Steenis 通泉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Scoparia dulcis L. 野甘草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Vandellia antipoda (L.) Yamazaki 旱田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Vandellia crustacea (L.) Benth. 藍豬耳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茄科 Physalis angulata L. 苦蘵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alatum Moench. 光果龍葵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capsicoides Allioni 刺茄 草本 原生 NA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melongena L. 茄子 灌木 栽培 NA 

雙子葉植物 省沽油科 Turpinia formosana Nakai 山香圓 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安息香科 Styrax formosana Matsum. 烏皮九芎 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灰木科 Symplocos glauca  (Thunb.) Koidz. 山羊耳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茶科 Cleyera japonica Thunb. var. morii (Yamamoto) Masamune 森氏紅淡比 喬木 特有 LC 

雙子葉植物 茶科 Eurya chinensis R. Br. 米碎柃木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茶科 Gordonia axillaris (Roxb. ex Ker Gawl.) Dietr. 大頭茶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榆科 Celtis sinensis Personn 朴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榆科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 densiflora Hook. & arn. 密花苧麻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Dendrocnide meyeniana (Walp.) Chew 咬人狗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Elatostema lineolatum Forst. var. major Thwait. 冷清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Elatostema sessile Forst. var. cuspidatum Wedd. 樓梯草 草本 原生 NE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Oreocnide pedunculata (Shirai) Masam. 長梗紫麻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ilea microphylla (L.) Leibm. 小葉冷水麻 草本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ouzolzia elegans Wedd. 水雞油 灌木 原生 LC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霧水葛 草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 var. formosana  杜虹花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Turcz. 大青 灌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Clerodendrum paniculatum L. 龍船花 灌木 歸化 LC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Clerodendrum trichotomum Thunb. 海州常山 喬木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Duranta repens L. 金露花 灌木 栽培 NE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Lantana camara L. 馬纓丹 灌木 歸化 NA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漢氏山葡萄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虎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Tetrastigma formosanum (Hemsl.) Gagnep. 三葉崖爬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龍舌蘭科 Cordyline fruticosa (L.) Goepp. 朱蕉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龍舌蘭科 Dracaena fragrans (L.) Ker-Gawl. 巴西鐵樹 灌木 栽培 NA 

單子葉植物 龍舌蘭科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Prain 虎尾蘭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石蒜科 Crinum asiaticum L. 文珠蘭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Alocasia odora (Lour.) Spach 姑婆芋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Epipremnum pinnatum (L.) Engl. ex Engl. & Kraus 拎樹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Pothos chinensis (Raf.) Merr. 柚葉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Rhaphidophora aurea (Lindl. ex Andre.) Birdsey 黃金葛 草質藤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Syngonium podophyllum 合果芋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Typhonium blumei Nicolson & Sivadasan 土半夏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Xanthosoma sagittifolium（L.）Schott  千年芋 草本 栽培 NA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Areca catechu L. 檳榔 喬木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Arenga engleri Beccari 山棕 灌木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Calamus quiquesetinervius Burret. 黃藤 木質藤本 特有 LC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Bory.) H. A. Wendl. 黃椰子 喬木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美人蕉科 Canna indica L. var. orientalis (Rosc.) Hook. f. 美人蕉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Amischotolype hispida（Less.＆Rich.）Hong  中國穿鞘花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Callisia repens L. 翠玲瓏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Commelina communis L. 鴨跖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Murdannia keisak (Hassk.) Hand.-Mazz. 水竹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Pollia japonica Thunb. 杜若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Tradescantia fluminensis Vell. 水竹草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Zebrina pendula Schnizl. 吊竹草 蔓性草本 歸化 NE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cyperoides (L.) Kuntze 磚子苗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imbricatus Retz. 覆瓦狀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Fimbristylis cymosa R. Br. 乾溝飄拂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Kyllinga nemoralis (J. R. & G. Forster) Dandy ex Hutchinson & Dalz. 單穗水蜈蚣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Scleria terrestris (L.) Fassett 陸生珍珠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Torulinium odoratum (L.) S. Hooper 斷節莎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薯蕷科 Dioscorea bulbifera L. 獨黃 木質藤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薯蕷科 Dioscorea matsudai Hayata 裏白葉薯榔 木質藤本 原生 NE 

單子葉植物 浮萍科 Lemna aequinoctialis Welwitsch  青萍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浮萍科 Lemna perpusilla Torr. 浮萍 草本 原生 NE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Allium fistulosum L. 蔥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Aloe vera (L.) Webb. var. chinese Haw. 蘆薈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Lour.) Merr. 天門冬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Dianella ensifolia (L.) DC. 桔梗蘭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Ophiopogon intermedius D. Don 間型沿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Tricyrtis stolonifera Matsum. 山油點草 草本 特有 LC 

單子葉植物 芭蕉科 Musa basjoo Sieb. 芭蕉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芭蕉科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蘭科 Liparis bootanensis Griff. 摺疊羊耳蘭 草本 原生 DD 

單子葉植物 露兜樹科 Pandanus odoratissimus L. f. 林投 灌木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Alopecurus aequalis Sobol. var. amurensis (Komar.) Ohwi 看麥娘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Arthraxon hispidus (Thunb.) Makino 藎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Arundo formosana Hack. 臺灣蘆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ambusa multiplex (Lour.) Raeuschel 蓬萊竹 喬木 栽培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ambusa oldhamii Munro 綠竹 喬木 栽培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拉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op. 馬唐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Digitaria setigera Roem. & Schult. 短穎馬唐 草本 原生 LC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等級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Ischaemum crassipes (Steud.) Thell. 鴨嘴草 草本 原生 DD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Leersia hexandra Sw. 李氏禾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Lophatherum gracile Brongn. 淡竹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s var. glaber （Nakai）J.T.Lee 白背芒 草本 原生 NE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P. Beau. 竹葉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兩耳草 草本 原生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 urvillei Steud. 吳氏雀稗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灌木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蘆葦 灌木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ata 桂竹 灌木 特有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ogonatherum crinitum (Thunb.) Kunth 金絲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etaria palmifolia (Koen.) Stapf 棕葉狗尾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etaria verticillata (L.) Beauv. 倒刺狗尾草 草本 原生 NA 

單子葉植物 雨久花科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布袋蓮 草本 歸化 NA 

單子葉植物 菝葜科 Smilax bracteata Presl subsp. verruculosa (Merr.) T. Koyama 糙莖菝葜 木質藤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菝葜科 Smilax china L. 菝葜 木質藤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百部科 Stemona tuberosa Lour. 百部 草質藤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旅人蕉科 Ravenala madagascariensis Sonn. 旅人蕉 草本 栽培 NE 

單子葉植物 香蒲科 Typha orientalis Presl 香蒲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薑科 Alpinia intermedia Gagnep. 山月桃仔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薑科 Alpinia uraiensis Hayata 大輪月桃 草本 特有 LC 

單子葉植物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ith 月桃 草本 原生 LC 

單子葉植物 薑科 Hedychium coronarium Koenig 野薑花 草本 歸化 NA 

註：1.本名錄係依據黃增泉等(1997-2003)所著之 Flora of Taiwan 製作。 

2.植物紅皮書：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2)，共可區分為滅絕(Extunct, EX)、野外滅絕(Extunct in theWild, EW)、地區滅絕(Regional Extunct, RE)、

嚴重瀕臨滅絕(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臨滅絕(Endangered, EN)、易受害(Vulnerable, VU)、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 NT)、安全(Least Concern, LC)，資料不足(DD, Data Deficient)、不適用

(NA, Not Applicable) 、未評估(NE, Not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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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態調查成果 

1.1.1 調查計畫 

一、調查樣站及頻度 

本計畫生態調查作業參考民國 104 年水規所「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

點」辦理，分別於迴船池及旺牛橋旁排水溝設置 2 處樣站，並在豐枯水

期各進行 1 次調查。依據臺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說明，豐水期為

5~10 月，枯水期為 11~4 月，故本計畫於 107/05/28 至 107/6/1 進行豐水

期生態調查及採樣，107/11/6 至 107/11/9 進行枯水期生態調查及採樣，2

處樣站詳見圖 1.1-1。 

 
圖 1.1-1  生態調查樣站分布圖 

二、調查項目及方法 

本計畫調查項目包含水生植物、兩棲類、魚類、蝦蟹螺貝類、浮游

植物、附著性藻類，其調查方法分述如下，現場照片詳圖 1.1-2。 

(一)水生植物 



1.調查方法 

於選定調查測站沿可及路徑進行維管束植物種類調查，包含原

生、歸化及栽植之種類；如發現稀有植物，或在生態上、商業上、

歷史上（如老樹）、美學上、科學與教育上具特殊價值的物種時，

則標示其分布位置，並說明其重要性。 

2.名錄製作及鑑定  

植物名稱及名錄製作主要參考「Flora of Taiwan」(Huang et al., 

1993-2003)，將發現之植物種類列出，依據科屬種之學名字母順序

排序，附上中名，並參考下列文獻註明生態資源特性。 

(1)臺灣木本植物圖誌(劉棠瑞，1960) 

(2)臺灣常見植物圖鑑(許建昌，1971、1975) 

(3)臺灣稀有及有絕滅危機之植物(徐國士，1980) 

(4)臺灣野生草本植物(徐國士，1987) 

(5)臺灣稀有植物圖鑑(劉瓊蓮，1993) 

稀有植物則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及臺

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王震哲等，2012)之認定為標準。 

(二)兩棲類 

1.調查方法 

兩棲類調查時段分為日間 8~10 時及夜間 19~21 時，沿調查範

圍內可及路徑行進，行進速率約為每小時 1.5~2.5 公里，日間及夜

間之調查、記錄方法分述如下。 

(1)日間調查 

部分兩棲類物種有日間至樹林邊緣或路旁較空曠處曬太陽，

藉此調節體溫之習性，因此採隨機漫步 (Randomized Walk 

Design)之目視遇測法(Visual Encounter Method)為主，徒手翻掩

蓋物為輔，另著重於永久性或暫時性水域，直接檢視水中是否

有蛙卵、蝌蚪，並翻找底質較濕之覆蓋物，看有無已變態之個

體藏匿其下，倘若遇馬路上有壓死之兩爬類動物，亦將之撿拾、



鑑定種類及記錄，並視情形以 70%酒精或 10%福甲醛製成存證

標本。 

(2)夜間調查 

同樣採目視遇測法為主，徒手翻掩蓋物為輔，以手電筒照

射之方式記錄所見之兩棲類動物，若聽聞叫聲(如蛙類)亦記錄

之。 

2.名錄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 

所記錄之種類依據以下文獻為標準進行名錄製作以及判別其

稀有程度、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2)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二版)(呂光洋等，2002) 

(3)賞蛙圖鑑-臺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懿如，2002) 

(4)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向高世等，2009) 

(5)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三)魚類 

1.調查方法 

以蝦籠及手拋網進行誘捕，於籠內放置餌料(狗罐頭)吸引魚

類進入，於各測站分別設置 5 個籠具，並放置 3 夜；蝦籠規格為直

徑 16 公分、長度 36 公分。手拋網各測站以 5 網為努力量，手拋網

規格為 3 分 12 呎以及 5 分 12 呎。捕獲魚類除計數外，均以數位相

機拍照背、腹側面特徵，可鑑定種類當場測量記錄後釋放，未能鑑

定種類則以 5%甲醛固定後攜回鑑定。 

2.名錄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 

所記錄之種類依據以下文獻進行名錄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

度、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2)中央研究院之臺灣魚類資料庫 



(3)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二版)(呂光洋等，2002) 

(4)賞蛙圖鑑-臺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懿如，2002) 

(5)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四)蝦蟹螺貝類 

1.調查方法 

以蝦籠或徒手採集法，蝦籠採集係於籠內放置餌料吸引魚類進

入，於各測站分別設置 5 個籠具，並放置 3 夜；蝦籠規格為直徑

16 公分、長度 36 公分。徒手採集以 1 平方公尺為採集面積，而環

節動物以 1 平方公分為採集面積，可鑑定種類當場記錄後釋放，無

法鑑定物種則以數位相機拍照分類特徵同樣當場釋放，未能鑑定則

以 5%之甲醛固定，攜回實驗室以顯微鏡觀察鑑定其種類及計數。 

2.名錄製作及物種屬性判別 

所記錄之種類依據以下文獻進行名錄製作以及判別其稀有程

度、特有種及保育等級等。 

(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2)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之臺灣貝類資料庫 

(3)貝類(臺灣自然觀察圖鑑)(賴景陽，1988) 

(4)臺灣的淡水蝦(施志昀等，1998) 

(5)臺灣的淡水蟹(施志昀等，1999) 

(6)臺灣淡水蟹圖鑑(施志昀、李伯雯，2009) 

(五)浮游植物 

1.調查方法 

依據民國 92 年環署檢字第 0920067727A 號公告「水中浮游植

物採樣方法－採水法」(NIEA E505.50C)進行，於每測站以 1 公升

採水瓶採取表層水樣，裝滿 1公升水後加入 10毫升 Lugol's Solution 

(Sournia, 1978)予以固定，裝入冰桶低溫保存；鑑定分析前，均勻

搖晃水樣，用量筒取 10 毫升水樣，利用抽氣幫浦以及硝酸纖維濾



膜(孔徑 0.45μm，直徑 2mm)過濾水樣，之後將濾膜置於無塵處，

令其乾燥，乾燥後將濾膜剪半，置於玻片中央，並滴 2 滴香柏油(或

其它可使濾膜透明化之油滴)，蓋上蓋玻片鏡檢計數，再推算每公

升藻類數。 

2.名錄製作及鑑定 

採樣結果依據以下文獻進行分類及名錄製作。 

(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2)日本淡水藻圖鑑(水野，1980) 

(3)浮游生物學(袁澣，1995) 

(4)淡水藻類寫真集(山岸，1998) 

(六)附著性藻類 

1.調查方法 

於各測站設立 2 個 10 公分×10 公分網格，使用牙刷小心將網

格內的附著性藻類刷下於含有 3 毫升 Lugol's Solution (Sournia, 

1978)的蒸餾水(200 毫升)中予以固定，裝入冰桶低溫保存；鑑定分

析前，均勻搖晃水樣，用量筒取 10 毫升水樣，利用抽氣幫浦以及

硝酸纖維濾膜(孔徑 0.45μm，直徑 2mm)過濾水樣，之後將濾膜置

於無塵處，令其乾燥，乾燥後將濾膜剪半，置於玻片中央，並滴 2

滴香柏油(或其它可使濾膜透明化之油滴)，蓋上蓋玻片鏡檢計數，

再推算每公升藻類數。 

2.名錄製作及鑑定 

採樣結果依據以下文獻進行分類及名錄製作。 

(1)臺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2)日本淡水藻圖鑑(水野，1980) 

(3)浮游生物學(袁澣，1995) 

(4)淡水藻類寫真集(山岸，1998) 

 

 



  
魚類調查-豐水期 水樣採集-豐水期 

  
環境照-豐水期 環境照-豐水期 

  
魚類調查-枯水期 水樣採集-枯水期 

  
環境照-枯水期 環境照-枯水期 

圖 1.1-2  現場照片 



1.1.2 調查成果 

本計畫調查項目可概分為水陸域植物、陸域動物及水域生態進行描述，

其調查生物照如圖 1.1-3、圖 1.1-4 所示。 

一、水陸域植物 

 (一)植物種類 

本計畫於豐水期調查中共計發現植物 114 科 297 屬 389 種，其

中 89 種喬木，56 種灌木，47 種藤木，197 種草本， 16 種特有種，

261 種原生種，45 種歸化種，67 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

物佔絕大部分(50.6%)，而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最多(67.1%)(附錄一)。

其中青楓、臺灣澤蘭、小梗木薑子、香楠、山芙蓉、薄葉風藤、臺

灣何首烏、臺灣欒樹、小花鼠刺、山香圓、烏皮九芎、森氏紅淡比、

黃藤、山油點草、桂竹及大輪月桃等為特有植物，大多皆自生於調

查外推範圍內之物種，僅青楓一種為栽植於鄰近地區之喬木，為人

工栽植而非自然分布之物種。 

本計畫於枯水期調查則發現植物 115 科 305 屬 400 種，其中 91

種喬木，55 種灌木，47 種藤本，207 種草本， 16 種特有種，273

種原生種，45 種歸化種，66 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

絕大部分(51.75%)，而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最多(68.25%)(附錄一)。

其特有植物數量與豐水期相同。 

整合兩季調查中共計發現植物 115 科 305 屬 400 種，其中 91 種

喬木，55 種灌木，47 種藤本，207 種草本， 16 種特有種，273 種原

生種，45 種歸化種，66 種栽培種。於植物型態上以草本植物佔絕大

部分(51.75%)，而植物屬性以原生物種最多(68.25%) (附錄一) (表

1.1-1)。名錄中屬特有植物者為青楓、臺灣澤蘭、小梗木薑子、香楠、

山芙蓉、薄葉風藤、臺灣何首烏、臺灣欒樹、小花鼠刺、山香圓、

烏皮九芎、森氏紅淡比、黃藤、山油點草、桂竹及大輪月桃，其中

大多皆自生於調查外推範圍內之物種，僅青楓一種為栽植於鄰近地

區之喬木，為人工栽植而非自然分布之物種。 

 



表 1.1-1 植物物種歸隸特性統計 

物種歸隸
特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單子葉植物 雙子葉植物 
總計 

豐水期 枯水期 豐水期 枯水期 豐水期 枯水期 豐水期 枯水期 

類
別 

科數 16 16 1 2 77 77 20 20 115 

屬數 22 23 1 2 202 204 72 76 305 

種數 30 32 1 2 273 277 85 89 400 

型
態 

喬木 1 1 1 2 83 84 4 4 91 

灌木 0 0 0 0 50 51 6 4 55 

藤本 0 0 0 0 38 38 9 9 47 

草本 29 31 0 0 102 104 66 72 207 

屬
性 

特有 0 0 0 0 12 12 4 4 16 

原生 30 32 0 1 178 183 53 57 273 

歸化 0 0 0 0 35 35 10 10 45 

栽培 0 0 1 1 48 47 18 18 66 

 

(二)田寮河沿岸植栽現況 

本基地沿岸兩側目前已進行綠美化作業，栽植有多種行道樹。

經調查後目前已栽植榕樹、茄苳、細葉欖仁、山櫻花、構樹、楝、

楓香、鳳凰木、樟樹、洋紫荊及水黃皮等物種。其生長狀態大多呈

現良好狀態，然後續須注意榕樹、楝及樟樹等樹種之生長狀態，由

於其生長特性植株周圍地表可能會因植株生長而有鼓起破壞地表路

磚等現象。 

二、陸域動物 

(一)物種組成 

本計畫兩棲類於豐水期共記錄 4 科 6 種，枯水期共記錄 3 科 4

種，本計畫共記錄兩棲類 4 科 6 種(盤古蟾蜍、黑眶蟾蜍、澤蛙、小

雨蛙、貢德氏赤蛙、拉都希氏赤蛙)；所記錄之蛙類，主要棲息於樹

林底層及道路旁溝渠，所紀錄之物種皆為臺灣西部平原普遍分布之

物種，其名錄詳見表 1.1-2。 

 

 



表 1.1-2 豐水期及枯水期調查兩生類名錄 

綱 科 中名 學名 
保育
等級 

普遍度 
特有
類別 

豐水期 枯水期 總計 

兩棲綱 蟾蜍科 盤古蟾蜍 Bufo bankorensis  - C E 3 2 5 

兩棲綱 蟾蜍科 黑眶蟾蜍 Bufo melanostictus - C - 5 4 9 

兩棲綱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imnocharis - C - 7 3 10 

兩棲綱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 C - 9  9 

兩棲綱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 C - 5  5 

兩棲綱 赤蛙科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 C - 3 2 5 

物種數小計(S) 6 4 6 

數量小計(N) 32 11 43 

註：出現頻率 C：普遍 

(二)特有種、保育類 

本季共記錄 1 種特有種(盤古蟾蜍)，並未記錄保育類物種。 

三、水域生態 

(一)物種組成 

本計畫豐水期共記錄到魚類 2 科 2 種，枯水期共記錄到魚類 3

科 4 種，本計畫共記錄魚類 3 科 4 種(大海鰱、長鰭莫鯔、鯔魚及雜

交吳郭魚)。名錄詳見表 1.1-3。 

本計畫豐水期及枯水期皆記錄到蝦蟹螺貝類 1 科 1 種，皆為似

殼菜蛤。名錄詳見表 1.1-4。 

本計畫豐水期共記錄到浮游植物 3 門 15 屬，枯水期共記錄到浮

游植物 3 門 13 屬，本計畫共記錄浮游植物 3 門 15 屬，其中藍菌門 2

屬、綠藻植物門 3 屬、金黃藻門 10 屬，數量以小環藻屬數量最多。

名錄詳見表 1.1-5。 

本計畫豐水期共記錄到附著性藻類 2 門 9 屬，枯水期共記錄到

附著性藻類 2 門 7 屬，本計畫共記錄附著性藻類 2 門 9 屬，其中綠

藻植物門 2 屬、金黃藻門 7 屬，數量以脆桿藻屬數量最多。名錄詳

見表 1.1-6。 

(二)特有種、保育類 

本次並未記錄保育類物種或特有種。 



表 1.1-3 豐水期及枯水期調查魚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豐水期 枯水期 

合計 隻次 

迴船池 
旺牛橋 
旁排水溝 

迴船池 
旺牛橋 
旁排水溝 

大海鰱科 Megalopidae 大海鰱 Megalops cyprinoides 18 2 22 16 58 

鯔科 Mugilidae 長鰭莫鯔 Moolgarda cunnesius 
  

52  119 

鯔科 Mugilidae 鯔魚 Mugil cephalus 32 7 38 42 52 

麗魚科 Cichlidae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p. 
  

28 39 67 

物種數小計(S) 2 2 4 3 4 

數量小計(N) 50 9 140 97 296 

註：蝦籠數值單位為隻/15 籠次、手拋網單位是隻/5 網 

 

表 1.1-4 豐水期及枯水期調查蝦蟹螺貝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豐水期 枯水期 

合計 隻次 

迴船池 
旺牛橋 
旁排水溝 

迴船池 
旺牛橋 
旁排水溝 

似殼菜蛤科 Dreissenidae 似殼菜蛤 Mytilopsis sallei 2 4 9 7 22 

物種數小計(S) 1 1 1 1 1 

數量小計(N) 2 4 9 7 22 

註：蝦籠數值單位為隻/15 籠次、網格採樣數值單位為隻/平方公尺 

 

表 1.1-5 豐水期及枯水期調查浮游植物名錄 

門 屬 中文名 

豐水期 枯水期 

合計 
細胞數/公升 

迴船池 
旺牛橋 
旁排水溝 

迴船池 
旺牛橋 
旁排水溝 

藍菌門 

Cyanobacteria 

微囊藻屬 

Microcystis 

微囊藻  

Microcystis sp. 
928,000 

 
80,000 544,000 1,552,000  

藍菌門 

Cyanobacteria 

顫藻屬 

Oscillatoria 

顫藻   

Oscillatoria sp. 
48,000 

 
48,000 

 
96,000  

綠藻植物門 

Chlorophyta 

空星藻屬 

Coelastrum 

空星藻   

Coelastrum sp.  
44,800 

 
48,000 92,800  

綠藻植物門 

Chlorophyta 

柵藻屬 

Scenedesmus 

柵藻  

Scenedesmus sp. 
6,400 25,600 44,800 1,600 78,400  

綠藻植物門 

Chlorophyta 

絲藻屬  

Ulothrix 

絲藻 

Ulothrix sp.  
80,000 

 
25,600 105,6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雙眉藻屬 

Amphora 

雙眉藻  

Amphora sp. 
1,600 

 
1,600 

 
3,2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卵形藻屬 

Cocconeis 

卵形藻   

Cocconeis sp. 
1,600 

 
1,600 

 
3,2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小環藻屬 

Cyclotella 

小環藻  

Cyclotella sp. 
1,579,200 1,025,600 928,000 320,000 3,852,8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橋彎藻屬 

Cymbella 

橋彎藻  

Cymbella sp. 
3,200 

   
3,2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脆桿藻屬 

Fragilaria 

脆桿藻  

Fragilaria sp. 
14,400 

 
3,200 1,600 19,2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異極藻屬 

Gomphonema 

異極藻   

Gomphonema sp. 
3,200 

   
3,2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舟形藻屬 

Navicula 

舟形藻   

Navicula sp. 
25,600 

 
14,400 

 
4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菱形藻屬 

Nitzschia 

菱形藻  

Nitzschia sp. 
14,400 8,000 14,400 25,600 62,4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羽紋藻屬 

Pinnularia 

羽紋藻  

Pinnularia sp.  
3,200 

 
1,600 4,8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針杆藻屬 

Synedra 

肘狀針杆藻  

Synedra ulna 
3,200 

   
3,2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針杆藻屬 

Synedra 

針杆藻  

Synedra sp. 
3,200 

 
3,200 

 
6,400  

屬數小計(S) 12 6 12 8 15  

數量小計(N) 2,632,000 1,187,200 1,139,200 968,000 5,926,400  

註：數值單位為細胞數/公升 

 

表 1.1-6 豐水期及枯水期調查附著性藻類名錄 

門 屬 中文名 

豐水期 枯水期 

合計 
細胞數/100 平方公分 

迴船池 
旺牛橋 
旁排水溝 

迴船池 
旺牛橋 
旁排水溝 

綠藻植物門 

Chlorophyta 

柵藻屬 

Scenedesmus 

柵藻 

Scenedesmus sp. 
40,000 120,000 30,000 50,000 240,000  

綠藻植物門 

Chlorophyta 

絲藻屬 

Ulothrix 

絲藻 

Ulothrix sp.  
350,000 

 
120,000 47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曲殼藻屬 

Achnanthes 

曲殼藻 

Achnanthes sp. 
30,000 

 
30,000 30,000 9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小環藻屬 

Cyclotella 

小環藻 

Cyclotella sp.  
20,000 40,000 20,000 8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脆桿藻屬 

Fragilaria 

脆杆藻 

Fragilaria sp. 
100,000 520,000 20,000 50,000 69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異極藻屬 

Gomphonema 

異極藻 

Gomphonema sp. 
20,000 10,000 10,000 

 
4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布紋藻屬 

Gyrosigma 

布紋藻 

Gyrosigma sp. 
10,000 

   
1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舟形藻屬 

Navicula 

舟形藻 

Navicula sp. 
30,000 

   
30,000  

金黃藻門 

Chrysophyta 

菱形藻屬 

Nitzschia 

菱形藻 

Nitzschia sp. 
50,000 30,000 30,000 10,000 120,000  

屬數小計(S) 7 6 7 6 9  

數量小計(N) 280,000 1,050,000 160,000 280,000 1,770,000  

註：數值單位為細胞數/100 平方公分 



 

  
鳳凰木 楝 

  
楓香 樟樹 

  
黑眶蟾蜍 雜交吳郭魚 

圖 1.1-3 豐水期現場生物照片 

 



  
豬母乳 杜虹花 

  
鱧腸 水茄苳 

 

 

黑眶蟾蜍 長鰭莫鯔 

圖 1.1-4 枯水期現場生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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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植物名錄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

等級 
豐水季 枯水季 

蕨類植物 鐵線蕨科 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L. 鐵線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鐵線蕨科 Coniogramme taibeiensis Ching 臺北鳳丫蕨 草本 原生 NE * * 

蕨類植物 鐵角蕨科 Asplenium antiquum Makino 山蘇花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鐵角蕨科 Asplenium nidus L. 臺灣山蘇花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鐵角蕨科 Asplenium trichomanes L. 鐵角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蹄蓋蕨科 Diplazium donianum (Mett.) Tard.-Blot 細柄雙蓋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蹄蓋蕨科 Diplazium esculentum (Retz.) Sw. 過溝菜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烏毛蕨科 Blechnum orientale L. 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桫欏科 Cyathea lepifera (J. Sm.) Copel. 筆筒樹 喬木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碗蕨科 Dennstaedtia scabra (Wall. ex Hook.) Moore 碗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碗蕨科 Microlepia speluncae (L.) Moore 熱帶鱗蓋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碗蕨科 Microlepia strigosa (Thunb.) C. Presl 粗毛鱗蓋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木賊科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subsp. ramosissimum 木賊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裏白科 Dicranopteris linearis (Burm. f.) Under. 芒萁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陵齒蕨科 Sphenomeris chusana (L.) Copel. 烏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觀音座蓮科 Angiopteris lygodiifolia Rosenst. 觀音座蓮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蓧蕨科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腎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蓧蕨科 Nephrolepis biserrata (Sw.) Schott 長葉腎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Colysis pothifolia (Don) Presl 大線蕨 草本 原生 LC  *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Colysis wrightii (Hook.) Ching 萊氏線蕨 草本 原生 LC  *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Presl 伏石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Lepisorus thunbergianus (Kaulf.) Ching 瓦葦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Polypodium argutum Wall. 擬水龍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水龍骨科 Pyrrosia adnascens (Sw.) Ching 抱樹石葦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ensiformis Burm. 箭葉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multifida Poir. 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semipinnata L. 半邊羽裂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海金沙科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卷柏科 Selaginella delicatula  (Desv.) Alston 全緣卷柏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卷柏科 Selaginella doederleinii Hieron. 生根卷柏 草本 原生 LC * *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

等級 
豐水季 枯水季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acuminatus (Houtt.) Nakai 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 *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parasitica (L.) Farw. 密毛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 * 

裸子植物 南洋杉科 Araucaria excelsa (Lamb.) R. Br. 小葉南洋杉 喬木 栽培 NE * * 

裸子植物 羅漢松科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Thunb.) Sweet var. macrophyllus 羅漢松 喬木 原生 NE  *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Dicliptera chinensis (L.) Juss. 華九頭獅子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Justicia procumbens L. var. procumbens. 爵床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Lepidagathis formosensis Clarke ex Hayata 臺灣鱗球花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爵床科 Staurogyne concinnula (Hance) Ktze. 哈哼花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楓樹科 Acer serrulatum Hayata 青楓 喬木 特有 LC * * 

雙子葉植物 獼猴桃科 Saurauia tristyla DC. var. oldhamii (Hemsl.) Finet & Gagncp. 水冬瓜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番杏科 Tetragonia tetragonoides (Pall.) Kuntze 番杏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chyranthes longifolia (Makino) Makino 柳葉牛膝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en 毛蓮子草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節節花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空心蓮子草 草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inamoenus Willd. 莧菜 草本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patulus Betoloni 青莧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spinosus L. 刺莧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菜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莧科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Mangifera indica L. 芒果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Rhus javanica L. var. roxburghiana (DC.) Rehd. & Wilson 羅氏鹽膚木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Rhus succedanea L. 山漆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番荔枝科 Annona squamosa L. 番荔枝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繖形花科 Apium graveolens L. 芹菜 草本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繖形花科 Daucus carota L. var. sativa DC. 胡蘿蔔 草本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繖形花科 Hydrocotyle nepalensis Hook. 乞食碗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繖形花科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Lam. 天胡荽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Cerbera manghas L. 海檬果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Ecdysanthera rosea Hook. & Arn. 酸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Hoya carnosa (L. f.) R. Brown 毬蘭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Trachelospermum gracilipes Hook. f. 細梗絡石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紅皮書

等級 
豐水季 枯水季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Vinca rosea L. 日日春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冬青科 Ilex asprella (Hook. & Arn.) Champ. 燈稱花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五加科 Aralia bipinnata Blanco 裏白楤木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五加科 Eleutherococcus trifoliatus (L.) S. Y. Hu var. trifoliatus 三葉五加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五加科 Polyscias guilfoylei (Bull) L. H. Bailey 福祿桐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五加科 Schefflera arboricola (Hayata) Kanehira 鵝掌蘗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五加科 Schefflera octophylla (Lour.) Harms 鵝掌柴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茵陳蒿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var. subulatus 帚馬蘭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Blumea riparia (Blume) DC. var. megacephala Randeria 大頭艾納香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var. canadensis 加拿大蓬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草本 歸化 LC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Dichrocephala integrifolia (L. f.) Kuntze 茯苓菜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Eupatorium cannabinum L. var. asiaticum Kitam. 臺灣澤蘭 灌木 特有 LC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Gnaphalium luteoalbum L. subsp.affine (D. Don) Koster 鼠麴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Lactuca indica L. 鵝仔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草質藤本 歸化 NE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Pluchea sagittalis 翼莖闊苞菊 灌木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Siegesbeckia orientalis L. 豨薟 草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Soliva anthemifolia R. Br. 假吐金菊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一枝香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Wedelia triloba L. 南美蟛蜞菊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菊科 Youngia japonica (L.) DC. var. japonica 黃鵪菜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鳳仙花科 Impatiens walleriana Hook. f. 非洲鳳仙花 草本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落葵科 Anredera cordifolia (Tenore) van Steenis 洋落葵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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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皮書

等級 
豐水季 枯水季 

雙子葉植物 木棉科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馬拉巴栗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Brassica chinensis L. var. oleifera Makino 油菜 草本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 薺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Cardamine flexuosa With. 蔊菜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Raphanus sativus L. 蘿蔔 草本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仙人掌科 Hylocereus undatus (Haw.) Br. et R. 三角柱 灌木 歸化 NE * * 

雙子葉植物 忍冬科 Sambucus formosana Nakai 冇骨消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番木葫蘆科 Carica papaya L. 木瓜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Drymaria diandra Blume 菁芳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Stellaria alsine Grimm. var. undulata (Thunb.) Ohwi 天蓬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 鵝兒腸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金粟蘭科 Sarcandra glabra (Thunb.) Nakai 紅果金粟蘭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金絲桃科 Hypericum japonicum Thunb. ex Murray 地耳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小葉欖仁樹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Dichondra micrantha Urban 馬蹄金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aquatica Forsk. 蕹菜 草本 栽培 NA * *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batatas (L.) Lam. 番薯 草質藤本 栽培 NA * *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sinensis (Desr.) Choisy 白花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pes-caprae (L.)  Sweet. subsp. Brasiliensis (L.) Oostst 馬鞍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景天科 Sedum alfredi Hance 石板菜 肉質草本 原生 NE * *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Diplocyclos palmatus (L.) C. Jeffrey 雙輪瓜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Thunb.) Makino 絞股藍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Momordica charantia L. var. abbreviata Ser. 短角苦瓜 草質藤本 歸化 NE * *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Trichosanthes laceribracteata Hayata 槭葉括樓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Melothria mucronata (Blume) Cogn. 黑果馬皎兒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虎皮楠科 Daphniphyllum glaucescens Bl. subsp. oldhamii (Hemsl.) Huang 奧氏虎皮楠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柿樹科 Diospyros eriantha Champ. ex Benth. 軟毛柿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胡頹子科 Elaeagnus oldhamii Maxim. 宜梧 小喬木 原生 DD * * 

雙子葉植物 杜英科 Elaeocarpus japonicus Sieb. & Zucc. 薯豆 喬木 原生 L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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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杜英科 Elaeocarpus sylvestris (Lour.) Poir. 杜英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杜鵑花科 Rhododendron spp. 杜鵑花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Acalypha australis L. 鐵莧菜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Aleurites montana E. H. Wilson 廣東油桐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冬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Bridelia balansae Tutch. 刺杜密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hirta L. 飛揚草 草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hyssopifolia (L.) Small 紫斑大戟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makinoi Hayata 小葉大戟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prostrata Ait. 伏生大戟 匍匐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千根草 草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odiaeum variegatum Blume 變葉木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pulcherrima Willd. ex Klotzsch 聖誕紅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Voigt 密花白飯樹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Glochidion philippicum (Cav.) C. B. Rob. 菲律賓饅頭果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Glochidion rubrum Blume 細葉饅頭果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 -Arg. 野桐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ell. -Arg. 白匏子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philippensis (Lam.) Muell. -Arg. 粗糠柴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repandus (Willd.) Muell. -Arg. 扛香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debilis Klein ex Willd. 銳葉小返魂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multiflorus Willd. 多花油柑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五蕊油柑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Phyllanthus urinaria L. 葉下珠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灌木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Sapium sebiferum (L.) Roxb. 烏桕 喬木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殼斗科 Cyclobalanopsis glauca (Thunb.) Oerst. Var. glauca 青剛櫟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苦苣苔科 Hemiboea bicornuta (Hayata) Ohwi 角桐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苦苣苔科 Rhynchotechum discolor (Maxim.) Burtt 同蕊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金縷梅科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楓香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唇形花科 Coleus x hybridus Voss 彩葉草 草本 栽培 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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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唇形花科 Ocimum basilicum L. 九層塔 灌木 栽培 LC * * 

雙子葉植物 唇形花科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到手香 草本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樟科 Cinnamomum burmanni Bl. 陰香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L.) Sieb. 樟樹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樟科 Litsea hypophaea Hayata 小梗木薑子 喬木 特有 LC * * 

雙子葉植物 樟科 Machilus japonica Sieb. & Zucc. var. kusanoi (Hayata) Liao 大葉楠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樟科 Machilus thunbergii Sieb. & Zucc. 紅楠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樟科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香楠 喬木 特有 LC * * 

雙子葉植物 玉蕊科 Barringtonia racemosa (L.) Blume ex DC. 水茄苳 喬木 原生 VU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Aeschynomene indica L. 合萌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Pithecellobium lucidum Benth. 頷垂豆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Bauhinia championii (Benth.) Benth 菊花木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Bauhinia purpurea L. 洋紫荊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Cajanus scarabaeoides (L.) du Petit-Thouars 蔓蟲豆 匍匐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Crotalaria pallida Ait. var. obovata (G. Don) Polhill 黃野百合 草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Delonix regia (Boj.) Raf. 鳳凰木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Desmodium laxum DC. subsp. laterale (Schindler) Ohashi 琉球山螞蝗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灌木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m (Sesse & Moc. ex DC.) Urb. 賽芻豆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Millettia reticulata Benth. 老荊藤 蔓性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ssp. thomsonii (Benth.) Ohashi & 

Tateishi 
葛藤 木質藤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Senna surattensis (Burm. f.) Irwin & Barneby 黃槐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豆科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田菁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馬錢科 Buddleja asiatica Lour. 揚波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Ammannia baccifera L. 水莧菜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Cuphea carthagenensis (Jacq.) J.F. Macbr. 克非亞草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Cuphea hyssopifolia H. B. K. 細葉雪茄花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Lagerstroemia speciosa (L.) Pers. 大花紫薇 喬木 栽培 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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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九芎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木蘭科 Michelia alba DC. 白玉蘭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sabdariffa L. 洛神葵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taiwanensis Hu 山芙蓉 小喬木 特有 LC * *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Sida rhombifolia L. 金午時花 小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野牡丹科 Melastoma candidum D. Don 野牡丹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inn. 楝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楝科 Toona sinensis (Juss.) M. Roem. 香椿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防己科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ex Murray) Miers 千金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 波羅蜜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Artocarpus incisus (Th.) L. F. 麵包樹 喬木 栽培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ampelas Burm. f. 菲律賓榕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erecta Thunb. var. beecheyana (Hook. & Arn.) King 牛乳榕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fistulosa Reinw. ex Blume 豬母乳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formosana Maxim. 天仙果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irisana Elmer 澀葉榕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黃金榕 小喬木 栽培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var. microcarpa 榕樹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nervosa Heyne 九丁榕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pumila L. 薜荔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septica Burm. f. 大冇榕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virgata Reinw. ex Blume 白肉榕 喬木 原生 LC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桑科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灌木 原生 LC  * 

雙子葉植物 紫金牛科 Ardisia sieboldii Miq. 樹杞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紫金牛科 Maesa japonica (Thunb.) Moritzi 山桂花 灌木 原生 L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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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Syzygium samarangense (Blume) Merr. & Perry 蓮霧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紫茉莉科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攀緣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Fraxinus formosana Hayata 白雞油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Jasminum nervosum Lour. 山素英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Jasminum sambac (L.) Ait. 茉莉花 草質藤本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木犀科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桂花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丁香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醬草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suberosa Linn. 三角葉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商陸科 Phytollaca americana L. 美洲商陸 草本 歸化 NE * * 

雙子葉植物 胡椒科 Piper kadsura (Choisy) Ohwi 風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胡椒科 Piper sintenense Hatusima 薄葉風藤 木質藤本 特有 LC * * 

雙子葉植物 海桐科 Pittosporum tobira Ait. 海桐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車前草科 Plantago asiatica L. 車前草 草本 原生 NE * * 

雙子葉植物 車前草科 Plantago virginica L. 毛車前草 草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chinense L. 火炭母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longisetum De Bruyn 睫穗蓼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ex Murray var. hypoleucum (Ohwi) 

Tang S. Liu 
臺灣何首烏 草質藤本 特有 LC 

* *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扛板歸 草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pubescens Blume 八字蓼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蓼科 Rumex crispus L.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土人參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毛茛科 Clematis grata Wall. 串鼻龍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毛茛科 Ranunculus cantoniensis DC. 水辣菜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Duchesnea indica (Andr.) Focke 蛇莓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 枇杷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 山櫻花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Prunus phaeosticta (Hance) Maxim. 黑星櫻 喬木 原生 L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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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薔薇科 Rosa rugosa Thunb. 玫瑰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山黃梔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Hedyotis diffusa Willd. 定經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Hedyotis strigulosa Bartl. ex DC. var. parvifolia (Hook. & Arn.) 

Yamazaki 
脈耳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Lasianthus obliquinervis Merr. 雞屎樹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Lasianthus plagiophyllus Hance 圓葉雞屎樹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Mussaenda parviflora Matsum. 玉葉金花 蔓性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Ophiorrhiza japonica Blume 蛇根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Psychotria rubra (Lour.) Poir. 九節木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Psychotria serpens L. 拎壁龍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Wendlandia formosana Cowan 水金京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Citrus grandis Osbeck 柚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Melicope pteleifolia (Champ. ex Benth.) T. Hartley 三腳鱉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Zanthoxylum nitidum (Roxb.) DC. 雙面刺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楊柳科 Salix babylonica L. 垂柳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草質藤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Dimocarpus longan Lour 龍眼樹 喬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喬木 特有 LC * * 

雙子葉植物 虎耳草科 Itea parviflora Hemsl. 小花鼠刺 喬木 特有 LC * *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Mazus pumilus (Burm. f.) Steenis 通泉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Scoparia dulcis L. 野甘草 草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Vandellia antipoda (L.) Yamazaki 旱田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玄參科 Vandellia crustacea (L.) Benth. 藍豬耳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茄科 Physalis angulata L. 苦蘵 草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alatum Moench. 光果龍葵 草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capsicoides Allioni 刺茄 草本 原生 NA * *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灌木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茄科 Solanum melongena L. 茄子 灌木 栽培 NA * * 

雙子葉植物 省沽油科 Turpinia formosana Nakai 山香圓 喬木 特有 L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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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安息香科 Styrax formosana Matsum. 烏皮九芎 喬木 特有 LC * * 

雙子葉植物 灰木科 Symplocos glauca  (Thunb.) Koidz. 山羊耳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茶科 Cleyera japonica Thunb. var. morii (Yamamoto) Masamune 森氏紅淡比 喬木 特有 LC * * 

雙子葉植物 茶科 Eurya chinensis R. Br. 米碎柃木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茶科 Gordonia axillaris (Roxb. ex Ker Gawl.) Dietr. 大頭茶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榆科 Celtis sinensis Personn 朴樹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榆科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 densiflora Hook. & arn. 密花苧麻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Debregeasia edulis (Sieb. & Zucc.) Wedd. 水麻 灌木 原生 LC  *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Dendrocnide meyeniana (Walp.) Chew 咬人狗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Elatostema lineolatum Forst. var. major Thwait. 冷清草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Elatostema sessile Forst. var. cuspidatum Wedd. 樓梯草 草本 原生 NE * *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Gonostegia hirta (Blume) Miq. 糯米團 草本 原生 LC  *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Oreocnide pedunculata (Shirai) Masam. 長梗紫麻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ilea microphylla (L.) Leibm. 小葉冷水麻 草本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ilea peploides (Gaudich.) Hook. & Arn. var. major Wedd. 齒葉矮冷水麻 草本 原生 LC  *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ouzolzia elegans Wedd. 水雞油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霧水葛 草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 var. formosana 杜虹花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Turcz. 大青 灌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Clerodendrum paniculatum L. 龍船花 灌木 歸化 LC * *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Clerodendrum trichotomum Thunb. 海州常山 喬木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Duranta repens L. 金露花 灌木 栽培 NE * *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Lantana camara L. 馬纓丹 灌木 歸化 NA * *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漢氏山葡萄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虎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Tetrastigma formosanum (Hemsl.) Gagnep. 三葉崖爬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龍舌蘭科 Cordyline fruticosa (L.) Goepp. 朱蕉 草本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龍舌蘭科 Dracaena fragrans (L.) Ker-Gawl. 巴西鐵樹 灌木 栽培 NA * * 

單子葉植物 龍舌蘭科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Prain 虎尾蘭 草本 栽培 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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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子葉植物 石蒜科 Crinum asiaticum L. 文珠蘭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Alocasia odora (Lour.) Spach 姑婆芋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Epipremnum pinnatum (L.) Engl. ex Engl. & Kraus 拎樹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Pothos chinensis (Raf.) Merr. 柚葉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Rhaphidophora aurea (Lindl. ex Andre.) Birdsey 黃金葛 草質藤本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Syngonium podophyllum 合果芋 草本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Typhonium blumei Nicolson & Sivadasan 土半夏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Xanthosoma sagittifolium（L.）Schott 千年芋 草本 栽培 NA * *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Areca catechu L. 檳榔 喬木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Arenga engleri Beccari 山棕 灌木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Calamus quiquesetinervius Burret. 黃藤 木質藤本 特有 LC * *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Bory.) H. A. Wendl. 黃椰子 喬木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美人蕉科 Canna indica L. var. orientalis (Rosc.) Hook. f. 美人蕉 草本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Amischotolype hispida（Less.＆Rich.）Hong 中國穿鞘花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Callisia repens L. 翠玲瓏 草本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Commelina communis L. 鴨跖草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Murdannia keisak (Hassk.) Hand.-Mazz. 水竹葉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Pollia japonica Thunb. 杜若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Tradescantia fluminensis Vell. 水竹草 草本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鴨跖草科 Zebrina pendula Schnizl. 吊竹草 蔓性草本 歸化 NE * *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cyperoides (L.) Kuntze 磚子苗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imbricatus Retz. 覆瓦狀莎草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Fimbristylis cymosa R. Br. 乾溝飄拂草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Kyllinga nemoralis (J. R. & G. Forster) Dandy ex Hutchinson & 

Dalz. 
單穗水蜈蚣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Scleria terrestris (L.) Fassett 陸生珍珠茅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Torulinium odoratum (L.) S. Hooper 斷節莎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薯蕷科 Dioscorea bulbifera L. 獨黃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薯蕷科 Dioscorea matsudai Hayata 裏白葉薯榔 木質藤本 原生 NE * * 

單子葉植物 浮萍科 Lemna aequinoctialis Welwitsch 青萍 草本 原生 L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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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子葉植物 浮萍科 Lemna perpusilla Torr. 浮萍 草本 原生 NE * *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Allium fistulosum L. 蔥 草本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Aloe vera (L.) Webb. var. chinese Haw. 蘆薈 草本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Lour.) Merr. 天門冬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Dianella ensifolia (L.) DC. 桔梗蘭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Ophiopogon intermedius D. Don 間型沿階草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Tricyrtis stolonifera Matsum. 山油點草 草本 特有 LC * * 

單子葉植物 芭蕉科 Musa basjoo Sieb. 芭蕉 草本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芭蕉科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草本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蘭科 Liparis bootanensis Griff. 摺疊羊耳蘭 草本 原生 DD * * 

單子葉植物 露兜樹科 Pandanus odoratissimus L. f. 林投 灌木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Alopecurus aequalis Sobol. var. amurensis (Komar.) Ohwi 看麥娘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Arthraxon hispidus (Thunb.) Makino 藎草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Arundo formosana Hack. 臺灣蘆竹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ambusa multiplex (Lour.) Raeuschel 蓬萊竹 喬木 栽培 NA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ambusa oldhamii Munro 綠竹 喬木 栽培 NA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拉草 草本 歸化 NA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NA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rtococcum patens (L.) A. Camus 弓果黍 草本 原生 LC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Dichanthium annulatum (Forsk.) Stapf 雙花草 草本 原生 NA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op. 馬唐 草本 歸化 NA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Digitaria setigera Roem. & Schult. 短穎馬唐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草本 原生 LC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Ichnanthus vicinus (F. M. Bail.) Merr. 距花黍 草本 原生 LC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Ischaemum crassipes (Steud.) Thell. 鴨嘴草 草本 原生 DD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Leersia hexandra Sw. 李氏禾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Lophatherum gracile Brongn. 淡竹葉 草本 原生 L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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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s var. glaber （Nakai）J.T.Lee 白背芒 草本 原生 NE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P. Beau. 竹葉草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歸化 NA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兩耳草 草本 原生 NA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 urvillei Steud. 吳氏雀稗 草本 歸化 NA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草本 歸化 NA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蘆葦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ata 桂竹 灌木 特有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ogonatherum crinitum (Thunb.) Kunth 金絲草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etaria palmifolia (Koen.) Stapf 棕葉狗尾草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etaria verticillata (L.) Beauv. 倒刺狗尾草 草本 原生 NA * * 

單子葉植物 雨久花科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布袋蓮 草本 歸化 NA * * 

單子葉植物 菝葜科 Smilax bracteata Presl subsp. verruculosa (Merr.) T. Koyama 糙莖菝葜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菝葜科 Smilax china L. 菝葜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百部科 Stemona tuberosa Lour. 百部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旅人蕉科 Ravenala madagascariensis Sonn. 旅人蕉 草本 栽培 NE * * 

單子葉植物 香蒲科 Typha orientalis Presl 香蒲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薑科 Alpinia intermedia Gagnep. 山月桃仔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薑科 Alpinia uraiensis Hayata 大輪月桃 草本 特有 LC * * 

單子葉植物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ith 月桃 草本 原生 LC * * 

單子葉植物 薑科 Hedychium coronarium Koenig 野薑花 草本 歸化 LC * * 

註：1.本名錄係依據黃增泉等(1997-2003)所著之 Flora of Taiwan 製作。 

2.植物紅皮書：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2)，共可區分為滅絕(Extunct, EX)、野外滅絕(Extunct in theWild, EW)、地區滅絕(Regional Extunct, RE)、

嚴重瀕臨滅絕(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臨滅絕(Endangered, EN)、易受害(Vulnerable, VU)、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 NT)、安全(Least Concern, LC)，資料不足(DD, Data Deficient)、不適用

(NA, Not Applicable) 、未評估(NE, Not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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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地點與環境現況概述 

本計畫範圍位處雲林縣北港鎮，主要聯外道路為 164 號縣道(民生路)，

如圖 1-1。檢核樣站為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新街大排第六號橋下游及新街

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周圍 100 公尺鄰近區，調查範圍屬於一般溪流(北港溪

媽祖大橋、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與農田灌溉及排水溝渠(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海拔高度約為 0-16 公尺，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樣站為環境對照

用，並不在施工路線上，計畫調查範圍皆為已開發環境，施工前階段主要

環境類型包括農耕地、草生地、灌叢、建築物、道路及水域環境等。植物

種類主要以先驅植物與人工栽植的植物居多，草本及藤本植物以象草、巴

拉草、大花咸豐草、牛筋草、平伏莖白花菜及盒果藤等為主，木本植物則

為銀合歡、蓖麻、小桑樹、構樹、血桐、火焰木及木麻黃等。 

施工階段媽祖大橋新增施工便道，第六號橋則共用新街大排護岸整治施

工便道，整體植物種類並無受施工影響造成種類減少，僅工程點位及施工

便道植被因施工需要移除。 

竣工階段媽祖大橋及第六號橋現階段皆已完工，媽祖大橋已無施工車輛

進出，原有施工便道已有陽性先驅植物生長，第 6 號橋則因鄰近區北港滯

洪池仍在施工，因此仍常有施工人員車輛停放於施工便道空地上，主要環

境類型及植被種類與施工前及施工階段相似，並未受到施工影響。 

生態氣候參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雲林分場資料，顯示近十年(2010~2019)

當地年均溫為 23.7℃，平均氣溫最冷月份為 1 月(平均氣溫為 17.1℃)，最

暖月份為 7 月(平均氣溫為 28.8℃)；雨量方面，本區域雨量主要集中在 5~9

月，而 10 月至隔年 4 月雨量則較少，平均年雨量為 1763.9mm。依 Walter & 

Breackle(2002)之方法繪製生態氣候圖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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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生態調查範圍圖      

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18.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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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010~2019 年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雲林分場生態氣候圖 

 

二、調查時間 

本計畫規劃設計階段調查時間：107 年 11 月 19-20 日；施工階段時間：

109 年 02 月 19-20 日；竣工階段時間：109 年 09 月 24-25 日。依據動物生

態評估技術規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之季節劃分規劃設計階段及

竣工階段為秋季，施工階段則為冬季。 
 

三、調查方法 

本計畫生態調查項目針對陸域生態(陸域維管束植物、鳥類、哺乳類、

兩生類、爬蟲類、蝶類)、水域生態(魚類、蝦蟹螺貝類、蜻蜓、水生昆蟲)。

水陸域生態調查範圍為新街大排(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新街大排第 6 號橋

及與北港溪匯流口)及鄰近區 100 公尺範圍 (圖 3-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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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水域測站、調查樣線      

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19.02.12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竣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5 

 

 
圖 3-2、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水域測站、調查樣線      

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1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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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水域測站、調查樣線      
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1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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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保育類分布圖      

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1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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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新街大排第 6 號橋保育類分布圖      

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1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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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保育類分布圖      

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19.02.12 

 

(一)、水陸域植物 

1 .調查方式 

於選定調查範圍，沿可行走路徑進行維管束植物種類調查。途

中遇有稀特有植物或「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列為瀕危等級的植

物，則以 GPS 定位及拍照標示其位置圖。 

 

2 .鑑定及名錄製作 

植物名稱及名錄主要依據『Flora of Taiwan 』(Huang et al., 

1997-2003)、『TaiBNET 臺灣物種名錄』為主。稀特有植物之認定則

配合『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中所附之臺灣地區稀特有植物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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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域動物 

1 .鳥類 

鳥類選用沿線調查法，沿現有道路路徑，以每小時 1.5 公里的步

行速度前進，以Zeiss 10×42 雙筒望遠鏡進行調查，記錄沿途所目擊

或聽見的鳥類及數量，如有發現保育類或特殊稀有種鳥類，以手持

GPS進行定位。調查時段白天為日出後 3 小時內完成為原則，夜間時

段則以入夜後開始，調查時間為 3 個小時。鑑定主要依據蕭吉木等

(2014)所著之「臺灣野鳥手繪圖鑑」。 

2 .哺乳類 

哺乳類選用沿線調查法、捕捉器捕捉法、超音波偵測儀、隨機

訪問調查等。沿線調查是配合鳥類調查路線與時段，以每小時 1.5

公里的步行速度，記錄目擊的哺乳動物，同時記錄道路路死之動物

殘骸，以及活動跡相(足印、食痕、排遺、窩穴等)，輔助判斷物種出

現的依據。夜間以探照燈搜尋夜行性動物。捕捉器捕捉法於計畫區

及鄰近地區各佈放 15 個台製松鼠籠，陷阱內置沾花生醬之地瓜作為

誘餌，每個捕鼠器間隔 5~10 公尺，置放 2 天 1 夜，於下午 6 點前布

設完畢，隔日清晨 7 點檢查籠中捕獲物，佈放時調查人員戴手套，

以免留下氣味。超音波偵測儀調查針對蝙蝠類，黃昏時目視蝙蝠活

動狀況，以超音波偵測儀記錄蝙蝠叫聲，將資料以Batasound Pro軟

體進行音頻分析，比對鑑定種類。隨機訪問調查以大型且辨識度較

高的物種為主，訪談計畫區及鄰近地區居民，配合圖片說明，記錄

最近半年內曾出現的物種。鑑定主要依據祁(1998)所著之「臺灣哺乳

動物」。 

3 .兩生類 

兩生類調查選用沿線調查法、繁殖地調查法、聽音調查法等。

沿線調查法配合鳥類調查路線，記錄沿途目擊的兩生類物種。繁殖

地調查法於蛙類可能聚集繁殖的水漥、水溝等處停留記錄。聽音調

查法配合夜間動物調查時段進行，以蛙類的鳴叫聲音記錄種類。鑑

定主要依據呂光洋等(2000)所著之「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 

4 .爬蟲類 

爬蟲類調查選用沿線調查、隨機訪問調查法等。沿線調查配合

鳥類調查路線，記錄沿途所發現之物種，由於不同種類有其特定的

活動時間，為避免遺漏所有可能物種，調查時間區分成白天及夜間

兩時段進行，日間調查時在樣區內尋找個體及活動痕跡(蛇蛻及路死

個體)，同時徒手隨機翻找環境中可能提供躲藏隱蔽之掩蓋場所(石

塊、倒木、石縫等)，夜間則以手持電筒照射之方式進行調查。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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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據向高世(2001)所著之「臺灣蜥蜴自然誌」。 

5 .蝶類 

蝶類調查配合鳥類調查路線，記錄沿途發現之種類，小型不易

辨識的蝴蝶，則以捕蟲網網捕，鑑定種類後原地釋放。沿途於蜜源

植物或路邊潮濕、滲水處等蝴蝶聚集處，以定點觀察法記錄。鑑定

主要依據徐堉峰(2013)所著之「臺灣蝴蝶圖鑑」。 

6.指數計算 

(1) .歧異度指數 

Shannon-Wiener
，
s diversity index (H

，
) = 




s

i

PiPi
1

log                    

其中 Pi 為物種出現的數量百分比，s 為總物種數。當 H’值愈

高，表示物種數愈多或種間數量分配愈均勻，其多樣性愈高。 

 

(2) .均勻度指數 

Pielou
，
s evenness index (J

，
) =

s

PiPi
s

i

log

log
1






                         

其中 Pi 為物種出現的數量百分比，s 為總物種數。當 J
，值愈高，

表示物種數愈多或種間數量分配愈均勻，其多樣性愈高。各項指

數之計算公式主要參考 Wu(1999)及 Krebs(1998)。 

 

 (三)、水域生態 

水域生物調查於北港溪的媽祖大橋上游、新街大排第六號橋及新

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測站進行，調查項目包括魚類、底棲生物(蝦

蟹類、螺貝類)及水生昆蟲類(含蜻蜓成蟲)等。各類物種學名及特有

屬性主要依據為 TaiBNET 臺灣物種名錄，保育等級依據農委會最新

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資訊(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

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1 .魚類、蝦蟹類 

魚類及蝦蟹類主要利用誘捕法、手拋網法及手抄網進行調查，如

遇釣客或居民，亦進行訪問調查。魚類及蝦蟹類誘捕法是在各水域

樣站施放 5 個蝦籠(口徑 12cm)，以混合魚餌、炒熟狗食等進行誘引，

置放隔夜後收集籠中獲物，共置放 2 天 1 夜，捕獲魚類及蝦蟹類經

鑑定後原地釋回。手拋網選擇河岸底質較硬以及可站立之石塊上下

網，每樣區選擇 3 個點，每點投擲 3 網。 

魚類為大眾所熟知之大型肉眼可見水生生物，致多數學者均試圖

以魚類做為反映河川污染程度之生物指標(王，2002)，美國環保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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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選用魚類作為水質生物指標理由包括：a.生活史全在水中；b.魚種

對污染忍受程度不同；c.採樣容易；d.壽命長達數年，能反映長期及

瞬間水質變化；e.鑑定容易等。 

目前在國內評估魚類物種與水域生態環境關係中，環保署環境檢

驗所已有訂定一套台灣魚類生物指標系統(王，2002)。目前以魚類為

水質指標系統分為 5 個水質等級，如表 3-1 所示，分別為未受污染指

標魚種(臺灣鏟頷魚)、輕度污染指標魚種(臺灣石魚賓及纓口臺鰍)、普

通污染指標魚種(平頜鱲及粗首馬口鱲)、中度污染指標魚種(烏魚、

花身雞魚、環球海鰶、鯉魚及鯽魚)及嚴重污染指標魚種(大眼海鰱、

吳郭魚、泰國鱧、大鱗鮻及琵琶鼠)等約 15 種。評估方法是以魚種對

不良水質的耐受度加以評估，在評估過程中，如遇二種以上水質等

級之指標魚種，則取較好的水質狀況為結果。由於操作簡便，為野

外水質污染等級不可或缺之評估方法。 
 

表 3-1、指標魚類與水質污染等級對照表 

污染程度 指標魚種 

未受污染 臺灣鏟頷魚（苦花） 

輕度污染 臺灣石魚賓、纓口臺鰍 

普通污染 平頷鱲、長鰭馬口鱲、粗首馬口鱲 

中度污染 烏魚、花身雞魚、環球海鰶、鯉魚、鯽魚 

嚴重污染 大眼海鰱、吳郭魚、泰國鱧、大鱗鯔、琵琶鼠 

資料來源：王漢泉(2002,2006) 

 
2、水生昆蟲、螺貝類 

水生昆蟲以蘇伯氏水網採集為主，採集時於人員安全可及之樣區

上下游 50 公尺範圍尋找流速約 30~50cm/sec 及水深約 30~50cm之多

礫石、卵石之河床 3 處，依環保署公告之標準作業(NIEA E801.30T)

之蘇伯氏水網定面積採集。採獲之水生昆蟲先以 10%福馬林液固

定，記錄採集地點與日期後，帶回實驗室鑑定分類。螺貝類採集以

目視選擇個體出現之相對密度較高之棲地，以定面積(50 cm × 50cm)

的範圍內進行種類鑑定與計數。此外，對於一些蘇伯氏採集網網無

法操作的棲地型態(如深潭、流速過慢的水域)，則以水網(網目為 1mm)

捕撈或以直徑 20cm 的不銹鋼圓筒壓入泥砂中，再以篩網(網目為

1mm)過濾其中的水與篩洗其中 20cm 深的泥沙，並收集水層及底泥

中之水生昆蟲，每樣站進行 3 次。分類主要依據「日本產水生昆蟲

檢索圖說」 (川合，1988) 作為鑑定依據。 

蜻蜓類則選擇於水域樣區周邊環境範圍約為半徑 30 公尺之區域

以目視遇測法及網捕法方式進行蜻蜓成蟲調查，調查時間為 10:00

至 16:00之間，樣區停留 6分鐘，另以蘇伯氏採集網(Surber net sampler)

及水網(網目為 1mm)蒐集捕撈水中或水面上的蜻蜓類的水蠆及蛻

殼。分類主要依據「日本產水生昆蟲檢索圖說」 (川合，1988)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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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蜻蛉目昆蟲檢索圖鑑」 (林、楊，2016) 作為鑑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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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獻回顧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於 2007 年 6 月出版的北港溪河系河川情

勢調查計畫，其於民國 95-96 年(2006-2007 年)針對北港溪流域進行河川環

境生態調查，其「北港大橋」樣站與本計畫點位距離較近；另外依據經濟

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的北港滯洪池第一期工程(二工區)併辦土石標售生態

檢核報告(調查時間為 108 年 9 月及 109 年 2 月)，其檢核點位與本計畫第 6

號橋鄰近調查範圍重疊，其調查結果詳表 4-1。 

北港大橋樣站共記錄植物 41 科 111 屬 129 種，優勢種為巴拉草；鳥類

記錄 18 科 32 種，記錄到紅隼及紅尾伯勞等 2 種保育類物種，優勢種為白

頭翁；哺乳類 2 科 2 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兩生類記錄 2 科 2 種，未記

錄保育類物種；爬蟲類記錄 1 科 1 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蝶類記錄 1 科 1

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蜻蜓類記錄 1 科 3 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優勢

種為薄翅蜻蜓；魚類記錄 4 科 5 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優勢種為琵琶鼠；

蝦蟹螺貝類記錄 2 科 3 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底棲生物記錄 7 科 7 種，

未記錄保育類物種，優勢種為顫蚓。 

北港滯洪池第一期工程(二工區)併辦土石標售生態檢核第一季共記錄

植物 49 科 118 屬 141 種，記錄臺灣欒樹 1 種特有種；鳥類記錄 13 科 16 種，

優勢種為洋燕，未記錄保育類物種；哺乳類記錄 1 科 1 種，未記錄保育類

物種；兩生類記錄 4 科 4 種，優勢種為澤蛙，未記錄保育類物種；爬蟲類

記錄 2 科 2 種，種類為蝎虎及多線南蜥，未記錄保育類物種；蝶類記錄 1

科 2 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魚類記錄 5 科 6 種，以孔雀魚較為優勢，未

記錄保育類物種；底棲生物記錄 2 科 2 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優勢種為

水絲蚓。 

北港滯洪池第一期工程(二工區)併辦土石標售生態檢核第二季共記錄

植物 55 科 152 屬 171 種，記錄臺灣欒樹 1 種特有種；鳥類記錄 7 科 7 種，

優勢種為麻雀，未記錄保育類物種；未記錄哺乳類物種；未記錄兩生類物

種；未記錄爬蟲類物種；蝶類記錄 1 科 1 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魚類記

錄 4 科 4 種，以吳郭魚及大肚魚較為優勢，未記錄保育類物種；底棲生物

記錄 3 科 3 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優勢種為水絲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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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參考文獻與本案調查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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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相關生態文獻彙整表 

 樣站 

 

種類 

北港大橋 

(2007 年) 

北港滯洪池第一期工程(二工

區)併辦土石標售生態檢核第

一季 

(108 年 9 月) 

北港滯洪池第一期工程(二

工區)併辦土石標售生態檢

核第二季 

(109 年 2 月) 

植物 41 科 111 屬 129 種 49 科 118 屬 141 種 55 科 152 屬 171 種 

優勢種：巴拉草 優勢種：未標示 優勢種：未標示 

鳥類 18 科 32 種 13 科 16 種 7 科 7 種 

保育類：紅隼(II)及紅尾

伯勞(III)；優勢種：白頭

翁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洋

燕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

麻雀 

哺乳類 2 科 2 種 1 科 1 種 無記錄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

種：無明顯優勢種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無

明顯優勢種 

 

兩生類 2 科 2 種 4 科 4 種 無記錄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

種：無明顯優勢種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澤

蛙 

 

爬蟲類 1 科 1 種 2 科 2 種 無記錄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

種：無明顯優勢種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無

明顯優勢種 

 

蝶類 1 科 1 種 1 科 2 種 1 科 1 種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

種：無明顯優勢種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無

明顯優勢種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

無明顯優勢種 

蜻蜓類 1 科 3 種 2 科 6 種 3 科 3 種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

種：薄翅蜻蜓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無

明顯優勢種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

無明顯優勢種 

魚類 4 科 5 種 5 科 6 種 4 科 4 種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

種：琵琶鼠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孔

雀魚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

吳郭魚、大肚魚 

蝦蟹類 2 科 3 種 無記錄 無記錄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

種：無明顯優勢種 

  

螺貝、底棲生物 7 科 8 種 2 科 2 種 3 科 3 種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

種：顫蚓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水

絲蚓 

保育類：無記錄；優勢種：

水絲蚓 

註：「II」代表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III」代表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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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查結果 

(一)、水陸域植物 

1 .植物種類及統計 

本計畫 3 處調查範圍海拔高度約為 0-16 公尺，6 號橋範圍屬於農

田灌溉及排水溝渠，媽祖大橋及匯流口範圍的北港溪則為一般溪流

的感潮帶，3 個調查範圍內皆為已開發環境，主要環境類型包括農耕

地、草生地、灌叢、建築物、道路及水域環境等。物種主要以先驅

植物與人工栽植的植物居多，草本及藤本植物以象草、巴拉草、大

花咸豐草、牛筋草、平伏莖白花菜及盒果藤等為主，木本植物則為

銀合歡、蓖麻、小桑樹、構樹、血桐、火焰木及木麻黃等。 

本計畫施工前階段三個調查點植物種類數量分別為媽祖大橋 23

科 46 屬 50 種；第 6 號橋 29 科 53 屬 56 種；與北港溪匯流口 12 科

20 屬 21 種。整體共記錄植物 40 科 76 屬 85 種；其中草本植物共有

43 種(佔 50.59%)、喬木類植物共有 14 種(佔 16.47%)、灌木類植物共

有 15 種(佔 17.65%)、藤本類植物則有 13 種(佔 15.29%)；在屬性方

面，原生種共有 37 種(佔 43.53%)、特有種 1 種(佔 1.18%)、歸化種

共有 28 種(佔 32.94%)、栽培種則有 19 種(佔 22.35%)；就物種而言，

雙子葉植物 34 科 55 屬 62 種、單子葉植物 6 科 21 屬 23 種。 

本計畫施工階段三處調查點植物種類數量分別為媽祖大橋 30 科

55 屬 60 種；第 6 號橋 32 科 59 屬 62 種；與北港溪匯流口 18 科 32

屬 35 種。整體共記錄植物 43 科 84 屬 96 種；其中草本植物共有 52

種(佔 54.17%)、喬木類植物共有 15 種(佔 15.63%)、灌木類植物共有

15 種(佔 15.63%)、藤本類植物則有 14 種(佔 14.58%)；在屬性方面，

原生種共有 45 種(佔 46.88%)、特有種 1 種(佔 1.04%)、歸化種共有

32 種(佔 33.33%)、栽培種則有 18 種(佔 18.75%)；就物種而言，雙子

葉植物 36 科 62 屬 71 種、單子葉植物 7 科 22 屬 25 種。 

本計畫竣工階段三處調查點植物種類數量分別為媽祖大橋 29 科

55 屬 63 種；第 6 號橋 32 科 59 屬 66 種；與北港溪匯流口 23 科 38

屬 41 種。整體共記錄植物 44 科 90 屬 107 種；其中草本植物共有 62

種(佔 57.94%)、喬木類植物共有 15 種(佔 14.02%)、灌木類植物共有

15 種(佔 14.02%)、藤本類植物則有 15 種(佔 14.02%)；在屬性方面，

原生種共有 54 種(佔 50.47%)、特有種 1 種(佔 0.93%)、歸化種共有

34 種(佔 31.78%)、栽培種則有 18 種(佔 16.82%)；就物種而言，雙子

葉植物 37 科 67 屬 76 種、單子葉植物 7 科 23 屬 31 種，蕨類植物及

裸子植物則未記錄。(植物名錄見附錄一，植物歸隸特性統計詳見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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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三階段生態調查植物歸隸特性表 

歸隸特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總計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類別 

科數 0 0 0 0 0 0 34 37 37 6 7 7 40 44 44 

屬數 0 0 0 0 0 0 55 63 67 21 22 23 76 85 90 

種數 0 0 0 0 0 0 62 72 76 23 25 31 85 97 107 

生長習性 

草本 0 0 0 0 0 0 23 32 35 20 21 27 43 53 62 

喬木 0 0 0 0 0 0 14 14 14 0 1 1 14 15 15 

灌木 0 0 0 0 0 0 12 12 12 3 3 3 15 15 15 

藤本 0 0 0 0 0 0 13 14 15 0 0 0 13 14 15 

屬性 

原生 0 0 0 0 0 0 26 34 36 11 12 18 37 46 54 

特有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1 1 1 

歸化 0 0 0 0 0 0 22 25 27 6 7 7 28 32 34 

栽培 0 0 0 0 0 0 13 12 12 6 6 6 19 18 18 

註：A-施工前階段(107 年 11 月 19-20 日(秋季))、B-施工階段(109 年 02 月 19-20 日(冬季))、C-竣工階段-(109 年 09 月 24-25 日(秋季)) 

 

2 .稀特有植物 

三階段僅臺灣欒樹 1 種特有種但非稀有種，為道路旁人工栽植。 

 

3 .水岸植物 

a.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 

媽祖大橋水岸周邊濱水植物有開卡蘆、象草、小桑樹、青苧麻、

蓖麻、葎草、大花咸豐草、野莧菜、倒地鈴、空心蓮子草及單葉鹹

草等，皆為自生植物，其中象草、蓖麻、大花咸豐草、野莧菜、空

心蓮子草為歸化種，其他 6 種則為原生種。僅施工階段抽水口周邊

植被遭到清除，並未影響整體植物種類數量。 

b.新街大排第 6 號橋 

第 6 號橋護岸本為土坡護岸，施工前階段水岸濱水植物有蓖麻、

野莧菜、巴拉草、鱧腸、葎草、水丁香、小花蔓澤蘭及大黍等，皆

為自生植物，蓖麻、野莧菜、巴拉草、小花蔓澤蘭及大黍為歸化種，

鱧腸、葎草及水丁香則為原生種。 

施工階段因施工整治影響，溪床受工程擾動且水量稀少，護岸為

混凝土護岸，故護岸無植物生長，底床僅蓖麻、葎草、石龍芮、早

苗蓼、小羊蹄、大花咸豐草及龍葵等植物自生，其中蓖麻及大花咸

豐草為歸化種，其他 5 種為原生種。 

竣工階段新街大排護岸施工鋪設混凝土，故護岸無植物生長，底

床因無施工擾動影響，已有耐濕植物生長，如早苗蓼、蓖麻、水丁

香、千金子、及覆瓦狀莎草等植物自生，其中蓖麻及大花咸豐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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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種，其他 3 種為原生種。 

c.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與北港溪匯流口作為與施工區域之環境對照，並未受到施工影

響，濱水植物有開卡蘆、象草及假海馬齒，象草為歸化種，是匯流

口周邊的優勢物種，開卡蘆及假海馬齒為原生種。 

 

4 .珍貴大樹 

本案調查範圍並未記錄到胸徑≧80cm 的珍貴大樹。 

 

5.與施工前階段及施工階段比較 

本計畫施工前階段共記錄植物 40 科 76 屬 85 種，三個調查點植

物種類數量分別為媽祖大橋 23 科 46 屬 50 種；第 6 號橋 29 科 53 屬

56 種；與北港溪匯流口 12 科 20 屬 21 種。 

施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43 科 84 屬 96 種，三個調查點植物種類數

量分別為媽祖大橋 30 科 55 屬 60 種；第 6 號橋 32 科 59 屬 62 種；

與北港溪匯流口 18 科 32 屬 35 種。 

竣工階段共記錄植物 44 科 90 屬 107 種，三處調查點植物種類數

量分別為媽祖大橋 29 科 55 屬 63 種；第 6 號橋 32 科 59 屬 66 種；

與北港溪匯流口 23 科 38 屬 41 種。 

整體植物增加之種類主要為草本植物，為調查範圍內因人為不經

意帶入草籽而自生(如客土、苗盆內草籽)，以及農耕地內人為栽植之

作物，抑或土層內既有植物因季節變化演替生長，媽祖大橋與第 6

號橋皆已竣工無工程擾動，媽祖大橋施工便道已有草本及灌木生

長，已逐漸回復成施工前的狀態，第 6 號橋施工便道因北港滯洪池

施工單位停放車輛，仍有擾動，地被植物僅少部分生長。 

施工前階段、施工階段至竣工階段植物種類及數量上差異推測為

人為栽植、調查季節不同及自然演替等因素所致，整體植物種類及

環境型態皆已逐漸回復成施工前的狀態，僅施工區域植被因施工所

需移除，導致植物種類及數量有所差異，鄰近區域並無受到施工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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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域動物 

1 .鳥類 

(1)科種組成 

竣工階段共記錄 9 目 22 科 34 種 648 隻次(表 5-2)，包括鷺

科的黃頭鷺、蒼鷺、小白鷺、夜鷺；鷹科的黑翅鳶、大冠鷲；

燕鴴科的燕鴴；長腳鷸科的高蹺鴴；鷸科的磯鷸、鷹斑鷸；三

趾鶉科的棕三趾鶉；秧雞科的白腹秧雞、紅冠水雞；鳩鴿科的

珠頸斑鳩、紅鳩、野鴿；翠鳥科的翠鳥；杜鵑科的番鵑；雨燕

科的小雨燕；八哥科的白尾八哥、家八哥；麻雀科的麻雀；卷

尾科的大卷尾；梅花雀科的斑文鳥；鴉科的樹鵲；燕科的洋燕；

繡眼科的綠繡眼；鸚嘴科的粉紅鸚嘴；鵯科的紅嘴黑鵯、白頭

翁；扇尾鶯科的棕扇尾鶯、褐頭鷦鶯、灰頭鷦鶯；鶺鴒科的白

鶺鴒。數量較多的物種為麻雀(165 隻次)與紅鳩(65 隻次)，各佔

總數量的 25.46%與 10.03%，麻雀與紅鳩皆常出現於農耕地、草

生地或人工建物活動。竣工階段調查記錄特有亞種包括大冠

鷲、棕三趾鶉、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粉紅鸚嘴、紅嘴黑鵯、

白頭翁及褐頭鷦鶯等 9 種；記錄到保育類鳥類黑翅鳶、大冠鷲

及燕鴴等 3 種(圖 3-1~3-3、表 5-7)；外來種(引進種)包括野鴿、

白尾八哥及家八哥等 3 種。施工前階段共記錄 12 目 27 科 45 種

727 隻次，僅記錄黑翅鳶 1 種保育類鳥類；施工階段共記錄 12

目 23 科 36 種 482 隻次，記錄黑翅鳶與紅尾伯勞等 2 種保育類

鳥類。 

(2)樣區概述 

a.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11目23科40種260隻次，未記錄到保育

類；施工階段共記錄11目22科35種222隻次，記錄到保育類鳥類

黑翅鳶與紅尾伯勞等2種；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7目18科27種238

隻次，包括黃頭鷺、小白鷺、夜鷺、鷹斑鷸、棕三趾鶉、白腹

秧雞、紅冠水雞、珠頸斑鳩、紅鳩、野鴿、翠鳥、小雨燕、白

尾八哥、家八哥、麻雀、大卷尾、斑文鳥、樹鵲、洋燕、綠繡

眼、粉紅鸚嘴、紅嘴黑鵯、白頭翁、棕扇尾鶯、褐頭鷦鶯、灰

頭鷦鶯及白鶺鴒等。特有亞種包括棕三趾鶉、小雨燕、大卷尾、

樹鵲、粉紅鸚嘴、紅嘴黑鵯、白頭翁及褐頭鷦鶯等8種；未記錄

到保育類鳥類；外來種(引進種)包括野鴿、白尾八哥及家八哥；

歧異度指數為1.11，均勻度指數為0.78。 

b.新街大排第6號橋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7目16科25種107隻次，未記錄到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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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施工階段共記錄6目15科18種77隻次，記錄到保育類鳥類黑

翅鳶與紅尾伯勞等2種；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7目19科25種147

隻次，包括小白鷺、夜鷺、黑翅鳶、高蹺鴴、磯鷸、鷹斑鷸、

棕三趾鶉、紅冠水雞、珠頸斑鳩、紅鳩、野鴿、小雨燕、白尾

八哥、家八哥、麻雀、大卷尾、斑文鳥、樹鵲、洋燕、綠繡眼、

粉紅鸚嘴、白頭翁、棕扇尾鶯、褐頭鷦鶯及白鶺鴒等。記錄特

有亞種包括棕三趾鶉、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粉紅鸚嘴、白

頭翁及褐頭鷦鶯等7種；記錄到保育類鳥類黑翅鳶1種；外來種

(引進種)包括野鴿、白尾八哥及家八哥。歧異度指數為1.18，均

勻度指數為0.84。 

c.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12目27科45種360隻次，記錄到保育類鳥

類黑翅鳶1種；施工階段共記錄11目19科30種183隻次，記錄到

保育類鳥類黑翅鳶1種；竣工階段共記錄9目22科33種263隻次，

包括黃頭鷺、蒼鷺、小白鷺、夜鷺、黑翅鳶、大冠鷲、燕鴴、

高蹺鴴、磯鷸、鷹斑鷸、棕三趾鶉、白腹秧雞、紅冠水雞、珠

頸斑鳩、紅鳩、野鴿、翠鳥、番鵑、小雨燕、白尾八哥、家八

哥、麻雀、大卷尾、斑文鳥、樹鵲、洋燕、綠繡眼、粉紅鸚嘴、

白頭翁、棕扇尾鶯、褐頭鷦鶯、灰頭鷦鶯及白鶺鴒等。特有亞

種包括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粉紅鸚嘴、白頭翁及褐頭鷦鶯

等6種；記錄到保育類鳥類黑翅鳶、大冠鷲及燕鴴等3種；外來

種(引進種)包括野鴿、白尾八哥及家八哥；歧異度指數為1.18，

均勻度指數為0.78。 

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大部分區域為道路、住家與農耕地等人

工環境，施工時，河床以及周邊的農耕地有部分植被移除區塊，

竣工階段調查時，移除之植被大部分已生長，並有些小白鷺、夜

鷺、高蹺鴴、磯鷸及鷹斑鷸等水鳥與農耕地常見鳥類至此活動，

但周圍的滯洪池仍在施工，施工人員施工與施工車輛進出，人為

干擾仍較大，因此鳥類種類與數量較媽祖大橋上游樣站及新街大

排與北港溪匯流口樣站少。媽祖大橋上游樣站及新街大排與北港

溪匯流口樣站主要以淺流與深流之溪流為主，溪邊或溪中有蒼

鷺、小白鷺、夜鷺、高蹺鴴、磯鷸、鷹斑鷸、翠鳥、白腹秧雞及

紅冠水雞等水鳥活動，樹林與灌叢則有紅嘴黑鵯、白頭翁、樹鵲

及綠繡眼等鳥類。 

(3)與施工前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9 目 22 科 34 種 648 隻次，施工前階段

12 目 27 科 45 種 727 隻次，其中竣工階段調查新增大冠鷲、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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鴴及棕三趾鶉等 3 種，本次調查未發現的有小水鴨、小鸊鷉、大

白鷺、東方環頸鴴、小環頸鴴、青足鷸、臺灣夜鷹、小雲雀、黑

枕藍鶲、家燕、黃尾鴝、藍磯鶇、黃頭扇尾鶯及灰鶺鴒等 14 種，

數量及種類較施工前階段略少，推測種類上則可能因季節性影

響，施工前階段屬於秋季末，將進入冬季，有較多冬候鳥至此渡

冬，而竣工調查屬於秋季初，大部分冬候鳥仍未此棲息，造成本

次調查的冬候鳥不多。保育類部分，在施工前階段僅匯流口樣站

有發現黑翅鳶，而竣工階段則於第 6 號橋及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

流口等兩樣站有發現黑翅鳶，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樣站有發

現大冠鷲及燕鴴。 

(4)與施工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9 目 22 科 34 種 648 隻次，施工階段共

記錄 12 目 23 科 36 種 482 隻次，其中竣工階段調查新增黃頭鷺、

大冠鷲、燕鴴、高蹺鴴及棕三趾鶉等 5 種，竣工階段調查未發現

的有小鸊鷉、鸕鷀、臺灣夜鷹、紅尾伯勞、家燕、黃頭扇尾鶯及

灰鶺鴒等 7 種，數量較上季明顯增加，種類則較減少，推測除了

施工階段受到施工時的人為活動頻繁影響，而竣工階段施工已完

成，人為干擾減少後，鳥類數量明顯增加，種類上則可能因季節

性影響，如施工階段屬於冬季，有不少冬候鳥至此渡冬，而竣工

階段調查屬於秋季初，大部分冬候鳥仍未此棲息，造成竣工階段

調查的冬候鳥不多。保育類部分，在施工階段三樣站皆有發現黑

翅鳶，且媽祖橋上游與第 6 號橋等樣站另有發現紅尾伯勞，而竣

工階段則於第 6 號橋及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等兩樣站有發現

黑翅鳶，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樣站有發現大冠鷲及燕鴴。 

 
圖 5-1、三樣站三階段鳥類種數與數量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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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哺乳類 

(1)科種組成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哺乳類 3 目 5 科 6 種 53 隻次(表 5-3)，

包括鼴鼠科的臺灣鼴鼠；尖鼠科的臭鼩；蝙蝠科的東亞家蝠；松

鼠科的赤腹松鼠；鼠科的鬼鼠、小黃腹鼠。數量較多的物種為東

亞家蝠(40 隻次)，佔總數量的 75.47%，常在傍晚時，聚集於草生

地、農耕地、空曠地的上空或路燈旁飛行覓食。特有亞種有臺灣

鼴鼠 1 種，未記錄保育類與外來種哺乳類。施工前階段共記錄哺

乳類 4 目 5 科 6 種 36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哺乳類；施工階段共

記錄 3 目 4 科 4 種 25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哺乳類。 

(2)樣區概述 

a.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 3 目 4 科 5 種 12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

工階段共記錄 3 目 3 科 3 種 10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竣工階段共

記錄 3 目 5 科 5 種 19 隻次，包括臺灣鼴鼠、臭鼩、東亞家蝠、赤

腹松鼠及小黃腹鼠等，在周邊的農耕地有發現臺灣鼴鼠挖掘痕跡

與捕獲到臭鼩及小黃腹鼠，行道樹上則有發現赤腹松鼠，在傍晚

時分則在草生地、農耕地與空曠地的天空上記錄到東亞家蝠。特

有亞種有臺灣鼴鼠 1 種，未記錄有保育類與外來種哺乳類。歧異

度指數為 0.40，均勻度指數為 0.58。 

b.新街大排第6號橋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 2 目 2 科 3 種 4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工

階段共記錄 3 目 3 科 3 種 6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竣工階段共記

錄 3 目 4 科 5 種 14 隻次，包括臺灣鼴鼠、東亞家蝠、赤腹松鼠、

鬼鼠及小黃腹鼠，在農耕地有發現臺灣鼴鼠挖掘痕跡與捕獲到鬼

鼠及小黃腹鼠，樹林則有發現赤腹松鼠，傍晚時分，有東亞家蝠

在道路路燈旁飛行覓食飛蟲；特有亞種有臺灣鼴鼠 1 種，未記錄

有保育類與外來種哺乳類；歧異度指數為 0.43，均勻度指數為 0.62。 

c.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 4 目 5 科 6 種 20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

工階段共記錄 3 目 3 科 4 種 9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竣工階段共

記錄 3 目 4 科 5 種 20 隻次，包括臺灣鼴鼠、臭鼩、東亞家蝠、鬼

鼠及小黃腹鼠等，在周邊的農耕地有發現臺灣鼴鼠及鬼鼠挖掘痕

跡，並捕獲到臭鼩及小黃腹鼠，在傍晚時分則在草生地、農耕地

的天空上記錄到東亞家蝠。特有亞種有臺灣鼴鼠 1 種，未記錄保

育類與外來種哺乳類；歧異度指數為 0.34，均勻度指數為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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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階段施工皆已完成，但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大部分區域

為道路、住家與農耕地等人工環境，且周圍之滯洪池仍在施工，

人為干擾較大，因此哺乳類種類與數量較媽祖大橋上游樣站及與

北港溪匯流口樣站少。 

(3)與施工前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共記錄3目5科6種53隻次，施工前階段共記錄4目5

科6種36隻次，竣工階段調查新增赤腹松鼠1種，較施工前階段

少記錄臺灣野兔1種，竣工階段數量與種類上皆有變化，推測差

異之主因為縫機取樣調查。 

(4)與施工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共記錄 3 目 5 科 6 種 53 隻次，施工階段共記錄 3

目 4 科 4 種 25 隻次，竣工階段調查新增臭鼩及赤腹松鼠等 2 種，

竣工階段數量與種類上明顯增加，施工階段時，受到施工人為活

動頻繁與少部分植被移除，影響到哺乳類活動與覓食區域，竣工

階段時，施工已完成，且原本施工移除之植被已重新生長，加上

竣工階段調查期間(秋季)天氣較施工階段(冬季)溫暖，因此有不少

哺乳類活動以及大量東亞家蝠飛行與覓食。 

 

3 .兩生類 

(1)科種組成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1 目 2 科 2 種 23 隻次(表 5-4)，包括蟾

蜍科的黑眶蟾蜍；叉舌蛙科的澤蛙。數量較多的物種為澤蛙(12 隻

次)，佔總數量的 52.17%，常於水邊、農耕地或草生地活動；未發

現保育類、特有種與外來種兩生類。施工前階段共記錄兩生類 1

目 4 科 4 種 21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兩生類；施工階段共記錄 1

目 2 科 2 種 13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兩生類。 

(2)樣區概述 

a.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1目4科4種7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工

階段共記錄1目2科2種6隻次，未記錄保育類；竣工階段共記錄1

目2科2種7隻次，共發現黑眶蟾蜍及澤蛙等2種。未發現保育類、

特有種與外來種兩棲類；歧異度指數為0.26，均勻度指數為0.86。 

b.新街大排第6號橋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1目2科2種3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工

階段共記錄1目2科2種2隻次，未記錄保育類；竣工階段共記錄1

目2科2種6隻次，共發現黑眶蟾蜍及澤蛙等2種，未發現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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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種與外來種，歧異度指數為0.30，均勻度指數為1。 

c.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1目4科4種11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工

階段共記錄1目2科2種5隻次，未記錄保育類；竣工階段共記錄1

目2科2種10隻次，包括黑眶蟾蜍及澤蛙等2種。未發現保育類、

特有種與外來種兩棲類，歧異度指數為0.29，均勻度指數為0.97。 

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大部分區域為道路與農耕地等人工環

境，且溪流環境範圍較少，因此兩生類種類與數量較北港溪媽祖

大橋上游樣站及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樣站少。北港溪媽祖大

橋上游樣站及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樣站有較多水田與溪流等

有水環境，因此數量較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多。 

 

(3)與施工前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1 目 2 科 2 種 23 隻次，施工前階段共

記錄 1 目 4 科 4 種 21 隻次，竣工階段未記錄小雨蛙及貢德氏赤蛙

等 2 種，竣工階段調查時，施工已完成，原有施工移除植被區域

已有陽性先驅植物生長，但仍屬於人為擾動過後的環境，故兩生

類種類及數量皆較施工階段少。 

(4)與施工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1 目 2 科 2 種 23 隻次，施工階段共記

錄 1 目 2 科 2 種 13 隻次，物種均相同，竣工階段調查時，施工已

完成，原有施工移除之植被已生長，加上屬於秋季，氣溫較施工

階段冬季時高，兩棲類較多活動，因此竣工階段兩生類數量增加。 

 

4 .爬蟲類 

(1)科種組成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2 目 5 科 7 種 26 隻次(表 5-5)，包括壁

虎科的蝎虎、無疣蝎虎；石龍子科的麗紋石龍子、長尾南蜥；蝙

蝠蛇科的雨傘節；黃頷蛇科的臭青公；地龜科的斑龜。數量較多

的物種為無疣蝎虎(8 隻次)，佔總數量的 30.77%，常於電線杆、橋

梁、住家與工廠等建物上活動。未發現保育類、特有種與外來種

爬蟲類。施工前階段共記錄爬蟲類 1 目 2 科 3 種 11 隻次，未記錄

保育類爬蟲類；施工階段共記錄 2 目 3 科 3 種 10 隻次，未記錄

保育類爬蟲類。 

(2)樣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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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 1 目 2 科 3 種 4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工

階段共記錄 1 目 2 科 3 種 4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竣工階段調查

共記錄 1 目 2 科 4 種 8 隻次，包含蝎虎、無疣蝎虎、麗紋石龍子

及長尾南蜥等。蝎虎及無疣蝎虎皆為常見之壁虎，於人工建物上

發現，麗紋石龍子及長尾南蜥則於草灌叢活動。未發現保育類、

特有種與外來種爬蟲類，歧異度指數為 0.57，均勻度指數為 0.95。 

b.新街大排第6號橋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 1 目 2 科 2 種 3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工

階段共記錄 1 目 2 科 2 種 2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竣工階段調查

共記錄 2 目 3 科 4 種 6 隻次，包含蝎虎、無疣蝎虎、麗紋石龍子、

長尾南蜥、斑龜。蝎虎及無疣蝎虎皆為常見之壁虎，於人工建物

上發現，長尾南蜥則於草灌叢活動，斑龜則出現在新街大排溪邊

坡上。未發現保育類、特有種與外來種爬蟲類，歧異度指數為

0.45，均勻度指數為 0.74。 

c.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 1 目 2 科 3 種 4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工

階段共記錄 2 目 3 科 4 種 4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竣工階段調查

共記錄 1 目 5 科 6 種 12 隻次，包含蝎虎、無疣蝎虎、麗紋石龍子、

長尾南蜥、雨傘節及臭青公等。蝎虎及無疣蝎虎皆為常見之壁虎，

於人工建物上發現，麗紋石龍子、長尾南蜥、雨傘節及臭青公則

出現於草灌叢與農耕地，未發現保育類、特有種與外來種爬蟲類，

歧異度指數為 0.74，均勻度指數為 0.95。 

本次竣工階段調查，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及新街大排與北

港溪匯流口樣站的草生地與農耕地較多，因此較多爬蟲類活動，

而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較多人工環境與鄰近區的北港滯洪池仍

在施工，因此數量較稀少些。 

(3)與施工前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2 目 5 科 7 種 26 隻次，施工前階段共

記錄 1 目 2 科 3 種 11 隻次，本次調查新增長尾南蜥、雨傘節、臭

青公及斑龜等 4 種，種類與數量皆較施工前階段增加，推測原因

為施工前階段調查時期已屬秋季末，竣工階段調查時間為秋季

初，竣工階段氣溫較高，故爬蟲類活動裡較施工前階段高，因此

數量及種類皆較施工前階段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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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施工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2 目 5 科 7 種 26 隻次，施工階段共記

錄 2 目 3 科 4 種 10 隻次，竣工階段調查新增長尾南蜥、雨傘節

及臭青公等 3 種，種類與數量皆較施工階段增加，媽祖大橋與第

六號橋施工時移除之植被已生長，人為干擾減少，加上屬於秋季，

氣溫較上次施工階段冬季時高，爬蟲類較常活動，因此竣工階段

爬蟲類增加。 

 

5、蝶類 

(1)科種組成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1 目 5 科 16 種 128 隻次(表 5-6)，包括

鳳蝶科的無尾鳳蝶、青帶鳳蝶；粉蝶科的荷氏黃蝶、黑點粉蝶、

紋白蝶；蛺蝶科的樺蛺蝶、琉球紫蛺蝶、孔雀蛺蝶、琉球三線蝶、

黃蛺蝶；小灰蝶科的琉璃波紋小灰蝶、波紋小灰蝶、沖繩小灰蝶、

微小灰蝶、迷你小灰蝶；弄蝶科的臺灣黃斑弄蝶。數量較多的物

種為沖繩小灰蝶 (25 隻次)，佔總數量的 19.23%，沖繩小灰蝶的幼

蟲以黃花酢醬草為食，由於計畫周圍的草地常有生長黃花酢醬

草，沖繩小灰蝶亦會大量聚集此活動與繁殖。特有亞種包含青帶

鳳蝶、黑點粉蝶、黃蛺蝶、琉璃波紋小灰蝶及臺灣黃斑弄蝶等 5

種，未發現外來種及保育類蝶類。施工前階段共記錄蝶類 1 目 5

科 14 種 197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蝶類；施工階段共記錄 1 目 3

科 7 種 53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蝶類。                                 

        (2)樣區概述 

a.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1目5科14種36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

工階段共記錄1目3科7種19隻次，未記錄保育類；竣工階段調查

共記錄1目5科16種46隻次，包含無尾鳳蝶、青帶鳳蝶、荷氏黃

蝶、黑點粉蝶、紋白蝶、樺蛺蝶、琉球紫蛺蝶、孔雀蛺蝶、琉

球三線蝶、黃蛺蝶、琉璃波紋小灰蝶、波紋小灰蝶、沖繩小灰

蝶、微小灰蝶、迷你小灰蝶及臺灣黃斑弄蝶等。特有亞種包含

青帶鳳蝶、黑點粉蝶、黃蛺蝶、琉璃波紋小灰蝶及臺灣黃斑弄

蝶等5種，未發現外來種及保育類蝶類，歧異度指數為1.10，均

勻度指數為0.66。 

b.新街大排第6號橋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1目5科12種17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

工階段共記錄1目3科5種9隻次，未記錄保育類；竣工階段調查

共記錄1目3科11種26隻次，包含荷氏黃蝶、黑點粉蝶、紋白蝶、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竣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28 

 

樺蛺蝶、琉球紫蛺蝶、孔雀蛺蝶、琉球三線蝶、黃蛺蝶、波紋

小灰蝶、沖繩小灰蝶及迷你小灰蝶等。特有亞種包含黑點粉蝶

及黃蛺蝶等2種，未發現外來種及保育類蝶類，歧異度指數為

0.95，均勻度指數為0.67。 

c.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1目5科14種54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

工階段共記錄1目3科7種25隻次，未記錄保育類；竣工階段調查

共記錄1目3科12種56隻次，包含荷氏黃蝶、紋白蝶、樺蛺蝶、

琉球紫蛺蝶、孔雀蛺蝶、琉球三線蝶、黃蛺蝶、琉璃波紋小灰

蝶、波紋小灰蝶、沖繩小灰蝶、微小灰蝶及迷你小灰蝶等。特

有亞種包含黃蛺蝶及琉璃波紋小灰蝶等2種，未發現外來種及保

育類蝶類，歧異度指數為0.98，均勻度指數為0.56。 

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及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樣站的

草生地與農耕地較多，因此有較多的蝶類，而新街大排第 6 號橋

樣站較多人工環境且植較為單調，加上鄰近區仍有施工，因此蝶

類種類及數量少於另兩個樣站。 

(3)與施工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1 目 5 科 16 種 128 隻次，施工前階段

共記錄 1 目 5 科 14 種 197 隻次，其中竣工階段調查新增的有青

帶鳳蝶及黑點粉蝶等 2 種。施工前階段調查期間為秋季末，而

竣工階段調查時為秋季初，氣溫較為溫暖，因此記錄的種類較

施工前階段多，但因抽水站周邊植被因施工移除，雖已有植被

生長，但竣工階段整體記錄之數量仍較施工前階段少。 

(4)與施工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1 目 5 科 16 種 128 隻次，施工階段共

記錄 1 目 3 科 7 種 53 隻次，其中竣工階段調查新增的有無尾鳳

蝶、青帶鳳蝶、黑點粉蝶、樺蛺蝶、琉球紫蛺蝶、琉璃波紋小

灰蝶、微小灰蝶、迷你小灰蝶及臺灣黃斑弄蝶等 9 種。施工階

段時，草生地遭到移除及冬季氣溫較低的影響，蝶類較少活動，

而竣工階段調查時，原有移除的草生地已生長，加上屬於秋季，

天氣較溫暖，造成本次記錄的數量與種類較多。 

 

6、小結 

由三階段調查結果可見，本案施工階段因植被移除、施工

機具及施工車輛進出干擾等因素影響，亦因施工調查期間為冬

季，氣溫較低，因此陸域動物種類數量相較於施工前階段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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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竣工階段因距離施工階段已超過半年，原先植被移除區

域及施工便道皆已有植物生長，整體環境大致上已逐漸回復成

施工前階段的環境，因此本案工程對於陸域動物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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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域生態 

1 .魚類 

(1)科種組成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魚類 3 目 5 科 5 種 36 隻次(表 5-8)，包

括鰕虎科的彈塗魚；麗魚科的吳郭魚；鯉科的高體高鬚魚；海鯰

科的大頭多齒海鯰；甲鯰科的琵琶鼠等。數量較多的物種為琵琶

鼠(16 隻次)，佔總數量的 44.44%。調查期間記錄吳郭魚、高體高

鬚魚與琵琶鼠 3 種為外來種，未發現任何特有性與保育類物種。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魚類 3 目 3 科 3 種 51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魚

類；施工階段共記錄 3 目 4 科 4 種 27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魚類。 

(2)樣區概述 

a.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 

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為感潮帶，受到漲退潮的影響，

水中無水生植物，僅有部分濱水植物生長，樣站環境以類似河

口的泥質至砂質底層為主，竣工階段共發現3目4科4種，分別為

彈塗魚、吳郭魚、高體高鬚魚與琵琶鼠；彈塗魚於退潮時與泥

灘地活動，吳郭魚、高體高鬚魚主要於溪流的水體中層活動，

琵琶鼠則於溪流底部活動，以琵琶鼠較為優勢，歧異度指數為

0.65，均勻度指數為1.08。施工前階段共記錄2目2科2種，未記

錄保育類；施工階段共記錄2目3科3種，未記錄保育類。 

b.新街大排第六號橋 

新街大排第六號橋為農田灌溉及排水溝渠，底床多為沙、泥

質，邊坡為混凝土護岸，水量稀少，以淺流為主，共記錄2目2

科2種，分別為吳郭魚及琵琶鼠；吳郭魚與琵琶鼠於活動於水域

中下層，並無優勢種，歧異度指數為0.45，均勻度指數為1.50。

施工前階段共記錄1目1科1種，未記錄保育類；施工階段並未記

錄魚類。 

c.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為感潮帶，屬於鹹淡水交界處，樣站

環境以類似河口的泥質至砂質底層為主，共記錄 3 目 5 科 5 種，

分別為彈塗魚、吳郭魚、高體高鬚魚、大頭多齒海鯰及琵琶鼠；

彈塗魚為退潮時與泥灘地活動，吳郭魚與高體高鬚魚活動於水域

中下層，大頭多齒海鯰及琵琶鼠則於溪流底部活動，以琵琶鼠較

為優勢，歧異度指數為 0.84，均勻度指數為 1.20。施工前階段共

記錄 3 目 3 科 3 種，未記錄保育類；施工階段共記錄 3 目 4 科 4

種，未記錄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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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指標參考環保署環境檢驗所臺灣魚類生物指標系統(王漢

泉，2002)，以魚種對水質的耐受度加以評估，如遇二種以上水質

等級之指標魚種，則取較好的水質指標狀況為該樣站結果。根據

調查結果，樣站皆有記錄吳郭魚及琵琶鼠，依魚類指標評估，屬

於嚴重污染的水質。 

(3)與施工前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3 目 5 科 5 種 36 隻次，施工前共記錄

3 目 3 科 3 種 51 隻次，其中本次調查新增吳郭魚及大頭多齒海鯰

等 2 種，竣工階段調查與施工階段比較，魚類種類及數量皆增加，

但水域環境整體變化不大，魚類數量與種類亦變化不大，主要受

到水量、季節與感潮等因素影響。 

(4)與施工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3 目 5 科 5 種 36 隻次，施工 共記錄 3

目 4 科 4 種 27 隻次，其中竣工階段調查新增大頭多齒海鯰 1 種，

竣工階段調查與施工階段比較，魚類種類及數量皆增加，新街大

排第六號橋施工階段期間，因河床施工影響及枯水期水量稀少，

因此無魚類活動，竣工階段水量較多且無施工，因此有發現吳郭

魚及琵琶鼠等魚類。而其他樣站的水域環境變化不大，魚類數量

與種類亦變化不大，主要受到水量、季節與感潮等因素影響。 

 

2 .底棲生物 

(1)科種組成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底棲生物 2 目 4 科 4 種 62 隻次(表

5-9)，包括長臂蝦科的日本沼蝦；相手蟹科的漢氏無齒螳臂

蟹；田螺科的石田螺；蘋果螺科的福壽螺等。數量最多的物

種為福壽螺(38 隻次)，佔總數量的 61.29%。調查期間未發現

特有性與保育物種，而福壽螺 1 種為外來種。施工前階段共記

錄底棲生物 2 目 5 科 5 種 33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底棲生物；施

工階段共記錄 3 目 5 科 5 種 40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底棲生物。 

(2)樣區概述 

a.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 

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共記錄2目3科3種，分別為日本沼

蝦、漢氏無齒螳臂蟹及福壽螺，以日本沼蝦較為優勢，歧異度

指數為0.47，均勻度指數為0.99。施工前階段共記錄1目2科2種，

未記錄保育類；施工階段共記錄3目4科4種，未記錄保育類。 

b.新街大排第六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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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大排第六號橋僅調查到福壽螺1種。施工前與施工階段

同樣僅調查到福壽螺1種，未記錄保育類。 

c.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共記錄 2 目 4 科 4 種，分別為日本沼

蝦、漢氏無齒螳臂蟹、石田螺及福壽螺，以日本沼蝦較為優勢，

歧異度指數為 0.55，均勻度指數為 0.91。施工前階段共記錄 2 目 4

科 4 種，未記錄保育類；施工階段共記錄 3 目 5 科 5 種，未記錄

保育類。 

(3)與施工前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2 目 4 科 4 種 62 隻次，施工階段共記

錄 2 目 5 科 5 種 33 隻次，其中竣工階段調查未發現的有平背蜞

1 種，本次調查與施工前階段比較，種類減少，但數量則增加。

新街大排第六號橋施工前階段時，水域環境較為自然，而竣工階

段調查時，雖施工已完成，但水生植物較施工 前階段少，且水質

混濁，因此仍僅記錄福壽螺 1 種。而其他樣站的水域環境變化不

大，種類與數量可能受到水量與感潮等因素影響而變化。 

(4)與施工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2 目 4 科 4 種 62 隻次，施工階段共記

錄 3 目 5 科 5 種 40 隻次，其中竣工階段調查未發現的有臺灣椎實

螺 1 種，竣工階段調查與施工階段比較，種類減少，但數量則增

加。新街大排第六號橋施工階段時，水域環境變化較大，底床有

挖掘且水量變少，而竣工階段調查時，施工已完成，水域環境較

穩定，因此福壽螺增加。而其他樣站的水域環境變化不大，種類

與數量可能受到水量與感潮等因素影響而變化。 

 

3 .水生昆蟲 

(1)物種組成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蜻蛉 2 目 3 科 8 種 302 隻次(表 5-10)，

包括細蟌科的青紋細蟌；蜻蜓科的侏儒蜻蜓、紫紅蜻蜓、猩紅蜻

蜓、霜白蜻蜓(中印亞種)、杜松蜻蜓及薄翅蜻蜓；搖蚊科的搖蚊等。

數量較多的物種為搖蚊(225 隻次)，佔總數量的 74.50%，調查期間

未發現特有性與保育物種。施工前階段共記錄底棲生物 2 目 3 科

11 種 339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水生昆蟲；施工階段共記錄 2 目

3 科 4 種 163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水生昆蟲。 

(2)樣區概述 

a.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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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共記錄1目2科6種33隻次，分別為

青紋細蟌、侏儒蜻蜓、紫紅蜻蜓、霜白蜻蜓(中印亞種)、杜松蜻

蜓及薄翅蜻蜓，以薄翅蜻蜓較為優勢，歧異度指數為0.56，均

勻度指數為0.72。施工前階段共記錄1目2科9種16隻次，未記錄

保育類；施工階段共記錄1目2科3種6隻次，未記錄保育類。 

b.新街大排第六號橋 

新街大排第六號橋樣站共記錄2目3科5種247隻次，分別為青

紋細蟌、侏儒蜻蜓、杜松蜻蜓、薄翅蜻蜓及搖蚊，以搖蚊較為

優勢，歧異度指數為0.17，均勻度指數為0.24。施工前階段共記

錄2目3科8種290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工階段共記錄2目2科2

種151隻次，未記錄保育類。 

c.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共記錄 1 目 2 科 5 種 22 隻次，分別

青紋細蟌、侏儒蜻蜓、猩紅蜻蜓、杜松蜻蜓及薄翅蜻蜓，以薄翅

蜻蜓較為優勢，歧異度指數為 0.55，均勻度指數為 0.79。施工前

階段共記錄 1 目 2 科 10 種 33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施工階段共

記錄 1 目 2 科 3 種 6 隻次，未記錄保育類。 

(3)與施工前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2 目 3 科 8 種 302 隻次，施工前階段共記

錄 2 目 3 科 11 種 339 隻次，其中竣工階段調查較施工前階段減少

彩裳蜻蜓、大華蜻蜓及善變蜻蜓等 3 種，水生昆蟲種類與數量皆

減少。而因各樣站水質皆較差，且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新街大

排與北港溪匯流口位於感潮帶，造成水生昆蟲稀少，所記錄的物

種，大部分是各樣站岸邊、草生地或農耕地的蜻蛉目成蟲，推測

種類及數量差異原因可能為周邊蓄水(灌溉埤塘)環境減少或水質

變差，間接影響蜻蜓類幼蟲生長棲地。 

(4)與施工階段比較 

竣工階段調查共記錄 2 目 3 科 8 種 302 隻次，施工階段共記錄

2 目 3 科 4 種 163 隻次，其中竣工階段調查新增侏儒蜻蜓、紫紅蜻

蜓、猩紅蜻蜓及霜白蜻蜓(中印亞種)等 4 種，本次調查與施工階段

比較，水生昆蟲種類與數量皆增加，其中新街大排第六號橋施工

階段時，因底床正在挖掘且水量變少，造成搖蚊減少，而竣工階

段調查時，施工已完成，水域環境較穩定，因此有大量搖蚊生長。

而因各樣站水質皆較差，且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新街大排與北

港溪匯流口位於感潮帶，造成水生昆蟲稀少，所記錄的物種，大

部分是各樣站岸邊、草生地或農耕地的蜻蛉目成蟲，但因竣工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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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調查屬於秋季，較施工階段(冬季)溫度較高，大部分蜻蛉目成蟲

較常活動，所以種類與數量明顯增加。 

 

4、小結 

由三階段調查結果可見，本案水域生物於施工前階段調查

即因水質、水量及感潮等因素影響，記錄之水域生物種類稀少，

多為耐污染之外來種。本案施工階段媽祖大橋因抽水站設置挖

除邊坡濱水植被、第六號橋因抽水站設置挖掘溪床等因素影

響，水質及水量皆較施工前階段差，因此施工階段記錄之水域

生物較施工前階段少。而竣工階段已無施工擾動，但第六號橋

水質仍受到上游排放之廢污水影響，雖然水量已較施工階段

多，但水質同樣不佳帶有臭味，因此水生生物種類仍然沒有增

加。因此本案樣站的水域生物種類及數量主要受到水質、水量、

季節及感潮等因素影響，工程施工僅於施工階段挖掘抽水站造

成水質混濁，竣工後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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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三階段生態調查鳥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

性 

保
育

等
級 

遷移習性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樣
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雁形目 雁鴨科 小水鴨 Anas crecca     冬、普 2   6             

鸊鷉目 鸊鷉科 小鸊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     留、普/冬、普 3 1 5 2           

鰹鳥目  鸕鷀科 鸕鷀 Phalacrocorax carbo     冬、普       6   2       

鵜形目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普 3   5       2   8 

    蒼鷺 Ardea cinerea     冬、普 1   3 1   1     1 

    大白鷺 Ardea alba     冬、普 4 2 5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普/冬、不普
/過、普 

2 3 6 2   4 4 3 4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普/冬、稀/

過、稀 
2 3 3 2   2 2 1 2 

鷹形目 鷹科 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II 留、稀     1 1 1 2   3 1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hoya Es II 留、普                 1 

鴴形目 鴴科 東方環頸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留、不普/冬、普 2 1 3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留、稀/冬、普 5 1 5             

  燕鴴科 燕鴴 Glareola maldivarum   III 夏、普                 3 

  長腳鷸科 高蹺鴴 Himantopus himantopus     留、不普/冬、普 5 1 7         2 2 

  鷸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冬、普 3 1 3 2   1   2 1 

    青足鷸 Tringa nebularia     冬、普 2 1 2             

    鷹斑鷸 Tringa glareola     冬、普/過、普 2 1 3 2   2 1 1 1 

  三趾鶉科 棕三趾鶉 Turnix suscitator rostratus Es   留、普             1 4 2 

鶴形目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留、普 1   2 2   2 2   1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留、普 2 1 3 3 1 2 2 1 2 

鴿形目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普 5 2 6 6   3 3 2 4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普 16 9 20 18 6 15 22 18 25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14 6 18 7   8 5 5 6 

佛法僧目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留、普/過、不普 1   2 1   1 1   1 

鵑形目 杜鵑科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留、普 1   1     1     1 

鴞形目 夜鷹科 臺灣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stictomus 
    留、普 1   2 1 1 1       

雨燕目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Es   留、普 5 3 8 6 4 6 11 6 14 

雀形目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普 13 9 16 16 10 15 22 15 27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普 8 6 9 5 4 7 4 2 4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III 冬、普/過、普       1 1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普 88 26 102 58 15 42 66 31 68 

  百靈科 小雲雀 Alauda gulgula     留、普     3             

  王鶲科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Es   留、普     2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Es   留、普/過、稀 3 2 5 2 3 2 3 2 4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留、普 7 2 12 9 5 12 10 10 15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Es   留、普 1   2 2     3 2 2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普 11 6 16 21 8 14 25 10 19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夏、普/冬、普/

過、普 
5 3 6 6   2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留、普 12 10 19 10 6 6 13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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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

性 

保
育

等
級 

遷移習性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雀形目 鸚嘴科  粉紅鸚嘴 Paradoxornis webbianus Es   留、普 6   9 4     4 2 5 

  鶲科 黃尾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冬、不普     1             

    藍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us     留、稀/冬、普     1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Es   留、普 1   3 2     2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Es   留、普 16 6 25 14 8 19 22 12 20 

  扇尾鶯科 棕扇尾鶯 Cisticola juncidis     留、普/過、稀 1   2 2   2 2 2 2 

    
黃頭扇尾
鶯 

Cisticola exilis volitans Es   留、不普 1   1 1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Es   留、普 2   3 3 1 4 4 2 4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留、普 1   2 1 1 2 1   1 

  鶺鴒科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冬、普 1   1 2 1 2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留、普/冬、普 1 1 1 1 1 1 1 1 2 

13 目 31 科 50 種 11 種 4 種 
種類合計(種) 40 25 45 35 18 30 27 25 33 

數量合計(隻次) 260 107 360 222 77 183 238 147 263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1.21  1.18  1.31  1.22  1.08  1.19  1.11  1.18  1.18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0.76 0.84 0.79 0.79 0.86 0.81 0.78 0.84 0.78 

註 1：特有性之「Es」代表臺灣特有亞種。 

註 2：「II」代表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III」代表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註 3：保育類屬性依據 107 年 9 月 6 日農委會公告。 

註 4：單位為隻次。 

註 5：樣站 1 為「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 2 為「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 3 為「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註 6：規劃設計階段時間為 107 年 11 月 19~20 日，施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2 月 19~20 日，竣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9 月 24~25 日。 

 

表 5-3、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三階段生態調查哺乳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
性 

保育
等級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食蟲目 鼴鼠科 臺灣鼴鼠 Mogera insularis Es   1   2 1 1 1 1 1 1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1   2       1   1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7 2 9 8 4 6 14 10 16 

兔形目 兔科 臺灣野兔 Lepus sinensis formosus Es       2             

囓齒目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1 1   

  鼠科 鬼鼠 Bandicota indic     1 1 2   1 1   1 1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2 1 3 1   1 2 1 1 

4 目 6 科 7 種 2 種 0 種 

5 3 6 3 3 4 5 5 5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12 4 20 10 6 9 19 14 20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54  0.45  0.68  0.28  0.38  0.44  0.40  0.43  0.34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0.76 0.84 0.79 0.79 0.86 0.81 0.78 0.84 0.78 

註 1：特有性之「Es」代表臺灣特有亞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7 年 9 月 6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註 4：樣站 1 為「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 2 為「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 3 為「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註 5：規劃設計階段時間為 107 年 11 月 19~20 日，施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2 月 19~20 日，竣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9 月 24~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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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三階段生態調查兩生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

有

性 

保育

等級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3 

無尾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us     3 2 5 2 1 3 2 3 6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2 1 3 4 1 2 5 3 4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1   2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1   1             

1 目 4 科 4 種 0 種 0 種 

4  2  4  2  2  2  2  2  2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7  3  11  6  2  5  7  6  10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55  0.28  0.54  0.28  0.30  0.29  0.26  0.30  0.29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0.92 0.92 0.89 0.92 1.00 0.97 0.86 1.00 0.97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7 年 9 月 6 日農委會公告。 

註 2：單位為隻次。 

註 3：樣站 1 為「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 2 為「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 3 為「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註 4：規劃設計階段時間為 107 年 11 月 19~20 日，施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2 月 19~20 日，竣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9 月 24~25 日。 

 

表 5-5、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三階段生態調查爬蟲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

有

性 

保育

等級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有鱗目 壁虎科 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2 1 2 1   1 2 2 2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1 2 1 2 1 1 3 2 3 

  石龍子科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1   1 1 1 1 1   1 

    長尾南蜥 Eutropis longicaudata                 2 1 3 

  蝙蝠蛇科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1 

  黃頷蛇科 臭青公 Elaphe carinata                      2 

龜鱉目 地龜科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1   1   

2 目 5 科 7 種 0 種 0 種 

3 2 3 3 2 4 4 4 6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4 3 4 4 2 4 8 6 12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45  0.28  0.45  0.45  0.30  0.45  0.57  0.45  0.74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0.95 0.92 0.95 0.95 1 0.75 0.95 0.74 0.95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7 年 9 月 6 日農委會公告。 

註 2：單位為隻次。 

註 3：樣站 1 為「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 2 為「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 3 為「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註 4：規劃設計階段時間為 107 年 11 月 19~20 日，施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2 月 19~20 日，竣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9 月 24~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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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三階段生態調查蝶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

有

性 

保育

等級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鱗翅目 鳳蝶科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1 1 2       1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Es               1     

  粉蝶科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2 1 3 1 1 2 2 1 3 

    黑點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Es               2 1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6 2 9 8 4 12 5 3 8 

  蛺蝶科  樺蛺蝶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1 1 2       3 2 3 

    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2   3       2 1 3 

    孔雀蛺蝶 Junonia almana     3 1 4 1   1 4 2 2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lculenta      2 1 3 1 1 2 2 2 3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Es   3 2 6 2 1 3 5 3 5 

  小灰蝶科  琉璃波紋小灰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Es   3 1 3       2   4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3   4 2   2 8 3 10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5 4 8 4 2 3 6 7 12 

    微小灰蝶 Zizina otis riukuensis      2 1 3       1   1 

    迷你小灰蝶 Zizula hylax      2 1 3       1 1 2 

  弄蝶科 臺灣黃斑弄蝶 Potanthus confucius angustatus  Es   1 1 1       1     

1 目 5 科 16 種 5 種 0 種 

14 12 14 7 5 7 16 11 12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36 17 54 19 9 25 46 26 56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1.09  1.02  1.08  0.71  0.62  0.69  1.10  0.95  0.98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0.70 0.83 0.62 0.55 0.65 0.50 0.66 0.67 0.56 

註 1：特有性之「Es」代表臺灣特有亞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7 年 9 月 6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註 4：樣站 1 為「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 2 為「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 3 為「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註 5：規劃設計階段時間為 107 年 11 月 19~20 日，施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2 月 19~20 日，竣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9 月 24~25 日。 

 

 表 5-7、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三階段生態調查保育類座標 

季別 保育類物種 保育等級 座標(TWD97) 位置 

規劃設計階段 黑翅鳶 II 176430 2604796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草生地上空飛行 

施工階段 

黑翅鳶 II 177725 2607093 新港溪媽祖大橋  於草地上空飛行 

黑翅鳶 II 176464 2607249 新街大排第 6 號橋 於農耕上空飛行 

黑翅鳶 II 176391 2604766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草生地上空飛行 

黑翅鳶 II 178105 2607169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草生地上空飛行 

紅尾伯勞 III 177611 2607171 新港溪媽祖大橋  停棲於旁的灌叢 

紅尾伯勞 III 176423 2607315 新街大排第 6 號橋  停棲於 163 縣道旁的灌叢 

竣工階段 

黑翅鳶 II 176477, 2607235 新街大排第 6 號橋 於農耕上空飛行 

黑翅鳶 II 176278, 2604787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草生地上空飛行 

大冠鷲 II 176308, 2604615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樹林上空盤旋 

燕鴴 III 176442, 2604796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農耕地停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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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三階段生態調查魚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鱸形目 鰕虎科 彈塗魚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10   8     3 2   2 

  麗魚科 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Ais         3   3 5 2 2 

鯉形目 鯉科 高體高鬚魚 Hypsibarbus pierrei Ais       6 4   2 2   2 

鯰形目 海鯰科 大頭多齒海鯰 Netuma thalassina                     3 

  甲鯰科 琵琶鼠 Pterygoplichthys sp. Ais   16 1 10 8   4 10 2 4 

3 目 5 科 5 種 0 種 0 種 

2 1 3 3 0 4 4 2 5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26 1 24 15 0 12 19 4 13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29  0  0.16  0.44  - 0.15  0.65  0.45  0.84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0.96  - 0.33  0.92  - 0.25  1.08  1.50  1.20  

註 1：「Ais」代表外來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7 年 9 月 6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註 4：樣站 1 為「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 2 為「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 3 為「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註 5：規劃設計階段時間為 107 年 11 月 19~20 日，施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2 月 19~20 日，竣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9 月 24~25 日。 

 

表 5-9、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三階段生態調查底棲生物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十足目 長臂蝦科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3   10 5   6 5   9 

  相手蟹科 漢氏無齒螳臂蟹 Chiromantes dehaani     12     3     4   2 

  弓蟹科 平背蜞 Gaetice depressus         3             

基眼目 椎實螺科 臺灣椎實螺 Radix swinhoei            2   3       

中腹足目 田螺科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5     1     4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Ais     46 8 4 11 5 6 25 7 

3 目 6 科 6 種 0 種 0 種 

2 1 4 4 1 4 3 1 4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15 46 26 14 11 15 15 25 22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22  0  0.56  0.58  0  0.54  0.47  0  0.55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0.72  - 0.94  0.96  - 0.89  0.99  - 0.91  

註 1：「Ais」代表外來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7 年 9 月 6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註 4：樣站 1 為「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 2 為「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 3 為「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註 5：規劃設計階段時間為 107 年 11 月 19~20 日，施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2 月 19~20 日，竣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9 月 24~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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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三階段生態調查水生昆蟲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

種 

保育

類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樣

站 1 

樣

站 2 

樣

站 3 

樣

站 1 

樣

站 2 

樣

站 3 

樣

站 1 

樣

站 2 

樣

站 3 

蜻蛉目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1 1 2 2   1 5 3 2 

  蜻蜓科 彩裳蜻蜓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1   2             

  
 

侏儒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2 1 3       4 2 4 

  
 

大華蜻蜓 Tramea virginia          3             

  
 

紫紅蜻蜓 Trithemis aurora     1 1 2       1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1   2           1 

    霜白蜻蜓(中印亞種)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1 1 3       1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2 2 5 1   1 3 2 3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5 3 8 3 1 4 19 15 12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ramburii     2 1 3             

雙翅目 搖蚊科 搖蚊 Chironomus sp.       280     150     225   

2 目 3 科 11 種 0 種 0 種 

9 8 10 3 2 3 6 5 5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16 290 33 6 151 6 33 247 22 

隻

次 

隻

次 

隻

次 

隻

次 

隻

次 

隻

次 

隻

次 

隻

次 

隻

次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87  0.09  0.95  0.44  0.02  0.38  0.56  0.17  0.55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0.91  0.10  0.95  0.92  0.06  0.79  0.72  0.24  0.79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7 年 9 月 6 日農委會公告。 

註 2：單位為隻次。 

註 3：樣站 1 為「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 2 為「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站 3 為「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 

註 4：規劃設計階段時間為 107 年 11 月 19~20 日，施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2 月 19~20 日，竣工階段時間為 109 年 9 月 24~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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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結果與討論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總分為 80 分，並無標準的及格分數，僅

顯示檢核區域整體環境施工前中後整體環境是否發生變化。在施工前階

段，媽祖大橋為 31 分、第 6 號橋為 14 分、北港溪匯流口為 31 分；而施工

階段媽祖大橋為 31 分、第 6 號橋為 7 分、北港溪匯流口同為 31 分；竣工

階段媽祖大橋為 34 分、第 6 號橋為 17 分、北港溪匯流口同為 34 分。 

 

表 6-1、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三階段水利工程快速棲地評估表分數 

                 樣站 

階段 
媽祖大橋 第 6 號橋 匯流口 

施工前階段 31 14 31 

施工階段 31 7 31 

竣工階段 34 17 34 

顯示除了北港溪匯流口並未受到施工影響之外，施工階段媽祖大橋與第

6 號橋皆可能因施工影響(如邊坡既有植被遭移除、護岸水泥化、河床因重

機具施工而壓實填平…等)造成評分降低，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評估項目的影響因子多元，並不僅因為本案施工即造成整體分數下降，其

他大環境影響(如上游排放畜牧廢水或家庭污水皆可能導致水質濁度升高或

有異味、民眾傾倒廢棄物、民眾放生外來水域生物…等) 亦可能導致評分降

低，因此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僅呈現調查現況以供不同階段比

對，惟其中多項因子(如苯污染)非本案所造成。 

竣工階段三樣站環境皆較施工階段有所提升，除北港溪匯流口原本就未

受到施工影響，分數變化為外來物種多寡影響之外，媽祖大橋及第 6 號橋

因工程已完工，媽祖大橋的裸露地、施工便道及第 6 號橋的河床皆已有植

物生長，整體環境已逐漸回復成施工前狀態。 

生態檢核為檢視施工點位及周邊環境生態狀況，本工程施工對環境影響

主要是施工車輛進出動線造成揚塵及路面壓實、施工挖掘裸露地造成雨天

逕流水夾雜泥沙流入溪流、施工點位挖掘地表與埋設管線時造成植被破

壞，故主要影響區域主要為施工點位，對周邊區域影響較小，然而快速棲

地評估檢視為大範圍環境影響之結果，如上游畜牧業廢污水、家庭廢水等

排入導致水質不佳或其他影響，因此評估結果並不盡然是工程施工所造成

的影響。 

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迴避、

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工程配置方案如下: 

[迴避] 施工時避免對非施工區域的植被環境之破壞(如草生地、灌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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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地)，確保野生動物之棲地與食物來源。 

[迴避]保留原有卵礫石河床、消波塊及原生種濱水植物，以提供小型生

物躲藏及棲息的孔隙空間，亦可提供水鳥停棲覓食的環境。 

[減輕] 施工便道或材料暫置場，將使用既有道路做為施工便道，並於草

生地上鋪設透水棧板作為放置材料區，避免工程機具及資材直接堆置於

草生地上，以降低對地表夯實的機率及對草生地環境的破壞。 

[減輕] 減少營造使用水工結構物，如需橫向水工結構物，則設計上避免

選擇落差太大的橫向水工結構物，以避免影響水生生物上下溯。 

[減輕] 禁止使用除草劑、農藥、滅鼠藥，景觀規劃上減少施用化學肥料，

藉以營造接近自然環境之多樣性環境空間，以利各種野生動物自然孕育

及棲息繁殖，對施工與營運相關人員宣導勿干擾或捕抓野生動物。 

[補償] 清除施工區域之垃圾及漂浮物，透過礫間處理廠淨化改善水質，

未來可進行指標性魚種監測，以確認是否產生改變。 

[補償] 積極以本地適生或原生植物進行綠化，以加速植被恢復，栽植

方式採多層次的複層種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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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題與對策 

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樣站河床以泥灘地及卵石為主，並無橫向水工結構

物阻隔，而邊坡多為自然邊坡，而部分區域有消波塊，媽祖大橋下施工階

段時，水閘門施工工程，施工便道開闢及施工車輛進出導致部分植被移除，

竣工階段時，相關工程已完工，原有施工便道及裸露地已有河岸常見陽性

先驅植物生長(蓖麻、田菁、銀合歡及大花咸豐草等)；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樣

站河床以泥沙及卵石為主，並無橫向水工結構物阻隔，而施工前階段時為

自然邊坡，施工階段時改為水泥護岸，竣工階段時，施工已完成，水域型

態較為穩定，行水區亦有濱水植物生長(蓖麻、早苗蓼、覆瓦狀莎草及水丁

香等)；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樣站河床以泥灘地及卵石為主，並無橫向

水工結構物阻隔，邊坡為自然邊坡，無人工構造物，雖施工階段時，堤防

的水閘門有施工，但因距離河岸有 200 公尺以上距離，且施工區域原有環

境為水泥溝渠、邊坡與道路，對現地生態環境影響較低，竣工階段時影響

甚小。三處水域測站及周邊調查範圍皆以草生地、灌叢及旱田為主，皆為

生態敏感度較低之區域。 

保育類部分，竣工階段共記錄黑翅鳶、大冠鷲與燕鴴等 3 種保育類動

物；黑翅鳶出現於第 6 號橋及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等兩樣站的草生地

或農耕地上空飛行；大冠鷲出現於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樣站周邊的樹

林上空飛行；而燕鴴則出現在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樣站的農耕地裡停

棲。竣工階段時，原施工植被移除的區域已有植被生長，調查發現物種種

類或數量大部分都較施工階段增加，且有新增大冠鷲及燕鴴等保育類動

物，顯示施工時避開或減少非施工區域的植被環境破壞(如草生地、灌叢與

農耕地)，已確保野生動物之棲地與食物來源；三處調查範圍皆未記錄珍貴

老樹。 

竣工階段，既有的裸露地或施工便道皆有當地適生的陽性先驅植物生

長，待其自然演替，即可回復至施工前的環境；經營上禁用化學藥劑除草、

減少施用化學肥料、噴藥，藉以營造接近自然環境之多樣性環境空間，以

利各種野生動物自然孕育及棲息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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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北港溪媽祖大橋生態敏感區位圖 
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19.02.12 

 

 

圖7-2、新街大排第6號橋生態敏感區位圖 
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1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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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生態敏感區位圖 
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19.02.12 

(一)、外來種侵入，與原生物種間相互競爭及天敵捕獵  

三樣站共調查有 5 種魚類，其中有 3 種外來種，且外來種之琵琶鼠最為

優勢，因隨意放養外來魚種，會與原生魚類競爭棲地甚至排擠，加上農業

灌溉用水與生活污水等排入，水質較差，導致原生種減少，造成對污染耐

受度高的外來種為主。 

   建議對策: 

透過礫間處理廠淨化改善水質，未來可進行指標性魚種監測，以確認是

否產生改變。魚類指標是依據指標魚類與水質污染等級對照表(王漢泉，

2002,2006)，以魚種對不良水質的耐受度加以評估，在評估過程中，如遇二

種以上水質等級之指標魚種，則取較好的水質狀況為結果。未來進行指標

性魚種監測時，根據調查所出現魚類，可知道魚類與水質及水域環境狀況。 

(二)、河床與水岸植物  

a.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 

本樣站河床以泥灘地及卵石為主，底床無水生植物生長，為感潮帶，水

岸邊有部分消波塊，岸邊有象草、甜根子草、葎草及盒果藤等濱水植物。

竣工階段調查，工程皆已完工，且因施工移除植被的既有裸露地及施工便

道皆已有陽性先驅植物(蓖麻、田菁及銀合歡等)生長，不會因豪雨導致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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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雨水沖刷流入溪流造成水中濁度及懸浮固體提升，因此對水域生物的棲

地破壞影響低，但因銀合歡具有含羞草毒素，易對其他植物形成排他作用，

形成銀合歡純林，降低生態多樣性。 

 

建議對策： 

因施工移除植被造成之裸後地(工程區域及施工便道)，現況已有歸化種

陽性先驅植物生長，如蓖麻、田菁、銀合歡及大花咸豐草等，後續維護管

理或鄰近區域他案工程需綠美化時，建議可移除銀合歡等強勢外來植物，

栽植當地適生之原生種植物如楝、水柳及茄冬等，以維持當地之生態環境

多樣性。 

  

圖 7-4、既有施工裸露地及施工便道已有陽

性先驅歸化植物生長 

圖 7-5、施工區域已完工 

 

b.新街大排第 6 號橋 

本樣站河床以泥沙、土壤及部分卵石為主，並無橫向水工結構物阻隔，

抽水站工程已完工，溪床已有水丁香、覆瓦狀莎草、早苗蓼及蓖麻等濱水

植物生長，因水量較少及水質較差且有異味，且護岸因新街大排治理工程，

皆已水泥化，調查期間雖有發現水鳥、斑龜與魚類至此棲息，但數量仍少，

不易創造生物多樣性。 

建議對策： 

本樣站水量較少且多為上游畜牧廢水或家庭污水，水質較差且有異味，

現有水丁香、覆瓦狀莎草、早苗蓼及蓖麻等濱水植物生長，後續如有他案

工程需綠美化建議可再栽植香蒲、開卡蘆及荸薺等水生植物以吸附污染源

過濾水質，以利水生生物棲息；另水泥護岸可栽植地錦或銳葉牽牛等藤本

植物亦可鋪設生態護坡磚並噴灑草籽及覆土，將可增加孔隙供生物躲藏並

柔化視覺景觀增加護岸粗糙度，以利動物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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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水泥化護岸栽植藤本植物或鋪設生

態護坡磚 

圖 7-7、水質不佳且有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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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生態調查植物名錄 

一、雙子葉植物 

1.Aizoaceae 番杏科  

1.Trianthemum portulacastrum L. 假海馬齒 (H,V,C) 

2.Amaranthaceae 莧科  

2.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蓮子草 (H,R,C) 

3.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 蓮子草 (H,R,C) 

4.Amaranthus lividus L. 凹葉野莧菜 (H,R,C) 

5.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菜 (H,R,C) 

3.Asteraceae 菊科  

6.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H,R,C) 

7.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大花咸豐草 (H,R,C) 

8.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H,V,C) 

9.Mikania micrantha H. B. K. 小花蔓澤蘭 (C,R,C) 

10.Soliva anthemifolia (Juss.) R. Br. ex Less. 假吐金菊 (H,R,C) 

11.Sonchus oleraceus L. 苦滇菜 (H,V,C) 

12.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H,R,C) 

4.Basellaceae 落葵科  

13.Basella alba L. 落葵 (C,R,C) 

5.Bignoniaceae 紫葳科  

14.Spathodea campanulata Beauv. 火焰木 (T,D,C) 

6.Bombacaceae 木棉科  

15.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馬拉巴栗 (T,D,C) 

7.Brassicaceae 十字花科  

16.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 薺 (H,V,C) 

17.Lepidium virginicum L. 獨行菜 (H,R,M) 

18.Rorippa cantoniensis (Lour.) Ohwi 廣東葶藶 (H,V,C) 

19.Rorippa indica (L.) Hiern 葶藶 (H,V,C) 

8.Cactaceae 仙人掌科  

20.Hylocereus undatus 'Fon-Lon' 火龍果 (S,D,C) 

9.Capparaceae 山柑科  

21.Cleome rutidosperma DC. 平伏莖白花菜 (H,R,C) 

10.Caricaceae 番木瓜科  

22.Carica papaya L. 木瓜 (T,D,C) 

11.Casuarinaceae 木麻黃科  

23.Casuarina equisetfolia L. 木麻黃 (T,D,C) 

12.Chenopodiaceae 藜科  

24.Chenopodium serotinum L. 小葉藜 (H,V,C) 

13.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25.Cuscuta campestris Yunck. 平原菟絲子 (C,R,C) 

26.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C,R,C) 

27.Ipomoea hederacea (L.) Jacq. 碗仔花 (C,R,M) 

28.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C,R,C) 

29.Ipomoea triloba L.  紅花野牽牛 (C,D,C) 

30.Operculina turpethum (L.) S. Manso 盒果藤 (C,V,C) 

14.Crassulaceae 景天科  

31.Bryophyllum pinnatum (Lam.) Kurz 落地生根 (H,R,C) 

15.Cucurbitaceae 葫蘆科  

32.Cucurbita moschata Duchesne var. melonaeformis Makino 南瓜 (C,D,C) 

33.Momordica charantia L. var. abbreviata Ser. 短角苦瓜 (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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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uphorbiaceae 大戟科  

34.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飛揚草 (H,R,C) 

35.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千根草 (H,V,C) 

36.Codiaeum variegatum Blume 變葉木 (S,D,C) 

37.Flueggea virosa (Roxb. ex Willd.) Voigt 密花白飯樹 (S,V,C) 

38.Macaranga tanarius (L.) Müll. Arg. 血桐 (T,V,C) 

39.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S,R,C) 

17.Fabaceae 豆科  

40.Arachis hypogea L. 落花生 (H,D,C) 

41.Delonix regia (Boj.) Raf. 鳳凰木 (T,D,C) 

42.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S,R,C) 

43.Millettia pinnata (L. ) G. Panigrahi in Panigrahi & Murti 水黃皮 (T,V,M) 

44.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田菁 (H,R,C) 

18.Malvaceae 錦葵科  

45.Sida rhombifolia L. 金午時花 (S,V,C) 

19.Meliaceae 楝科  

46.Melia azedarach L. 楝 (T,V,C) 

20.Moraceae 桑科  

47.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ér. ex Vent. 構樹 (T,V,C) 

48.Ficus microcarpa L. f. 榕樹 (T,V,C) 

49.Ficus microcarpa L. f. var. crassifolia (W. C. Shieh) J. C. Liao 厚葉榕 (S,V,M) 

50.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H,V,C) 

51.Morus australis Poir. 小桑樹 (S,V,C) 

21.Nyctaginaceae 紫茉莉科  

52.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S,D,C) 

22.Oleaceae 木犀科  

53.Fraxinus griffithii C. B. Clarke  白雞油 (T,V,C) 

23.Onagraceae 柳葉菜科  

54.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 H. Raven 水丁香 (H,V,C) 

24.Passifloraceae 西番蓮科  

55.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蓮 (C,R,C) 

56.Passiflora suberosa L. 三角葉西番蓮 (C,R,C) 

25.Polygonaceae 蓼科  

57.Polygonum lapathifolium L. 早苗蓼 (H,V,C) 

58.Rumex nipponicus Franch. & Sav. 小羊蹄 (H,V,M) 

26.Portulacaceae 馬齒莧科  

59.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H,V,C) 

27.Ranunculaceae 毛茛科  

60.Ranunculus sceleratus L. 石龍芮 (H,V,C) 

28.Rubiaceae 茜草科  

61.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龍吐珠 (H,V,C) 

62.Ixora stricta Roxb. 仙丹花 (S,D,C) 

63.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C,V,C) 

29.Rutaceae 芸香科  

64.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S,V,C) 

30.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65.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C,V,C) 

66.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T,E,C) 

31.Sapotaceae 山欖科  

67.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葉山欖 (T,V,C)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竣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52  

32.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68.Veronica undulata Wall. 水苦賈 (H,V,C) 

33.Solanaceae 茄科  

69.Nicotiana plumbaginifolia Viv. 皺葉煙草 (H,R,C) 

70.Physalis angulata L. 燈籠草 (H,V,C) 

71.Solanum nigrum L. 龍葵 (H,V,C) 

34.Tiliaceae 田麻科  

72.Muntingia calabura L. 西印度櫻桃  (T,R,C) 

35.Urticaceae 蕁麻科  

73.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 (H,V,C) 

74.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霧水葛 (H,V,C) 

36.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75.Duranta repens L. 金露花 (S,R,C) 

37.Vitaceae 葡萄科  

76.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虎葛 (C,V,C) 

 

二、單子葉植物 

38.Agavaceae 龍舌蘭科  

77.Dracaena fragrans (L.) Ker Gawl. 香龍血樹 (S,D,C) 

39.Commelinaceae 鴨跖草科  

78.Murdannia keisak (Hassk.) Hand.-Mazz. 水竹葉 (H,V,C) 

40.Cyperaceae 莎草科  

79.Cyperus imbricatus Retz. 覆瓦狀莎草 (H,V,C) 

80.Cyperus iria L. 碎米莎草 (H,V,C) 

81.Cyperus malaccensis Lam. subsp. monophyllus (Vahl) T. Koyama 單葉鹹草 (H,V,C) 

82.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H,V,C) 

41.Lemnaceae 浮萍科  

83.Lemna aequinoctialis Welwitsch 青萍 (H,V,C) 

42.Liliaceae 百合科  

84.Allium scorodoprasum L. var. viviparum Regel. 葫 (H,D,C) 

43.Musaceae 芭蕉科  

85.Musa sapientum L. 香蕉 (H,D,C) 

44.Poaceae 禾本科  

86.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巴拉草 (H,R,C) 

87.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H,V,C) 

88.Chloris divaricata R. Br.  垂穗虎尾草 (H,R,C) 

89.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H,V,C) 

90.Cynodon plectostachyum (Schum.) Pilger. 星草 (H,R,C) 

91.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P. Beauv. 龍爪茅 (H,V,C) 

92.Dichanthium aristatum (Poir.) C. E. Hubb.  毛梗雙花草 (H,R,M) 

93.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芒稷 (H,V,C) 

94.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H,V,C) 

95.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H,V,C) 

96.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鯽魚草 (H,V,C) 

97.Leptochloa chinensis (L.) Nees 千金子 (H,V,C) 

98.Oryza sativa L. 稻 (H,D,C) 

99.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H,R,C) 

100.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L.) Spreng. 狼尾草 (H,V,C) 

101.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S,R,C) 

102.Phragmites vallatoria (L.) Veldkamp 開卡蘆 (S,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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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H,R,C) 

104.Saccharum sinensis Roxb. 甘蔗 (H,D,C) 

105.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H,V,C) 

106.Setaria verticillata (L.) P. Beauv. 倒刺狗尾草 (H,V,C) 

107.Sinobambusa tootsik (Makino) Makino 唐竹 (T,D,C) 

 
註：  

屬性代碼對照表 

屬性(A) T：木本 S：灌本 C：藤本 H：草本 

屬性(B) E：特有 V：原生 R：歸化 D：栽培 

屬性(C) C：普遍 M：中等 R：稀有 V：極稀有 E：瀕臨滅絕 X：已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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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竣工階段環境照、工作照及生物照 

  
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環境照 2020.09 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環境照 2020.09 

  
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環境照 2020.09 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施工便道 2020.09 

  
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施工便道 2020.09 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鄰近區環境照 2020.09 

  
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鄰近區環境照 2020.09 北港溪媽祖大橋上游鄰近區環境照 2020.09 

  
新街大排第 6 號橋環境照 2020.09 新街大排第 6 號橋環境照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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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大排第 6 號橋環境照 2020.09 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施工便道 2020.09 

  
新街大排第 6 號橋施工便道 2020.09 新街大排第 6 號橋鄰近區環境照 2020.09 

  
新街大排第 6 號橋鄰近區環境照 2020.09 新街大排第 6 號橋鄰近區環境照 2020.09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環境照 2020.09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環境照 2020.09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鄰近區環境照 2020.09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鄰近區環境照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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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調查工作照 2020.09 哺乳類調查工作照 2020.09 

  
蝶類調查工作照 2020.09 夜間調查工作照 2020.09 

  
蝦籠布設工作照 2020.09 手抄網工作照 2020.09 

  
生物照-紅鳩 2020.09 生物照-白尾八哥 2020.09 

  
生物照-麻雀 2020.09 生物照-棕三趾鶉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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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照-斑文鳥 2020.09 生物照-高蹺鴴 2020.09 

  
生物照-黑翅鳶 2020.09 生物照-大卷尾 2020.09 

  
生物照-黃頭鷺 2020.09 生物照-燕鴴 2020.09 

  
生物照-野鴿 2020.09 生物照-蝎虎 2020.09 

  
生物照-雨傘節吞食臭青公 2020.09 生物照-澤蛙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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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照-琉球紫蛺蝶 2020.09 生物照-杜松蜻蜓 2020.09 

  
生物照-石田螺 2020.09 生物照-福壽螺 2020.09 

  
生物照-大頭多齒海鯰 2020.09 生物照-日本沼蝦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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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生態檢核評估表格 

1.環境友善檢核表 

2.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3.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河川、區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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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友善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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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

劃設計計畫-施工前階段 

工程位點  

項目 本工程擬選用生態友善措施 

工 

程 

管 

理 

□ 
生態保護目標、環境友善措施、施工便道與預定開挖面，標示於工程圖說、發包文
件與施工規範 

□ 納入履約標準、確認罰則 

□ 優先利用人為干擾環境，以干擾面積最小為原則 

□ 其它： 

陸 

域 

環 

境 

擬定生態保護目標 擬用生態友善措施 

■ 保留樹木與樹島 

保留河道兩岸既有原生種喬木，僅清除外來

入侵種喬灌木及草本植物，如蓖麻、銀合歡。 

 

■ 保留濱溪植被區 

保留岸邊原生種植物，如開卡蘆、甜根子草、
盒果藤、葎草等，並清除外來種，如巴拉草
大黍及象草。 

■ 預留樹木基部生長與透氣透水空間 護岸以卵石堆砌，避免使用混凝土護岸。 

■ 採用高通透性護岸 
採用通透性高的卵石護岸，可沉積雨水並提
供生物躲藏。 

■ 減少護岸橫向阻隔 保留自然邊坡 

■ 動物逃生坡道或緩坡 保留自然邊坡 

■ 植生草種與苗木 栽植當地原生或適生種植物作為綠美化 

水 

域 

環 

境 

■ 減少構造物與河道間落差 保留自然邊坡與以卵石堆砌護岸 

■ 保留瀨區 保留瀨區並增加卵石堆積 

■ 控制溪水濁度 
第 6 號橋新街排水減少家庭污水或畜牧廢水

排放 

■ 維持常流水 維持常流水以增加水中溶氧 

補充說明：(依個案特性加強要求的其他事項) 

 

保全目標位置與照片 

 

備註： 

一、設計單位應會同主辦機關，共同確認生態保護對象，擬用環境友善措施填寫於備註欄。 

二、本表格連同預算書圖一併提供工程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填寫人員簽名：                       日期： 

生態專業團隊簽名：       日期：2018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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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

劃設計計畫-施工階段 

工程位點  

項目 本工程擬選用生態友善措施 

工 

程 

管 

理 

□ 
生態保護目標、環境友善措施、施工便道與預定開挖面，標示於工程圖說、發包文
件與施工規範 

□ 納入履約標準、確認罰則 

□ 優先利用人為干擾環境，以干擾面積最小為原則 

□ 其它： 

陸 

域 

環 

境 

擬定生態保護目標 擬用生態友善措施 

■ 保留樹木與樹島 
保留河道兩岸既有原生種喬木，僅清除外來
入侵種喬灌木及草本植物，如蓖麻、銀合歡。 

■ 保留濱溪植被區 

保留岸邊原生種植物，如開卡蘆、甜根子草、
盒果藤、葎草等，並清除外來種，如巴拉草、
大黍。 

■ 預留樹木基部生長與透氣透水空間 護岸以卵石堆砌，避免使用混凝土護岸。 

■ 採用高通透性護岸 
採用通透性高的卵石護岸，可沉積雨水並提
供生物躲藏。 

■ 減少護岸橫向阻隔 保留自然邊坡或減少邊坡之高度 

■ 動物逃生坡道或緩坡 保留自然邊坡或減少邊坡之高度 

■ 植生草種與苗木 栽植當地原生或適生種植物作為綠美化 

■ 其它： 
禁止使用除草劑、農藥與滅鼠藥，相關人員
進勿干擾捕抓野生動物 

水 

域 

環 

境 

■ 減少構造物與河道間落差 保留自然邊坡與以卵石堆砌護岸 

■ 保留瀨區 保留瀨區並增加卵石堆積 

■ 控制溪水濁度 
第 6 號橋新街排水減少家庭污水或畜牧廢水
排放，並將上游水截流至礫間處理後排放 

■ 維持常流水 維持常流水以增加水中溶氧 

■ 
其它： 

媽祖大橋裸露地覆蓋防塵網避免泥沙遭雨水
沖刷流入北港溪 

補充說明：(依個案特性加強要求的其他事項) 

 

保全目標位置與照片 

 

備註： 

一、設計單位應會同主辦機關，共同確認生態保護對象，擬用環境友善措施填寫於備註欄。 

二、本表格連同預算書圖一併提供工程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填寫人員簽名：                       日期： 

生態專業團隊簽名：       日期：2020 年 0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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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

劃設計計畫-竣工階段 

工程位點  

項目 本工程擬選用生態友善措施 

工 

程 

管 

理 

□ 
生態保護目標、環境友善措施、施工便道與預定開挖面，標示於工程圖說、發包文
件與施工規範 

□ 納入履約標準、確認罰則 

□ 優先利用人為干擾環境，以干擾面積最小為原則 

□ 其它： 

陸 

域 

環 

境 

擬定生態保護目標 擬用生態友善措施 

■ 保留樹木與樹島 
保留河道兩岸既有原生種喬木，僅清除外來
入侵種喬灌木及草本植物，如蓖麻、銀合歡。 

■ 保留濱溪植被區 

保留岸邊原生種植物，如開卡蘆、甜根子草、
盒果藤、葎草等，並清除外來種，如巴拉草、
大黍。 

■ 動物逃生坡道或緩坡 保留自然邊坡或減少邊坡之高度。 

■ 植生草種與苗木 栽植當地原生或適生種植物作為綠美化 

■ 其它： 
維護管理禁止使用除草劑、農藥與滅鼠藥，
相關人員進勿干擾捕抓野生動物。 

■ 保留瀨區 保留瀨區並增加卵石堆積。 

■ 控制溪水濁度 
第 6 號橋新街排水將上游水截流至礫間處理
後排放，河床栽植淨化水質植物，如香蒲。 

■ 維持常流水 維持常流水以增加水中溶氧。 

補充說明：(依個案特性加強要求的其他事項) 

 

保全目標位置與照片 

 

備註： 

一、設計單位應會同主辦機關，共同確認生態保護對象，擬用環境友善措施填寫於備註欄。 

二、本表格連同預算書圖一併提供工程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填寫人員簽名：                       日期： 

生態專業團隊簽名：       日期：2020 年 0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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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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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設施規劃設計計畫-施工前

階段 

區排名稱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工程名稱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

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雲林縣北港鎮；座標：177705 2607184(媽祖大橋)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

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 態 資 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

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

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為北港溪流域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 態 保 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

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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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

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

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 態 保 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

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

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竣

工

階

一、 

生 態 資 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

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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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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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設施規劃設計計畫-施工前

階段 

區排名稱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工程名稱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

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雲林縣北港鎮；座標：176531 2607311 (第 6 號橋)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

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 態 資 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3.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4.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

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

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 態 保 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

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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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

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

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 態 保 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

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

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竣

工

階

一、 

生 態 資 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

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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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竣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71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設施規劃設計計畫-施工前

階段 

區排名稱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工程名稱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

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雲林縣北港鎮；座標：176358 2604729 (與北港溪匯流口)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

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 態 資 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5.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6.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

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

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 態 保 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

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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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

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

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 態 保 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

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

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竣

工

階

一、 

生 態 資 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

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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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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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區排名稱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

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施工

階段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2020.02.19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

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雲林縣北港鎮；座標：177705 2607184(媽祖大橋)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7.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8.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

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

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

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為北港溪流域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

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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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

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

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

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

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

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

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

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

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

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

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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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

工

階

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

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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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區排名稱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設施規劃設計計畫-施工階

段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2020.02.19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

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雲林縣北港鎮；座標：176531 2607311 (第 6 號橋)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

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 態 資 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9.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10.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

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

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為北港溪流域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 態 保 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

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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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

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

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 態 保 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

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

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竣

工

階

一、 

生 態 資 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

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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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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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區排名稱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設施規劃設計計畫-施工階

段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2020.02.19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

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雲林縣北港鎮；座標：176358 2604729 (與北港溪匯流口)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

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 態 資 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1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

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

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為北港溪流域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 態 保 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

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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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

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

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 態 保 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

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

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竣

工

階

一、 

生 態 資 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

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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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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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區排名稱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

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竣工

階段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2020.09.25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

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雲林縣北港鎮；座標：177705 2607184(媽祖大橋)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3.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14.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

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

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

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為北港溪流域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

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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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

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

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

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

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

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

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

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

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

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

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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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

工

階

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

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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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區排名稱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竣工階

段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2020.09.25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

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雲林縣北港鎮；座標：176531 2607311 (第 6 號橋)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

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 態 資 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5.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16.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

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

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為北港溪流域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 態 保 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

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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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

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

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 態 保 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

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

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竣

工

階

一、 

生 態 資 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

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竣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88  

段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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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區排名稱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竣工階

段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2020.09.25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主辦機關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

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雲林縣北港鎮；座標：176358 2604729 (與北港溪匯流口)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  

預期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

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 態 資 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7.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18.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

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

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為北港溪流域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 態 保 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

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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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

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

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生 態 保 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

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

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竣

工

階

一、 

生 態 資 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

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設施規劃設計計畫竣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91  

段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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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河川、區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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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資料 

紀錄日期 2018.11.19 填表人  

水系名稱 北港溪 行政區 雲林縣北港鎮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

流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媽祖大橋 位置座標（TW97） 177705 2607184 

工程概述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 

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

的

特

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

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

分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 

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

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

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

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

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

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

伏流)：0 分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

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

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

(水表有浮藻類) 

3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

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

坡降平緩：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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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

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

域生物生存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

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

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

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

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5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

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

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

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

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

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護岸自然邊坡為主，少部分區域有消波

塊，植物主要以象草及開卡蘆居多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

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

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

類移動的困難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

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

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

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

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6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

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

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

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 □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

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

(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

例(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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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

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

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

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

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

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

態

特

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

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
類、□兩棲類、□爬蟲類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

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

外來種：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

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

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

排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

狀況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6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

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

(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2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12 (總分 5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7 (總分 20 分) 

總和=31 (總分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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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資料 

紀錄日期 2018.11.19 填表人  

水系名稱 北港溪 行政區 雲林縣北港鎮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

流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第 6 號橋 位置座標（TW97） 176531 2607311 

工程概述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 

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

的

特

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

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

分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 

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

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

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

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

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

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

伏流)：0 分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

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

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

(水表有浮藻類) 

0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

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

坡降平緩：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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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

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

域生物生存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

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

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

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

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1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

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

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

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

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

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護岸自然邊坡為主，濱水植物主要為巴

拉草及葎草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

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

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

類移動的困難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

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

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

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

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3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

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

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

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 □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0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

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

(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

例(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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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

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

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

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

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

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

態

特

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

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
類、□兩棲類、□爬蟲類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

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

外來種：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

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

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

排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

狀況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0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

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

(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9(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4 (總分 5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1 (總分 20 分) 

總和=14 (總分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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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資料 

紀錄日期 2018.11.19 填表人  

水系名稱 北港溪 行政區 雲林縣北港鎮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

流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與北港溪匯流口 位置座標（TW97） 176358 2604729 

工程概述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 

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

的

特

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

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

分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 

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

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

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

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

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

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

伏流)：0 分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

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

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

(水表有浮藻類) 

3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

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

坡降平緩：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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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

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

域生物生存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

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

於 25%： 5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

於 25%-75%： 3 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

於 75%： 1 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 

5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

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

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

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

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

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護岸自然邊坡為主，植物主要以象草、

開卡蘆及盒果藤居多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

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

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

類移動的困難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

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

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

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

所阻斷：1 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6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

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

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

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

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

(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

例(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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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

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

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

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

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

系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

態

特

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

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
類、□兩棲類、□爬蟲類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

種：7 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

外來種：4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

來種：1 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

分數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

排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

狀況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 

■水呈現黃色：6 分 

□水呈現綠色：3 分 

□水呈現其他色：1 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 

6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

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

(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2(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12(總分 5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7 (總分 20 分) 

總和=31(總分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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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資料 

紀錄日期 2020.02.19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水系名稱 北港溪 行政區 雲林縣北港鎮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媽祖大橋 位置座標（TW97） 177705 2607184 

工程概述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 

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

的

特

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

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

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優)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良)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普)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差)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

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劣)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

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優)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良)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普)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

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差)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

流)：0 分(劣)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

下游的通行無阻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

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

表有浮藻類) 

3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優)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

平緩：6 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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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普)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差)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

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劣) 

易水質調查監測 

■上游污水先截流至礫間設施淨化

處理後再排出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

生物生存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

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優)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良)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差)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劣) 

5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濱溪植被帶)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

化，在水路的水陸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

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

跟植物所組成?消波塊及卵石，象草、蓖

麻、葎草及銀合歡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

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

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

動的困難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

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優)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

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良)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

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普)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

阻斷：1 分(差)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劣) 

6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完整植被帶

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

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

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 ■圓石、 ■卵石、 ■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

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

(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

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優)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良)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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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差)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

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劣) 

■保留原有卵石河床，並利用石塊

堆疊產生瀨區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

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

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

(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

態

特

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

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

□兩棲類、□爬蟲類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鼓勵民眾協助移除外來種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

7 分(優)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

種：4 分(良)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

種：1 分(差)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劣)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

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

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

況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優) 

■水呈現黃色：6 分(良) 

□水呈現綠色：3 分(普) 

□水呈現其他色：1 分(差)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劣) 

6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

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

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12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12(總分 5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7 (總分 20 分) 

總和= 31 (總分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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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資料 

紀錄日期 2020.02.19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水系名稱 北港溪 行政區 雲林縣北港鎮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第 6 號橋 位置座標（TW97） 176531 2607311 

工程概述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 

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

的

特

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

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

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優)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良)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普)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差)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

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劣)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

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優)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良)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普)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

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差)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

流)：0 分(劣) 

3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

下游的通行無阻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

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

表有浮藻類) 

0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優)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

平緩：6 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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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普)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差)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

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劣) 

易水質調查監測 

■上游污水先截流至礫間設施淨化

處理後再排出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

生物生存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

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優)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良)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差)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劣) 

0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濱溪植被帶)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

化，在水路的水陸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

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

跟植物所組成? 護岸水泥邊坡為主，濱水

植物稀少，主要為巴拉草及葎草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

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

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

動的困難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

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優)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

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良)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

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普)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

阻斷：1 分(差)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劣) 

0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完整植被帶

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

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

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 ■圓石、 ■卵石、 ■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0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

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

(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

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優)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良)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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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差)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

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劣) 

■保留原有卵石河床，並利用石塊

堆疊產生瀨區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

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

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

(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

態

特

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

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

□兩棲類、□爬蟲類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鼓勵民眾協助移除外來種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

7 分(優)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

種：4 分(良)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

種：1 分(差)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劣)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

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

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

況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優) 

□水呈現黃色：6 分(良) 

□水呈現綠色：3 分(普) 

□水呈現其他色：1 分(差)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劣) 

0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

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

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6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0(總分 5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1 (總分 20 分) 

總和=7 (總分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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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資料 

紀錄日期 2020.02.19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水系名稱 北港溪 行政區 雲林縣北港鎮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與北港溪匯流口 位置座標（TW97） 176358 2604729 

工程概述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 

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

的

特

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

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

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僅做為環境對照，不需針

對現地環境做改變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優)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良)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普)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差)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

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劣)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

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優)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良)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普)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

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差)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

流)：0 分(劣)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

下游的通行無阻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

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

表有浮藻類) 

3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優)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

平緩：6 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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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普)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差)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

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劣) 

易水質調查監測 

□上游污水先截流至礫間設施淨化

處理後再排出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

生物生存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

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優)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良)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差)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劣) 

5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濱溪植被帶) 

■其他：僅做為環境對照，不需針

對現地環境做改變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

化，在水路的水陸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

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

跟植物所組成? 自然邊坡，象草為主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

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

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

動的困難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

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優)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

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良)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

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普)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

阻斷：1 分(差)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劣) 

6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完整植被帶

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

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僅做為環境對照，不需針

對現地環境做改變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

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 ■圓石、 ■卵石、 □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

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

(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

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優)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良)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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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差)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

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劣) 

■其他：僅做為環境對照，不需針

對現地環境做改變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

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

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

(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

態

特

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

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

□兩棲類、□爬蟲類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僅做為環境對照，不需針

對現地環境做改變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

7 分(優)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

種：4 分(良)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

種：1 分(差)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劣)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

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

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

況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優) 

■水呈現黃色：6 分(良) 

□水呈現綠色：3 分(普) 

□水呈現其他色：1 分(差)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劣) 

6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

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

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12(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12(總分 5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7 (總分 20 分) 

總和=31(總分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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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資料 

紀錄日期 2020.09.25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水系名稱 北港溪 行政區 雲林縣北港鎮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調查樣區 媽祖大橋 位置座標（TW97） 177705 2607184 

工程概述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 

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

的

特

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

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

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竣工階段皆不會改變北港溪水域

型態，因此未來持續保持原有溪流

水域型態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優)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良)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普)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差)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

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劣)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

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優)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良)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普)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

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差)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

流)：0 分(劣)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竣工階段不會造成北港溪水域連

續性阻斷，因此未來持續保持水域

連續性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

下游的通行無阻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

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

表有浮藻類) 

3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優)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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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緩：6 分(良)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普)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差)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

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劣)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上游污水先截流至礫間設施淨化

處理後再排出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

生物生存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

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優)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良)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差)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劣) 

5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濱溪植被帶) 

■受到感潮影響，在低潮期時，水

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較大，但其

他期間灘地面積比率不大，因此仍

保持自然邊坡與植被，此案竣工階

段不會改變原有自然邊坡與植被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

化，在水路的水陸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

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

跟植物所組成?消波塊及卵石，象草、蓖

麻、葎草及銀合歡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

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

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

動的困難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

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優)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

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良)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

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普)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

阻斷：1 分(差)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劣) 

6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完整植被帶

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

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竣工階段保持原有自然邊坡與植

被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

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 ■圓石、 ■卵石、 ■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

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

(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

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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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優)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良) 

□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普)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差)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

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劣)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保留原有卵石河床，並利用石塊

堆疊產生瀨區 

■細沉積砂土覆蓋面積比例大，主

要因溪流自然沖積影響造成，而竣

工階段不會造成北港溪河床底質

改變。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

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

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

(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

態

特

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

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

■兩棲類、■爬蟲類 

4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竣工階段並無施工亦不破壞溪邊

環境，將保持原有生態環境與生態

系統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

7 分(優)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

種：4 分(良)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

種：1 分(差)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劣)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

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

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

況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優) 

■水呈現黃色：6 分(良) 

□水呈現綠色：3 分(普) 

□水呈現其他色：1 分(差)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劣) 

6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

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竣工階段並無施工亦不破壞溪邊

環境，將保持水體藻類與浮游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

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12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12(總分 5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10 (總分 20 分) 

總和= 34 (總分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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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資料 

紀錄日期 2020.09.25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水系名稱 北港溪 行政區 雲林縣北港鎮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調查樣區 第 6 號橋 位置座標（TW97） 176531 2607311 

工程概述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 

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

的

特

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

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

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竣工階段皆不會改變北港溪水域

型態，因此未來持續保持原有溪流

水域型態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優)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良)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普)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差)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

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劣)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

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優)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良)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普)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

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差)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

流)：0 分(劣)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竣工階段不會造成北港溪水域連

續性阻斷，因此未來持續保持水域

連續性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

下游的通行無阻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

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

表有浮藻類) 

0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優)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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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緩：6 分(良)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普)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差)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

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劣)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上游污水先截流至礫間設施淨化

處理後再排出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

生物生存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

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優)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良)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差)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劣) 

3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濱溪植被帶)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

化，在水路的水陸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

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

跟植物所組成? 護岸水泥邊坡為主，河床

有蓖麻、水丁香、覆瓦狀莎草等植物生長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

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

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

動的困難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

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優)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

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良)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

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普)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

阻斷：1 分(差)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劣) 

0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完整植被帶

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

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

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 ■圓石、 ■卵石、 ■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

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

(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

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優)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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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普)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差)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

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劣)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保留原有卵石河床，並利用石塊

堆疊產生瀨區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

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

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

(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

態

特

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

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

■兩棲類、■爬蟲類 

4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維持水質水量穩定以供水域生物

棲息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

7 分(優)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

種：4 分(良)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

種：1 分(差)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劣)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

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

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

況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優) 

□水呈現黃色：6 分(良) 

□水呈現綠色：3 分(普) 

□水呈現其他色：1 分(差)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劣) 

0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

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竣工階段並無施工亦不破壞溪邊

環境，將保持水體藻類與浮游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

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9(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4(總分 5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4 (總分 20 分) 

總和=17 (總分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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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資料 

紀錄日期 2020.09.25 填表人 楊嘉仁、邱仁暉 

水系名稱 北港溪 行政區 雲林縣北港鎮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

工程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階段 

調查樣區 與北港溪匯流口 位置座標（TW97） 176358 2604729 

工程概述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 

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

的

特

性 

(A) 

水域

型態

多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

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

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

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竣工階段皆不會改變北港溪水域

型態，因此未來持續保持原有溪流

水域型態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優)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良)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普)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差)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

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劣)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域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

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優)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良)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普)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

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差)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

流)：0 分(劣)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竣工階段不會造成北港溪水域連

續性阻斷，因此未來持續保持水域

連續性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

下游的通行無阻 

(C) 

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

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

表有浮藻類) 

3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優)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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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緩：6 分(良)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普)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差)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

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劣)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上游污水先截流至礫間設施淨化

處理後再排出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

生物生存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及

底

質

特

性 

(D) 

水陸

域過

渡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

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 5 分(優)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 3 分(良)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 1 分(差)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

分(劣) 

5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濱溪植被帶) 

■新街大排與北港溪匯流口處受到

感潮影響，在低潮期時，水陸域接

界處的裸露面積較大，但其他期間

灘地面積比率不大，因此仍保持自

然邊坡與植被，此案竣工階段不會

改變原有自然邊坡與植被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

化，在水路的水陸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

植物的範圍(詳圖 D-1 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

跟植物所組成? 自然邊坡，象草為主 

(詳表 D-1 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

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

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

動的困難 

(E) 

溪濱

廊道

連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

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優)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

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 分(良)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

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 分(普) 

□大於 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

阻斷：1 分(差)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分

(劣) 

6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完整植被帶

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

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竣工階段保持新街大排與北港溪

匯流口處原有自然邊坡與植被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

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質

多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 ■圓石、 ■卵石、 □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

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

(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

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 25%： 10 分(優) 

□面積比例介於 25%~50%： 6 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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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比例介於 50%~75%： 3 分(普) 

■面積比例大於 75%： 1 分(差)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

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劣)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細沉積砂土覆蓋面積比例大，主

要因溪流自然沖積影響造成，而竣

工階段不會造成北港溪河床底質

改變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

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

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

(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

態

特

性 

(G) 

水生

動物

豐多

度 

(原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

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

■兩棲類、■爬蟲類 

4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本站僅做為環境對照，故不需要

做任何改變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

7 分(優)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

種：4 分(良)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

種：1 分(差)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劣)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

再+3 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

指標生物)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

況 

(H) 

水域

生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 分(優) 

■水呈現黃色：6 分(良) 

□水呈現綠色：3 分(普) 

□水呈現其他色：1 分(差)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 分(劣) 

6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

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

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

易水質調查監測 

■竣工階段並無施工亦不破壞溪邊

環境，將保持原有生態環境與生態

系統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

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12 (總分 30 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12(總分 50 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10 (總分 20 分) 

總和=34(總分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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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鴻濬委員  

1.生態檢核評估表及快速棲地生態評

估表尚未填寫完成，需完成。 

遵照辦理，已針對未勾選的部分補齊。

詳附錄三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表(P.93-119)。 

2.棲地生態評估表(快速)之河濱、水域

廊道滿分是否再評估。(針對維持自然

狀態’無人為干擾) 

遵照辦理，已針對環境現況重新評分。

詳附錄三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表(P.93-119)。 

3.文獻回顧 (2007+2019+2020)與本次

調查結果在植物相有很大的落差(科、

屬、種)，呈現極大下滑現象，原因為

何? 

文獻回顧所列三案的調查範圍皆較本

案調查範圍大，本案樣站僅以施工點位

為中心點往周邊半徑 100 公尺，與文獻

中的調查範圍面積落差極大，因此含括

的土地使用型態不同，造成植物組成有

所差異。調查位置詳圖 4-1(P.15)。 

4.本次調查在蝶類上有很大的增長從 1

科 2 種至 5 科 16 種，原因是什麼?棲地

環境更好了嗎? 

1 科 2 種為本案鄰近區域相關文獻記

錄，並非本案不同階段所記錄，其因北

港滯洪池施工已大面積移除植被，因此

較為缺乏適合蝶類棲息及覓食的環

境，故記錄的蝶種較少；本案僅針對抽

水站及道路旁水管埋設施工，未大面積

移除植被環境，調查範圍農耕地及住家

周邊亦有栽植能誘蝶的食草或蜜源作

物，且因調查範圍、路線、季節與天氣

不同亦會造成結果差距較大。調查位置

詳圖 4-1(P.15)。 

5.問題與對策部分：針對植物種類大幅

度減少，應有具體的對策提出；例如：

河川廊道生態棲地的復育計畫。 

本案工程挖掘造成之裸露地或溪床皆

已有先驅植物生長(蓖麻、銀合歡、田

菁、水丁香、覆瓦狀莎草及早苗蓼)，

且本案工程並未大規模移除植被，僅針

對抽水站施工區域及施工便道移除部

分植被，以及縣道 164 旁土溝埋設水管

移除部分草本，但因調查範圍內皆為常

見之草本植物，故施工並未造成植物種

類大幅度減少。 

6.針對本區環境品質已經不佳的狀

況，提出具體對策；例如：水質透明度

低(SS 問題)，人工設施阻斷廊道等。 

水質透明度與水質問題，主要是新街大

排承接上游之農灌溉水與生活廢水所

造成，為改善水質不佳，雲林縣政府已

於另案進行水質淨化改善，已就北港礫

間處理廠辦理礫石清洗更新，藉以改善

原有溪流之水質。而本案設置之人工設

施，主要是堤防後施工，並無阻斷北港

溪與新街大排等水域廊道連續性及溪

濱廊道連續性，竣工階段則讓邊坡與溪

邊植被自然生長，能提供生物棲息。 

7.頁 8 的指數計算，並無在計畫結束後 已補充，請參閱報告各相關動物資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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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指數計算(歧異度、均勻度指數)，請

補充。 

(表 5-2~表 5-6、表 5-8~表

5-10)(P.35-40)。 

陳本源委員  

1.植物種類調查維護管理階段與施工

階段及規劃設計階段植物 32 科屬種依

次減少，報告中減少物種為草本植物，

請解釋說明? 

本案三樣站植物種類於施工前中後三

階段皆為增加的狀況，水管埋設及抽水

站設置工程並未造成本案調查範圍內

植物種類減少，如意見回復所附表 1

所示。 

2.鳥類調查建議以圖示說明維護管理

與施工規劃設計之前中後變化? 

遵照辦理，鳥類於施工前、施工中及竣

工階段之變化詳圖 5-1(P.22)，顯示媽祖

大橋的鳥類種類逐漸減少，可能因設計

階段與施工屬於秋、冬兩季，媽祖大橋

周邊有不少冬候鳥活動，而維護階段時

則屬於夏季，因此無冬候鳥，所以種類

較少，但數量上則是較施工階段時增

加，其他樣站在施工時的鳥類種類與數

量在施工期間最少，維護管理階段時已

增加。 

3.原來施工便道、裸露地及河川已有陽

性先驅歸化植物生長，如蓖麻、田菁及

銀合歡等其意義為何，移除那些外來

種?新植栽植物可適應此地的土質否? 

銀合歡為強勢外來種植物，其具有「含

羞草毒」(mimosine)的化學物質，容易

對周邊植物毒害形成排他作用，導致形

成銀合歡純林，因此建議移除。而蓖麻

及田菁同為外來種植物，故一併移除。

本案建議栽植之原生種植物(楝、茄冬

及水柳)皆為調查範圍內生長良好之適

生植物。 

4.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媽祖

大橋及第六號橋總分 34 分及 17 分，本

案水質仍會受到上游排放之廢污水影

響，因施工點位固定，評估結果是否應

檢討生態檢核範圍?檢核表內有些項目

如施工說明會未勾選。 

本案工程為埋設管線及抽水站將北港

溪及新街大排之廢污水導引至礫間處

理場淨化，而生態檢核係針對施工點位

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進行檢視

及建議，因此上游排放廢污水造成水質

影響應另案針對區排或河川情勢整體

調查檢視並提出問題與對策，並非本計

畫可涵蓋。 

檢核表未勾選部分已補齊(P.65-9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報告建議加註與施工前階段之比

較，以利了解施工所造成的影響。 

遵照辦理，已把施工前後階段報告予以

整併，以利說明施工造成之影響。 

2.請註明本項工程或他項工程對生態

前後所造成影響？ 

有關本案工程對於生態環境之影響，施

工過程(施工中)因植被移除、施工機具

及施工車輛進出干擾等因素影響，亦因

調查期間氣溫較低，故陸域動物種類數

量相較於施工前階段有所減少，經此次

竣工階段調查，原先植被移除區域及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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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便道皆已有植物生長，整體環境已逐

漸回復，因此本案工程對於陸域動物影

響較小；而水域生物部分，於施工前階

段即因水質、水量及感潮等因素，記錄

之種類稀少，加上多為耐污染之外來

種，因此本案樣站的水域生物種類及數

量主要受到上述條件因素影響下，工程

僅於施工中階段挖掘抽水站造成水質

混濁，竣工後並無影響，相關說明請詳

P.28、P.34。 

3.建議對策部分，請增加位置示意圖，

以利管理單位了解需改善位置，以利後

續改善措施。 

遵照辦理，已於內文以圖示表示需改善

之位置，詳圖 7-6(P.47)。 

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09 年 11

月 2 日工程技字第 1090201171 號函修

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部分規

定，請依相關規定辦理生態檢核事宜。 

遵照辦理。 

雲林科技大學：  

1.因季節因素會影響生態調查結果，建

議可補上調查日期。 

遵照辦理，已於內文表格標註不同階段

調查日期以利閱讀。 

2.水利工程自評表沒有填寫完整，留空

白應補說明。 

遵照辦理，已針對未勾選的部分補齊，

詳 P.93-119。 

3.調查項目應針對工程影響層面去設

計。 

本計畫工程施作影響對象包括陸域動

植物及水域生物，故調查項目便包含此

內容。 

4.快棲表(B)(E)為 10 分需解釋。現況有

護岸已非自然河道。 

遵照辦理，已修正，請參考報告水利工

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5.調查範圍與施工範圍不成比例，較無

法反映工程本身之影響。 

本案調查範圍係針對工程點位及周邊

生態環境所劃設，期以了解工程點位及

周邊環境因工程造成之變化，並以周邊

環境適生物種及相似環境提出建議與

對策。 

6.迴避、縮小、減輕、補償請區分清楚。 遵照辦理。請參考結果與討論水利工程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結果與討論

(P.41-42)。 

7.生態檢核自評表，建議把各階段的成

果納入。 

遵照辦理，已將各階段生態檢核自評表

納入，詳 P.65-91。 

8.生態友善表格要附上照片，確認廠商

是否有確實執行。 

本案工程僅為抽水設施設置及縣道

164 土溝埋設截流管引水至礫間淨水

廠，屬小規模工程，故針對環境友善檢

核表中擬定生態保護目標選擇本計畫

可執行項目進行勾選，故相關生態保護

目標已進行調整。 

9.生態棲地評估表，施工前、中、後的 遵照辦理，已將各階段生態棲地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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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請納入報告，並進行說明。 納入，詳 P.93-119。 

洪浚格科長  

1.內容字體用 14pt，餘一併調整。 遵照辦理。 

 

 

表 1、三樣站三階段植物種類變化 

 媽祖大橋 第 6 號橋 匯流口 

施工

前 

施工

中 

竣工

階段 

施工

前 

施工

中 

竣工

階段 

施工

前 

施工

中 

竣工

階段 

植物

種類 
23 科

46 屬

50 種 

30 科

55 屬

60 種 

29 科

55 屬

63 種 

29 科

53 屬

56 種 

32 科

59 屬

62 種 

32 科

59 屬

66 種 

12 科

20 屬

21 種 

18 科

32 屬

35 種 

23 科

38 屬

41 種 

 

表 2、三樣站三階段動物種類與數量變化 

項目\時間 施工前 施工中 竣工階段 

鳥類 

40 25 45 35 18 30 45 30 33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260 107 360 222 77 183 360 183 263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哺乳類 

5 3 6 3 3 4 5 5 5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12 4 20 10 6 9 19 14 20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兩生類 

4 2 4 2 2 2 2 2 2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7 3 11 6 2 5 7 6 10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爬蟲類 

3 2 3 3 2 4 4 4 6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4 3 4 4 2 4 8 6 12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蝶類 

14 12 14 7 5 7 16 11 12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36 17 54 19 9 25 46 26 56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魚類 

2 1 3 3 0 4 4 2 5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26 1 24 15 0 12 19 4 13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底棲生物 2 1 4 4 1 4 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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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15 46 26 14 11 15 15 25 22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水生昆蟲 

9 8 10 3 2 3 6 5 5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16 290 33 6 151 6 33 247 22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隻次 

 

 
圖 1、三樣站三階段鳥類種數與數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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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三樣站與參考文獻位置圖 

 

 

 

 



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雲林縣北港礫間上部空間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工程期程 360日曆天 監造廠商 
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主辦機關 雲林縣水利處 營造廠商 東渠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雲林縣北港鎮光復里 
TWD97座標 X：177610 Y：2607413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61,074 

工程目的 

北港礫間處理場近年來操作過程中，易有大雨積水及上部覆土流失塌陷，土砂

阻塞曝氣管線導致現有鼓風機組不易供給氧氣，影響礫間曝氣槽處理效能，故

期望透過本計畫針對既有北港礫間設施進行結構體改善，維持原有設計效能。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於北港礫間處理廠區進行曝氣施設改善，工程項目包含：1、上部空間鋪面改

善；2、曝氣槽礫石清洗拋放作業；3、曝氣管更新；4、發電機組增設；5、教

育宣導解說設施等項目。 

預期效益 

1. 確保北港礫間處理場妥善運轉，延長礫間設施使用壽命，持續達到改善北

港溪水體水質之功能及目標 

2. 增加基礎建設，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發展。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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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本計畫於107年11月9日由雲林縣府水環境顧問團邀集

委員至現地進行審查與現勘，亦於107年12月5日與12月21日

辦理地方說明會，邀請當地里長、里民，會中說明計畫改善

內容與方向。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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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尚未進行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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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雲林縣莿桐礫間淨化工程計畫 水系名稱 新虎尾溪 填表人   吳瑞釗 

工程名稱 雲林縣莿桐礫間淨化工程計畫 設計單位 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工程期程 107 年~109 年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雲林縣環保局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23,938.6 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雲林縣莿桐鄉埔南段 852 地號        ；                             TWD97 座標  X：198935.330  Y：2627652.400  

工程目的 

由於本水質淨化場採行礫間接觸氧化淨化處理系統，利用簡化之污水處理設施，兼具自然淨化之功能，同時利用既有之雨水下水道收集晴天污水，並經污染物與卵

石上之微生物接觸氧化等交互作用所產生之物理及生化反應，以達到水質淨化效果，礫間接觸氧化淨化處理系統具有節能減碳之經濟效益，非常符合現今環境永續

發展利用之精神。而基地場址之設計採地下化，配合實際情況搭配景觀可提供民眾休閒散步、運動，以及環保教育之功能，另外配合當地人文景點，亦可帶動當地

觀光發展。 

工程概要 本水質工程場址設備包括取水設施(截流及攔污)、進流抽水井、沉砂池、礫間接觸氧化單元、污泥貯存槽、中間水槽、量水堰及(生態)放流池等，並配合環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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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六)、 污染削減效益 

莿桐水質淨化場新虎尾溪流域-新虎尾溪橋集污區範圍，主要為新虎尾溪橋上游側旁有莿桐市區之雨排水箱涵上游所收集莿桐市區雨水排水區域，

範圍包括中山路、舊台糖鐵路及 9 號路間之現有繁華市區晴天污水為主，並包括其他附近區域。：其設計最大日可處理水量為 2,000CMD，設計進流水

質 BOD/SS/NH3-N 分別為 30/30/20mg/l；設計平均日可處理水量為 1,300CMD，設計進流水質 BOD/SS/NH3-N 分別為 50/30/30mg/l。因此，在設計平均

日進流水質水量下： 

(4) 每日 BOD 削減量為 39kg/day(每年 BOD 削減量為 14,235kg/yr) 

(5) 每日 SS 削減量為 23.4kg/day(每年 SS 削減量為 8,541kg/yr)以 

(6) 每日 NH3-N 削減量為 15.6kg/day(每年 NH3-N 削減量為 5,694kg/yr)。 

(七)、 環境改善效益 

針對莿桐市區生活雜排水排入新虎尾溪所產生之生活污水加以截流收集，並配合新設置之現場水質淨化場，進行淨化處理，處理後之放流水可供綠

地澆灌或排入河川以補充基流量，將可逐漸改善該等河川之水質，恢復原有河川面貌，增加水資源利用價值。 

(八)、 處理成本效益 

由於本水質淨化場採行礫間接觸氧化淨化處理系統，利用簡化之污水處理設施，兼具自然淨化之功能，同時利用既有之雨水下水道收集晴天污水，

並經污染物與卵石上之微生物接觸氧化等交互作用所產生之物理及生化反應，以達到水質淨化效果，礫間接觸氧化淨化處理系統具有節能減碳之經濟效

益，非常符合現今環境永續發展利用之精神。 

(九)、 附加價值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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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礫間接觸氧化淨化處理系統回收水，亦可供綠地灌溉之用，以提高系統設置之附加價值。原則上礫間接觸氧化淨化設施多採地下化，配合實際

情況搭配景觀可提供民眾休閒散步、運動，以及環保教育之功能，另外配合當地人文景點，亦可帶動當地觀光發展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蒐

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

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生態環境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對

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析、生態保育方

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

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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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

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

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措

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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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態資料覆核比

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資料建

檔 

生態檢核資料建檔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1 

 

 

 

 

 

 

 

 

 

 

 

 

 

 

 

 

 

 

 

附錄1、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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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母港分案: 

1.1 生態關注區位圖 

本計畫進行轄內相關水利工程之生態檢核機制實施，於計畫執

行期間針對各項生態關注相關議題進行評估，並提出相關處理及改

善作為。計畫範圍屬區域排水，長期肩負著排洪的主要任務，對生

態環境的衝擊很難顧及，因此區域排水普遍有水質不佳、廊道不連

續、生物多樣性低及棲地類型單調等特性。 

計畫範圍跟民眾生活空間與生產活動交集廣泛，生態檢核後之

配套措施若僅考量局部結構物改善的工程措施，恐無法滿足水陸空

域各種生物生活史的多樣性需求，針對目前的自然環境，有必要針

對計畫範圍之生態系統進行相關調查，以瞭解區域排水及生物相關

之特性，同時建立不同類型及規模之工程期所需進行之生態檢核準

則。此報告主要從整個台灣區域(大尺度)與鄉鎮區域(中尺度)兩面向

討論工程之生態敏感區，而施工地區周遭的小尺度敏感圖則須依在

施工細部設計出來後再評估，從大、中尺度圖可知本施工地區雖不

屬於任何生態敏感區，但鴨母港溝最終流入五股濕地及淡水河中，

因此施工時，需特別注意工法及施工期間對濕地的棲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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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尺度生態敏感區圖 

 

 中尺度生態敏感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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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區圖 

1.2 生態議題分析 

 

本工程執行區域為都市區域範圍，由於鴨母港溝容納了三重、

蘆洲、五股三個行政區部份廢、污水，長期污染加上淤泥沉澱等因

素導致臭氣熏天，與新莊中港大排、板橋湳仔溝及三重溪美大排合

稱「四大黑龍江」。 

本計畫依據「生態工程檢核自評表」及「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

態評估表」(詳附件)進行現場勘查，並藉由勘查過程中，善用及尊

重地方知識，透過訪談當地居民瞭解當地對環境的知識、文化、人

文及土地倫理，除補充鄰近生態資訊，為尊重當地文化，可將相關

物種列為關注物種，或將特殊區域列為重要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感區

域。 

鴨母港溝左右兩側為混凝土砌石邊坡河道，施工河段周遭幾乎

為工廠、住宅等為人為建設。現場水路水體流動緩慢幾乎停止，周

遭有廢水排入導致整體水體較為污濁，且有異味。鴨母港溝目前在

中游的蘆洲萬福橋，設置有沉砂截流工程，經截流後由子母溝流至

污水截流站，最後送至八里污水廠進行處理。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每

個月在鴨母港截流站進行污水水質檢測，鴨母港截流站的 BOD 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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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mg/L，COD 介於27~67之間，SS 介於5.58~26 mg/L 之間，重

金屬濃度並不高，表示未受太多工業污染，屬於家庭民生污水，此

等程度污水仍然會產生臭味，應該要進一步處理，BOD 至少要低於

10 mg/L 以下，才能作為補充水源。 

  

 

 

 環境現況紀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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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態保育措施 

工程方案及生態保育對策應就工程必要性、安全性及生態議題

之重要性、回復可能性，相互考量研討。基本設計審查時須著重於

評估設計方案是否符合生態保育原則，以及對生態保全對象之迴避

與保護措施。 

藉由生態調查及評析之結果，針對工程可能對生態環境造成之

影響與衝擊，減輕策略包含以下四種：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

並應依循該順序考量與實施，提供規劃與營運管理階段使用，以減

輕工程對生態不利之影響。因此，工程配置及施工應優先考量是否

可以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棲地，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則應評

估縮小影響範圍、減輕永久性負面效應，針對受工程干擾的環境，

應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略，往零損失目標趨近。  

此工程目的為全面提升鴨母港溝水體水質，更進一步達到全面

零污點的終極目標，因此研議以現地處理增加補注水的方式，提供

景觀流水及鴨母港溝中下游水源，更可同時解決溝水滯留的問題，

進而在河岸及河床營造千米生態綠廊，營造更佳的景觀，成為蘆洲

區的景觀焦點。也預先淨化排入五股濕地之水質，擴大園區內疏洪

沼澤公園、圳邊公園、生態公園以及淡水河口濕地的棲地面積。最

後，將政府水環境營造成果及整合的環境資源資料庫，完成整個新

北市三重、五股及蘆洲區的水環境改善成果呈現。 

 

 

鴨母港溝水環境改善及生態綠廊整體營造計畫之生態保育措施研擬  

迴避： 

 建議避免施工便道沿兩側坡岸縱向佈設，移除濱溪植被帶。 

 建議保留全段或部分自然溪段不施作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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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 

 建議整體評估調整治理區域，縮小工程量體規模，保留無災害

或治理需求的植生區域。 

 建議限制護岸回填清除範圍小於 3 公尺寬。 

減輕： 

 建議調整工程量體位置，減少工程對植生區域之擾動。 

 建議以小型機具或手作方式施作，降低破壞面積。 

補償： 

 建議完工後翻鬆施工便道與裸露地土壤，有利植被生長恢復。 

 建議施工便道於完工後恢復原狀禁止進入。 

 建議維持生態基流量，以利水生動植物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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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磘溝分案: 

1.1 生態關注區位圖 

 
本計畫進行轄內相關水利工程之生態檢核機制實施，於計畫執

行期間針對各項生態關注相關議題進行評估，並提出相關處理及改

善作為。計畫範圍屬區域排水，長期肩負著排洪的主要任務，對生

態環境的衝擊很難顧及，因此區域排水普遍有水質不佳、廊道不連

續、生物多樣性低及棲地類型單調等特性。 

計畫範圍跟民眾生活空間與生產活動交集廣泛，生態檢核後之

配套措施若僅考量局部結構物改善的工程措施，恐無法滿足水陸空

域各種生物生活史的多樣性需求，針對目前的自然環境，有必要針

對計畫範圍之生態系統進行相關調查，以瞭解區域排水及生物相關

之特性，同時建立不同類型及規模之工程期所需進行之生態檢核準

則。此報告主要從整個台灣區域(大尺度)與鄉鎮區域(中尺度)兩面向

討論工程之生態敏感區，而施工地區周遭的小尺度敏感圖則須依在

施工細部設計出來後再評估，從大、中尺度圖可知本施工地區鄰近

淡水河流域濕地，因此施工時，需特別注意工法及施工期間對濕地

的棲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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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尺度生態敏感區圖 

 

 中尺度生態敏感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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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區圖 

 

1.2 生態議題分析 

 

本工程執行區域為都市區域範圍，既有現況為草地及廣場，鄰

近區域為停車場及住家為主，附近景點有雙和公園及枋寮老街，有

民眾來此地區休閒遊憩。 

本計畫依據「生態工程檢核自評表」及「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

態評估表」(詳附件)進行現場勘查，並藉由勘查過程中，善用及尊

重地方知識，透過訪談當地居民瞭解當地對環境的知識、文化、人

文及土地倫理，除補充鄰近生態資訊，為尊重當地文化，可將相關

物種列為關注物種，或將特殊區域列為重要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感區

域。 

瓦磘溝左右兩側為混凝土砌石邊坡河道，施工河段周遭幾乎為

工廠、住宅等為人為建設。現場水路水體流動緩慢幾乎停止，周遭

有廢水排入導致整體水體較為污濁。生態調查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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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多為構樹、血桐、山黃麻、榕樹、大葉雀榕等5~6種

樹種及長梗紫麻、青苧麻、腎蕨等4~6種草本植物，經現

勘及空拍結果並未發現特有種及保育類。 

(2) 鳥類：有小白鷺、紅鳩、斑頸鳩等約8~10種鳥類。 

(3) 兩棲及爬蟲類、蝶類：約有樺斑蝶、紋白蝶、黃蛺蝶、紅

擬豹斑蝶、無尾鳳蝶等8~9種蝶類及黑眶蟾蜍、澤蛙等4~5

種兩棲爬蟲類，並未發現特有種及保育類。 

 

因本計畫範圍並無水質監測站，採用鄰近監測站資料，依據行

政院環保署，採用瓦磘溝出水口華中大橋測站資料(108年6月)，河

川污染指數由5.5降為1，水質變化 DO 從1.4至7.3mg/l，SS 從1.36至

63.3 mg/l，氨氮從49.8至11.4 mg/l，顯示目前河川污染狀況漸漸轉為

良好(輕度污染至未(稍)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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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現況紀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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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態保育措施 

 

工程方案及生態保育對策應就工程必要性、安全性及生態議題之重要

性、回復可能性，相互考量研討。基本設計審查時須著重於評估設計方案是

否符合生態保育原則，以及對生態保全對象之迴避與保護措施。 

藉由生態調查及評析之結果，針對工程可能對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與衝

擊，減輕策略包含以下四種：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並應依循該順序考

量與實施，提供規劃與營運管理階段使用，以減輕工程對生態不利之影響。

因此，工程配置及施工應優先考量是否可以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棲地，

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則應評估縮小影響範圍、減輕永久性負面效應，針對

受工程干擾的環境，應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略，往零損失目標趨

近。  

為全面提升瓦磘溝水體水質，研擬水質改善截流處理方案，確認後續處

理水質水量，完成計畫河段污染截流及污水現地處理工程，並設置水質淨化

系統及污水截流設施，預期 RPI 將降低一個等級。最後，在既有空地綠美化

種植灌木、鋪設草皮及設置遊憩休閒設施、並串聯綠美化步道工程，增進都

市綠地保水、透水之功能並活化土地利用與美化都市景觀，使得瓦磘溝成為

附近居民遊憩、親水的最佳場所。 

 

瓦磘溝河道水質及景觀改善委託技術服務之生態保育措施研擬  

迴避： 

 建議避免干擾工程範圍外濱溪植被帶、樹木。 

 建議保留全段或部分自然溪段不施作干擾。 

縮小： 

 建議限制沿溪施作護岸之便道寬度小於 3 公尺。 

 建議全段護岸降低、配合土石籠堆砌，以利濱溪植被回復。 

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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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調整工程量體位置，減少工程對植生區域之擾動。 

 建議護岸採用有助植物生長之多孔隙或高通透性工法設計，以保留透水

性與植物拓殖空間，例如砌石或其他多孔隙材質等。 

補償： 

 建議完工後翻鬆施工便道與裸露地土壤，有利植被生長恢復。 

 建議加強前期工程裸露地之植生復育。 

 建議維持生態基流量，以利水生動植物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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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子坑分案: 

1.1 生態關注區位圖 

 
本計畫進行轄內相關水利工程之生態檢核機制實施，於計畫執行期間針

對各項生態關注相關議題進行評估，並提出相關處理及改善作為。計畫範圍

屬區域排水，長期肩負著排洪的主要任務，對生態環境的衝擊很難顧及，因

此區域排水普遍有水質不佳、廊道不連續、生物多樣性低及棲地類型單調等

特性。 

區域排水跟民眾生活空間與生產活動交集廣泛，生態檢核後之配套措施

若僅考量局部結構物改善的工程措施，恐無法滿足水陸空域各種生物生活史

的多樣性需求，針對目前區域排水的自然環境，有必要針對計畫範圍之排水

系統進行相關調查，以瞭解排水環境及生物相之特性，同時建立不同類型及

規模之工程期所需進行之生態檢核準則。此報告主要從整個台灣區域(大尺度)

與鄉鎮區域(中尺度)兩面向討論工程之生態敏感區，而施工地區周遭的小尺

度敏感圖則須依在施工細部設計出來後再評估，從大、中尺度圖可知本施工

地區鄰近五股濕地，因此施工時，需特別注意工法及施工期間對濕地的棲地

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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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尺度生態敏感區圖 

 

 中尺度生態敏感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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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關注區圖 

1.2  生態議題分析 

 
本工程後續擬執行區域為都市區域範圍，主要針對貴仔坑溪新五路一段

以下至大窠溪範圍進行河道改善工程，主要針對河道內進行工程，因施工區

域屬水泥構造物之排水系統，故尚無無明顯自然及生態環境，自然及生態環

境屬一般區，無涉及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

或民俗動植物等)，工程位置及鄰近地區無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詳附錄。 

且經調查貴仔坑溪水質如下： 

(1)文程路：溶氧量2.1，生化需氧量39，氨氮71.5，懸浮固體51。 

(2)仁義路：溶氧量3.4，生化需氧量27，氨氮28.3，懸浮固體32。 

(3)中港一橋：溶氧量2.9，生化需氧量21.8，氨氮27.5，懸浮固體27.5。 

本計畫範圍內貴仔坑溪水質 RPI 值為7.25~8屬嚴重污染，使貴子坑溪地區生

態環境逐漸惡化。 

本計畫依據「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評估表」(詳附件)與「水利工程快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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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檢核自評表」(詳附件)進行現場勘查，並藉由勘查過程中，善用及尊重地

方知識，透過訪談當地居民瞭解當地對環境的知識、文化、人文及土地倫理，

除補充鄰近生態資訊，為尊重當地文化，可將相關物種列為關注物種，或將

特殊區域列為重要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感區域。 

貴子坑溪左右兩側為混凝土砌石邊坡河道，施工河段周遭幾乎為工廠、

住宅等為人為建設。現場水路水體流動緩慢幾乎停止，周遭有廢水排入導致

整體水體較為污濁，魚類僅觀察到外來種吳郭魚、琵琶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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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現況紀錄照 

 
1.3  生態保育措施 

工程方案及生態保育對策應就工程必要性、安全性及生態議題之重要

性、回復可能性，相互考量研討。基本設計審查時須著重於評估設計方案是

否符合生態保育原則，以及對生態保全對象之迴避與保護措施。 

藉由生態調查及評析之結果，針對工程可能對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與衝

擊，減輕策略包含以下四種：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並應依循該順序考

量與實施，提供規劃與營運管理階段使用，以減輕工程對生態不利之影響。

因此，工程配置及施工應優先考量是否可以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棲地，

若無法完全避免干擾，則應評估縮小影響範圍、減輕永久性負面效應，針對

受工程干擾的環境，應積極研究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略，往零損失目標趨

近。  

貴子坑溪過去曾是一座埤塘供應著周遭生物棲息，然而現階段因防洪需

求、廢污水排入及地形缺陷等因素，致溪流整體呈現環境不良之現況。本計

畫以河道整治方式，增加水體流速，進一步增加河川溶氧及降低臭味，達到

提升環境品質之目的，提升貴子坑溪全長3公里段水體溶氧和水質現況，以

改善貴仔坑溪較不良之區段環境，淨化排入淡水河的水質，增加棲地面積，

還可以擴大五股溼地的生態系統。 

 

貴子坑溪河道改善工程之生態保育措施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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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 

 建議保留河道底床水生植物，以利水生生物棲息。 

 建議避免施工便道沿兩側坡岸縱向佈設，移除濱溪植被帶。 

縮小： 

 建議縮小工程量體規模，保留無災害或治理需求的植生區域。 

 建議施工階段不另開便道。 

減輕： 

 建議保留部分溪床塊石於溪床，不全數移除。 

 建議設計營造人工水生生物棲息空間。 

補償： 

 建議在兩岸旁設置綠帶，栽種原生種或吸附味道的植物。 

 建議完工後翻鬆施工便道與裸露地土壤，有利植被生長恢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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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程

基本

資料 

計畫名稱 新北市水質改善工程計畫 水系名稱 淡水河 填表人 新北市政府 

工程名稱 瓦磘溝河道水質及景觀改善委託技術服務計畫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工程期程 108年～109年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96,109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中和區、永和區； TWD97座標  X：121.506701   Y：25.000964 

工程目的 改善因居民聚集衍生汙水影響水質的問題。 

工程概要 利用設置現地處理設施，透過礫間淨化等適當工法將水體進一步淨化，放流水可放回河道進行補水，並減輕河川污染負荷。 

預期效益 在礫間現地曝氣處理場完成後可改善瓦磘溝水質，並配合整體環境營造及串連綠廊，盼早日找回過去瓦磘溝的風華。。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 注 物 種

及 重 要 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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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環 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已針對上下游自然及生態環境進行資料蒐集。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已確認本計畫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本案旨在淨化水質，對當地生態環境應多有助益。 

□否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略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 方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已於108年9月6日辦理說明會，後續本府水利局將相關意見一併納入整體考量。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 畫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已將相關工程資訊發佈於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官方網站上。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復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 計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 工 計 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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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保 育

品 質 管 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 工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 工 後 生

態 資 料 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 工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 態 檢 核

資 料 建 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 估 資 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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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程

基本

資料 

計畫名稱 新北市水質改善工程計畫 水系名稱 淡水河 填表人 新北市政府 

工程名稱 鴨母港溝水環境改善及生態綠廊整體營造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工程期程 108年～109年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49,937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蘆洲區； TWD97座標  X：121.468281   Y：25.076343 

工程目的 
1. 營造生態水岸 

2. 建置污水處理設施 

工程概要 

鴨母港溝整治迄今，已將污染及惡臭的源頭遏阻，為了更進一步解決中、下游雨天漫流污水幾成死水偶有惡臭的困境，達到鴨母港溝改善全面零污點

的終極目標，乃提出「鴨母港溝補注水處理工程」，研議以現地處理增加補注水的方式，提供景觀流水及鴨母港溝中下游水源，可以同時解決溝水滯留

的問題，同時也營造更佳的景觀。 

預期效益 

1.取得補充水源進行鴨母港下游污染整治在鴨母港萬福廣場河床下設置生物曝氣處理設施，提供鴨母港溝中下游潔淨流泉作為補注水，提供給景觀流

水及下游水源，解決目前鴨母港溝下游段死水臭味問題。 

2.鴨母港溝萬福廣場周邊環境美化 優化鴨母港溝污水整治成果，營造萬福廣場流水流泉及曲水流觴景觀。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3.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4.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 注 物 種

及 重 要 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鴨母港溝。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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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環 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已針對上下游自然及生態環境進行資料蒐集。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已確認本計畫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將設備至於廣場上，不破壞河川。 

□否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略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 方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已於108年10月3日辦理說明會，後續本府水利局將相關意見一併納入整體考量。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 畫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已將相關工程資訊發佈於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官方網站上。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復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 計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 工 計 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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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保 育

品 質 管 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 工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 工 後 生

態 資 料 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 工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 態 檢 核

資 料 建 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 估 資 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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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程

基本

資料 

計畫名稱 新北市水質改善工程計畫 水系名稱 貴子坑溪 填表人 新北市政府 

工程名稱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坑溪河道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弘澤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工程期程 108年～109年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77,500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泰山區； TWD97座標  X：121.439165   Y：25.058363 

工程目的 提升水體溶氧或水質現況，改善貴仔坑溪整體環境。 

工程概要 設置低水河槽，執行河道坡度整理。 

預期效益 提高貴仔坑溪水流流速，增加溶氧、降低臭味，提升環境品質。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5.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6.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 注 物 種

及 重 要 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本工程後續擬執行區域為都市計畫區域範圍內，無森林、水系、埤溏、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布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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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環 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已針對上下游自然及生態環境進行資料蒐集。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已確認本計畫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本案旨在設置低水河槽，執行河道坡度整理，改善當地水質，對當地生態環境應多有助益。 

□否 

調查評

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略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 方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已於108年1月30日辦理說明會，另本案於108年3月14日與新莊社區大學有召開會議討論，後續本府水利局將相關意見一併納入整體考量。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 畫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已將相關工程資訊發佈於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官方網站上。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復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 計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 工 計 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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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保 育

品 質 管 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 工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 工 後 生

態 資 料 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 工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 態 檢 核

資 料 建 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 估 資 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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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①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08/09/26  填表人 翁翊棠 蔡雨璇 

水系名稱 鴨母港溝 行政區 新北市蘆洲區 

工程名稱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位置座標（TW97）  

工程概述  

②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空拍機低空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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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

域

型

態

多

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4種以上：10分 

□水域型態出現3種：6分 

□水域型態出現2種：3分 

■水域型態出現1種：1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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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B) 

水

域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分 
3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路蜿蜒 

□其他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路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水的特性 

(C) 

水

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3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路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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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D)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25%： 5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25%-75%： 3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75%： 1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分 

1 

□增加低水流路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路的水路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路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造型模板 草 0分 

(詳表 D-1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路內及水路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

類、兩生類移動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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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E) 

溪

濱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分 

□大於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分 0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

質 

多

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路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

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25%： 10分 

□面積比例介於25%~50%：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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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面積比例介於50%~75%： 3分 

□面積比例大於75%： 1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水道底面積：0分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

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

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特性 

(G) 

水

生

動

物

豐

多

度 

(原

生

or

外

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0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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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 

水

域

生

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分 

□水呈現黃色：6分 

■水呈現綠色：3分 

□水呈現其他色：1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分 
3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路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2  (總分30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9   (總分30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3   (總分20分) 

總和=   14    (總分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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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略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略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略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

略。 

3.執行步驟：①⑤  (步驟④⑤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略)。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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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08/09/06  填表人 翁翊棠 高振豪 

水系名稱 瓦磘溝 行政區 新北市中和區 

工程名稱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位置座標（TW97）  

工程概述  

②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空拍機低空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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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

域

型

態

多

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4種以上：10分 

□水域型態出現3種：6分 

■水域型態出現2種：3分 

□水域型態出現1種：1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 

水

域

廊

道

連

續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分 

3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路蜿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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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性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路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其他_____ 

水的特性 

(C) 

水

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6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路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D) 

水

陸

域

過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25%： 5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25%-75%： 3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75%： 1分 

6 
□增加低水流路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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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渡

帶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分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路的水路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路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造型模板 喬木＋草花 1分 

(詳表 D-1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路內及水路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

類、兩生類移動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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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E) 

溪

濱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分 

□大於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分 
3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

質 

多

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3 

□維持水路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

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25%： 10分 

□面積比例介於25%~50%： 6分 

■面積比例介於50%~75%： 3分 

□面積比例大於75%：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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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水道底面積：0分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

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

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特性 

(G) 

水

生

動

物

豐

多

度 

(原

生

or

外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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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 

水

域

生

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分 

■水呈現黃色：6分 

□水呈現綠色：3分 

□水呈現其他色：1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分 6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路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12  (總分30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12   (總分30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7   (總分20分) 

總和=   31    (總分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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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略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略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略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

略。 

3.執行步驟：①⑤  (步驟④⑤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略)。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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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河川、區域排水) 

① 

基本資料 

紀錄日期 108/09/01  填表人 蔡緯毅 

水系名稱 貴子坑溪河道改善工程污計 行政區 新北市泰山區 

工程名稱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位置座標（TW97）  

工程概述  

②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空拍機低空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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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水的特性 

(A) 

水

域

型

態

多

樣

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灘、□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什麼是水域型態? 詳表 A-1 水域型態分類標準表) 

0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A 項) 

□水域型態出現4種以上：10分 

□水域型態出現3種：6分 

□水域型態出現2種：3分 

□水域型態出現1種：1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50 

 

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B) 

水

域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B 項)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分 3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路蜿蜒 

■其他___增加非完全橫跨斷面跌水__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路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水的特性 

(C) 

水

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3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路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詳參照表 C 項)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分 



51 

 

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D) 

水

陸

域

過

渡

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25%： 5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25%-75%： 3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75%： 1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 0分 

3 

□增加低水流路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路的水路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詳圖 D-1裸露面積示意圖) 

Q：您看到控制水路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造型模板 草花 0分 

(詳表 D-1河岸型式與植物覆蓋狀況分數表) 

生態意義：檢視水路內及水路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

類、兩生類移動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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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

質特性 

(E) 

溪

濱

廊

道 

連

續

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詳參照表 E 項)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6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分 

□大於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分 
3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 

底

質 

多

樣

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泥、□卵石、□礫石等          (詳表 F-1 河床底質型態分類表) 

1 

□維持水路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

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詳參照表 F 項) 

□面積比例小於25%： 10分 

□面積比例介於25%~50%： 6分 

□面積比例介於50%~75%： 3分 

■面積比例大於75%：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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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水道底面積：0分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

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

統(上、下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生態特性 

(G) 

水

生

動

物

豐

多

度 

(原

生

or

外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 

0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分 

指標生物 □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分 

 

(詳表 G-1 區排常見外來種、表 G-2 區排指標生物) 



55 

 

類別 
③ 

評估因子勾選 

④ 

評分 

⑤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略或措施 

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生態特性 

(H) 

水

域

生

產

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分 

□水呈現黃色：6分 

□水呈現綠色：3分 

■水呈現其他色：1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分 1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路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 = A+B+C =   6   (總分30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 D+E+F =   7   (總分30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 = G+H =   1   (總分20分) 

總和=   14    (總分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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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本表以簡易、快速、非專業生態人員可執行的河川、區域排水工程生態評估為目的，係供考量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河川區排水利工程設計之原則性檢核。 

   2.友善策略及措施係針對水利工程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緩和及補償措施，故策略及措施與採行的工程種類、量體、尺寸、位置皆有關聯，本表建議之友善策略及措施僅為原則性策

略。 

3.執行步驟：①⑤  (步驟④⑤隱含生態課題分析再對應到友善策略)。 

4.外來種參考『台灣入侵種生物資訊』，常見種如：福壽螺、非洲大蝸牛、河殼菜蛤、美國螯蝦、吳郭魚、琵琶鼠魚、牛蛙、巴西龜、泰國鱧等



57 

 

 



1 

 

龍頸溪萬巒排水排水水質淨化工程之生態檢核成果報告 

 

一、基本資料蒐集 

本案工程規劃於屏東縣萬巒鄉，龍頸溪分洪排水設施匯入東港溪下游段。東港溪主流

幹流全長 44 公里，流域面積總 472.20 平方公里，河道介於高屏溪與林邊溪流域之間。

龍頸溪排水設施主要功能為防洪之閘門，將龍頸溪的水分流至萬巒再流入東港溪。龍

頸溪排水提供竹田鄉及內埔鄉居民農作灌溉及畜牧所用，因此畜牧及工業廢水的排放

量為東港溪全流域較為嚴重區域之一。龍頸溪排水周圍自然環境多為農地、造林地(如：

檳榔)等經濟作物，其次為草生地，另有人工建物河岸堤防、房屋、農舍及橋墩等。周

圍內無較為原始森林或次生林，人類活動較為頻繁。 

該計畫面積為 2.83 公頃，其周圍包含農地、造林地，另外包含部分道路、河岸堤防及

房屋等人工建物，參考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

發展教育基金會《東港溪河系情勢調查計畫》中調查結果。研究團隊分別於 2004 年及

2005 年進行陸域生態調查(植物、哺乳動物、鳥類、兩棲爬蟲類及蜻蛉鱗翅目)及水域

生態調查(魚類、蝦蟹類和螺貝類)。 

(一)陸域生態 

根據東港溪河系情勢調查報告中，東港溪主流共發現相關於本計畫鄰近區域萬巒大橋

測站附近河岸較小，有較為廣闊之河岸灘地。東港溪主流域植物生態調查共記錄到 74

科 162 屬 189 種植物，多數為草本植物，佔整體植物型態 61.3%，其次為木本植物，

佔整體植物型態 15.3%。該測站植物社會以棕梠科植物檳榔及椰子為主，其餘木本植

物較集中於河岸，以低海拔常見植物如構樹、血桐、蟲屎及蓖麻為主要優勢物種。草

本植物集中於道路及河岸旁，優勢種以大黍、田菁、倒地鈴、巴拉草及項草為主，河

岸上另有水生植物布袋蓮，為此測站優勢水生植物；哺乳動物調查以穿越線法佈捕捉

陷阱及沿線調查法為主，使用薛門氏鼠籠及台式鼠籠進行捕捉。於東港溪主流域共記

錄 5 目 7 科 13 種哺乳動物，多為常見的平原小型物種，其中以臭鼩為為優勢，另有記

錄到中大型哺乳動物，如台灣獼猴、白鼻心及鼬獾等；鳥類調查方式以定點記數法及

沿路取樣法混合進行，於萬巒大橋測站共記錄 8 目 18 科 31 種 544 隻次鳥類，以常見

的平原鳥種數量最多，如白頭翁、麻雀、褐頭鷦鶯、灰頭鷦鶯、紅鳩及斑頸鳩等，溪

床常見水鳥以鷺科為主，以小白鷺、夜鷺及黃小鷺和秧雞科的紅冠水雞最為優勢；兩

棲及爬蟲類調查採用穿越線取樣法、捕捉調查法及訪問調查進行，於東港溪主流域分

別記錄 3 科 5 種 46 隻次及 6 科 12 種 40 隻次。兩棲類於較為平原區域澤蛙、黑眶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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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小雨蛙較為優勢。爬蟲類以蝎虎最為優勢，其餘的種類數量不多，另透過訪查得知

有雨傘節、眼鏡蛇、草花、臭青公及龜殼花等記錄；鱗翅目及蜻蛉目分別記錄到 4 科

12 種 163 隻次和 5 科 27 種 135 隻次，蜻蛉目主要以薄翅蜻蜓較為優勢，其餘種類較

為稀少且數量零星。鱗翅目有較高的棲地異質性及食草蜜源食物依賴性，下游區域大

量種植田菁有關，提供大量黃蝶食物來源，因此黃蝶在數量上最為優勢。 

(二)水域生態 

根據東港溪河系情勢調查報告中，相關於本計畫之測站為萬巒大橋測站。魚類調查以

電器採捕為主，共記錄 4 目 7 科 8 種魚類，其中以吳郭魚最為優勢，其次為大肚魚；

蝦蟹類調查以設置小型蝦籠為主，其次以電器捕捉法採及魚類時會採集到部分蝦蟹為

輔，共記錄 2 科 2 種，分別為台灣沼蝦及多齒新米蝦；螺貝類採集以水生昆蟲網（50 cm 

× 50cm ×3 網）採集為主，共記錄 2 科 2 種，分別為石田螺及瘤蜷；水棲昆蟲以蘇伯

氏採集網(Suber net sampler)採集為主，在河中的各種流況下採 3 網，共記錄 1 科 3 種，

分別為紅腹細蟌、青紋細蟌及弓背細蟌；環節動物採集使用水生昆蟲網（50 cm × 50cm 

×3 網）進行採集，並無發現任何物種；浮游性植物樣品採集以保特瓶取 2 公升水樣，

靜置沈澱數分鐘，取上清液 1 公升直接裝瓶，並使用顯微鏡觀察後共記錄 5 屬 6 種浮

游性植物。  

 

二、工程計畫生態檢核 

(一)工作方法 

生態檢核機制主要目的在於將環境生態保護理念，透過生態評估、民眾參與及資訊公

開等工作，融入既有保育治理工程之流程，並結合工程、生態及民眾之多方意見考量，

共同擬定並落實工程生態友善方案，減輕工程行為對生態環境之可避免的影響。並且

在各工程週期中，透過檢核表及自評表，確保工程單位將各時期應考量事項落實。依

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 之作業原則，將檢核分

為：計畫核定階段、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及維護管理階段四部分，各階段工作

要點及目的分述如下： 

1. 計畫核定階段 

目標為評估計畫對生態環境衝擊程度，決定可行工程計畫方案。 

(1) 蒐集計畫施作區域既有生態環境、議題等資料，並由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

記錄生態環境現況及分析工程計畫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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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工程規模、性質，計畫內容得考量替代方案，評估比較各方案對生態、環

境、安全、經濟、社會等層面之影響後，再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可行

方案。 

(3) 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

場勘查，溝通工程計畫構想方案及可能的生態保育原則。 

(4) 決定可行工程計畫方案、生態保育原則，並研擬必要之生態專案調查項目及

費用。 

2. 規劃設計階段 

目標為生態衝擊的減輕及因應對策的研擬，決定工程配置方案，並落實規劃作業成果

至工程設計中。 

(1) 透過現場勘查，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

生態保全對象。 

(2) 辦理生態勘(調)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

態保育對策，並與工程單位討論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3) 根據生態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

確認可行性。 

(4) 根據生態保育措施，提出施工階段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3. 施工階段 

目標為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與工法，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

域完好與維護環境品質。 

施工前： 

(1) 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實行方案、執行生態評估，以及確認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

理原則。 

(2) 現場勘查，擬定生態保育措施與環境影響注意事項。 

(3) 施工計畫書應含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含施工便道及土方、材料

堆置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或關注圖之相對應位置。 

 

施工期間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或關注對

象之影響，以適時調整生態保育措施。施工執行狀況納入相關工程督導重點，

完工後列入檢核項目。 

4. 維護管理階段 

維護原設計功能，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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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

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2) 評估成效，視狀況提出改善建議。 

 

(二)勘查結果及保育措施 

1. 勘查結果及生態敏感區 

基地範圍內為龍頸溪排水下游及東港溪主流匯流之區域，河岸旁多沖積土，質地較粗，

因此限制農作物種類。利用無人飛行載具拍攝基地及調查範圍現況，詳見如圖一及圖

二。調查範圍內主要土地利用類型屬於裸露地變更為草生地，其次為造林地，並有零

星果園種植香蕉、絲瓜等作物，另有人工建物河堤堤防、步道、人造道路及房屋。套

疊製作生態敏感區域圖詳見如圖四至圖六，套疊之結果顯示基地及調查範圍內並無特

殊保護區及保留區，經本次初步調查確認並無發現新闢施工便道，且尚無對周邊鳥類

族群造成影響，符合前次所提出建議。關於生態調查部分，結果顯示陸域維管束植物

共發現 75 科 168 屬 199 種維管束植物，植物型態以草本植物最為優勢，共有 121 種，

其次為喬木，共有 32 種。基地外區域植被組成屬於人工綠帶及農耕地，主要植物有人

工植栽喬木，如台灣欒樹、水黃皮、黑板樹、榕樹及菩提樹等，農耕地則種植經濟作

物，如檳榔、絲瓜、木瓜、香蕉及稻等。基地內區域植被組成由草本植物為主，如象

草、五節芒、美洲含羞草、刺軸含羞木、巴拉草、甜根子草及芒稷等，另有發現水生

植物布袋蓮及大萍等，皆為低海拔常見植物，無發現較為敏感之種類。哺乳動物發現

3 科 7 種皆為常見的種類，如臭鼩、赤腹松鼠、鬼鼠、田鼷鼠、家鼷鼠、小黃腹鼠及

溝鼠等，尚無較為敏感之種類。鳥類調查結果發現 22 科 34 種，除平地常見鳥種之外，

也發現常見水鳥，如蒼鷺、黃頭鷺、小白鷺、夜鷺、白腹秧雞、紅冠水雞、磯鷸及翠

鳥等，此外有發現保育類鳥類紅尾伯勞、魚鷹及黑翅鳶分別棲息於鄰近農耕地建物及

電線桿上。兩棲爬蟲類分別調查到 2 科 3 種及 4 科 5 種，皆為平地較為常見的物種，

並無發現較為敏感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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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工程基地現況低空正射圖(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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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工程基地現況低空正射圖(110/2) 



7 

 

 

圖三、基地及勘查範圍周邊生態敏感區域。 

 

2. 生態關注圖 

工程預計施作範圍周邊主要為草生地或半裸露地(綠色區域－低度敏感)及裸露地

(灰色區域)，另有道路或住宅等人造建物(灰色區域)，河岸堤防路為既有水泥底質及水

泥護岸，河道邊緣上有生長於底質上有草生地(黃色區域-中度敏感)可供動物棲息或躲

藏。工程基地範圍內主要為草生地、人造建物及裸露地較無中高敏感區域，但基地範

圍外除次生林(紅色區域)為高敏感區域外，河道水體(深藍色區域-高度敏感區)亦為較高

敏感區域。另外工程範圍外調查中發現樹徑超過 1.5 公尺之榕樹，並已標註於圖三中。

此為工程範圍附近較為重要及敏感之生態棲息環境(參考圖四至圖六)。工程範圍內發現

之植物多屬於低海拔常見物種或人為植栽，此外草生地、裸露地及無植被區域佔基地

面積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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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生態關注圖(施工前) (108/01) 

 

 
圖五、生態關注圖(施工中) (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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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生態關注圖(完工階段)(110/2) 

 

表一、計畫區內歷季土地利用面積、面積比例及變遷差異 

土地利用

類型 

施工前(108/01) 施工中(108/08) 完工階段(110/2) 
變遷差異 

(施工前－完工階段)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河流 0.005 0.2 0.005 0.2 0.005 0.2 - - 

草生地 2.79 99.3 0.9 32.01 2.505 89.14 -0.285 -10.16 

裸露地 - - - - 0.08 2.84 0.08 2.84 

人工建物 0.015 0.5 1.905 67.79 0.22 7.82 0.205 7.32 

加總 2.81 100 1.15 100 1.15 100 - - 

 

3. 生態保育對策 

本計畫建議採用迴避及縮小之保育策略，工程基地位屬於人為整治之裸露地區域，

但鄰近周邊仍能提供動物棲息環境之造林地，基地周邊草生綠地以及人工綠帶等環境

皆有保留，可提供草原性鳥類、樹林性鳥類以及一些小型哺乳類等生物棲息、覓食及

躲藏。目前屬於完工階段，計畫範圍先前的裸露地有恢復成為草生地，周邊仍有部分

為裸露地，後續可待自然消長恢復草生植被，以提高植被自然度，亦可供為水鳥及其

他生物棲息或躲藏之環境。基地內外均沒有發現開闢工程道路，基地周遭高度敏感區

域次森林及河流周遭草生地並無遭受破壞，另外，基地東側河岸為東港溪主流域，對

溪水的濁度控制尤為重要，避免工程放流水或材料暫置場經下雨過後之地表逕流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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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海域之影響(濁度、淤積)。本次調查(110/2) 發現，於基地內計畫範圍中裸露地有

逐漸恢復成為草生地之現象。施工過程並無影響至工程周邊造林地及水域草生地區域。

基地內外均無發現新闢工程道路等情形，符合前期規劃之保育原則。 

 

三、結論與建議 

工程行為主要為排水水質淨化工程及河岸整治工程，現階段基地內部分土地已變

更為人工建物、人工水域、草生地、零星人工植栽及農耕地。本次調查(110/2)發施工

皆以既有之道路作為主要出入之通道，施工便道方面符合前期規畫採用迴避策略，避

開周遭高度敏感之造林地及關注老樹，並無發現新闢便道的作法。周邊農耕地以現場

調查並無因工程影響而變更土地利用類型，因此符合前期規劃迴避策略。現階段已屬

完工階段，先前計畫範圍內裸露地有逐漸恢復成為草生地，仍有部分區域為裸露地，

後續可待自然消長恢復成原先草生植被，以提高植被自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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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現地勘查動物名錄 

植物名錄 

科 屬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2017 紅皮

書等級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8/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木賊科 木賊屬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subsp. ramosissimum 木賊 草本 原生 LC * * * 

鐵線蕨科 鐵線蕨屬 Adiantum caudatum L. 鞭葉鐵線蕨 草本 原生 LC * * * 

三叉蕨科 三叉蕨屬 Tectaria subtriphylla (Hook. & Arn.) Copel. var. subtriphylla 三叉蕨 草本 原生 LC * * * 

鐵角蕨科 鐵角蕨屬 Asplenium antiquum Makino 山蘇花 草本 原生 LC * * * 

鐵角蕨科 鐵角蕨屬 Asplenium neolaserpitiifolium Tard.-Blot & Ching 大黑柄鐵角蕨 草本 原生 LC * * * 

烏毛蕨科 烏毛蕨屬 Blechnum orientale L. 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 * * 

碗蕨科 鱗蓋蕨屬 Microlepia speluncae (L.) Moore 熱帶鱗蓋蕨 草本 原生 LC * * * 

裏白科 芒萁屬 Dicranopteris linearis (Burm. f.) Under. 芒萁 草本 原生 LC * * * 

蓧蕨科 腎蕨屬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腎蕨 草本 原生 LC * * * 

鳳尾蕨科 金粉蕨屬 Onychium japonicum (Thunb.) Kunze 日本金粉蕨 草本 原生 LC * * * 

海金沙科 海金沙屬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草本 原生 LC * * * 

金星蕨科 毛蕨屬 Cyclosorus parasitica (L.) Farw. 密毛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 * * 

滿江紅科 滿江紅屬 Azolla pinnata R. Brown  滿江紅 草本 原生 DD * * * 

爵床科 槍刀菜屬 Hypoestes purpurea R. Br. 六角英 草本 原生 LC * * * 

番杏科 海馬齒屬 Sesuvium portulacastrum (L.) L. 海馬齒 草本 原生 LC * * * 

莧科 牛膝屬 Achyranthes aspera L. var. indica L. 印度牛膝 草本 原生 LC * * * 

莧科 牛膝屬 Achyranthes bidentata Blume var. bidentata. 牛膝 草本 原生 LC * * * 

莧科 蓮子草屬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節節花 草本 原生 LC * * * 

莧科 莧屬 Amaranthus spinosus L. 刺莧 草本 歸化 NA * * * 

莧科 莧屬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菜 草本 歸化 NA * * * 

莧科 青葙屬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草本 原生 LC * * * 

漆樹科 芒果屬 Mangifera indica L. 芒果 喬木 栽培 NA * * * 

漆樹科 黃連木屬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黃連木 喬木 原生 LC * * * 

繖形花科 雷公根屬 Centella asiatica (L.) Urban 雷公根 草本 原生 LC * * * 

夾竹桃科 黑板樹屬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 黑板樹 喬木 栽培 NA * * * 

冬青科 冬青屬 Ilex asprella (Hook. & Arn.) Champ. 燈稱花 灌木 原生 LC * * * 

菊科 藿香薊屬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 * * 

菊科 藿香薊屬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草本 歸化 NA * * * 

菊科 鬼針屬 Bidens bipinnata L. 鬼針 草本 歸化 NA * * * 

菊科 鬼針屬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NA * * * 

菊科 艾納香屬 Blumea balsamifera (L.) DC.  艾納香 灌木 原生 LC * * * 

菊科 石胡荽屬 Centipeda minima (L.) A. Braun & Ascherson 石胡荽 草本 原生 LC * * * 

菊科 假蓬屬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var. canadensis 加拿大蓬 草本 歸化 NA * * * 

菊科 假蓬屬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歸化 NA * * * 

菊科 昭和草屬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草本 歸化 NA * * * 

菊科 鱧腸屬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草本 原生 LC * * * 

菊科 地膽草屬 Elephantopus mollis H. B. K. 毛蓮菜 草本 歸化 NA * * * 

菊科 紫背草屬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L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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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屬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2017 紅皮

書等級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8/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菊科 線球菊屬 Grangea maderaspatana (L.) Poir. 線球菊 草本 原生 LC * * * 

菊科 泥胡菜屬 Hemistepta lyrata Bunge 泥胡菜 草本 原生 LC * * * 

菊科 兔仔菜屬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草本 原生 LC * * * 

菊科 蔓澤蘭屬 Mikania cordata (Burm. f.) B. L. Rob. 蔓澤蘭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菊科 銀膠菊屬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 L. 銀膠菊 草本 歸化 NA * * * 

菊科 闊苞菊屬 Pluchea indica (L.) Less. 鯽魚膽 灌木 原生 DD * * * 

菊科 豨簽屬 Siegesbeckia orientalis L. 豨薟 草本 原生 LC * * * 

菊科 假吐金菊屬 Soliva anthemifolia R. Br. 假吐金菊 草本 歸化 NA * * * 

菊科 金腰箭屬 Synedrella nodiflora (L.) Gaert. 金腰箭 草本 歸化 NA * * * 

菊科 長柄菊屬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草本 歸化 NA * * * 

菊科 斑鳩菊屬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一枝香 草本 原生 LC * * * 

菊科 蟛蜞菊屬 Wedelia biflora (L.) DC. 雙花蟛蜞菊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菊科 蒼耳屬 Xanthim strumarium L. var. japonica (Widder) Hara 蒼耳 草本 原生 LC * * * 

菊科 黃鵪菜屬 Youngia japonica (L.) DC. var. japonica 黃鵪菜 草本 原生 LC * * * 

落葵科 落葵屬 Basella alba L. 落葵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木棉科 馬拉巴栗屬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馬拉巴栗 喬木 栽培 NA   * * 

紫草科 細纍子草屬 Bothriospermum zeylanicum (J. Jacq.) Druce 細纍子草 草本 原生 LC * * * 

紫草科 破布子屬 Cordia dichotoma G. Forst. 破布子 喬木 原生 LC * * * 

紫草科 天芹菜屬 Heliotropium procumbens Mill. var. depressum (Cham.) H. Y. Liu 伏毛天芹菜 草本 原生 LC * * * 

十字花科 碎米薺屬 Cardamine flexuosa With. 蔊菜 草本 原生 LC * * * 

十字花科 葶藶屬 Rorippa indica (L.) Hiern 葶藶 草本 原生 LC * * * 

山柑科 白花菜屬 Cleome rutidosperma DC. 成功白花菜 草本 歸化 NA * * * 

番木瓜科 番木瓜屬 Carica papaya L. 木瓜 喬木 栽培 NA * * * 

石竹科 荷蓮豆草屬 Drymaria diandra Blume 菁芳草 草本 原生 LC * * * 

石竹科 霞草屬 Gypsophila paniculata L. 滿天星 草本 栽培 NA * * * 

金魚藻科 金魚藻屬 Ceratophyllum demersum L. 金魚藻 草本 原生 DD * * * 

藜科 藜屬 Chenopodium album L. 藜 草本 原生 LC * * * 

金絲桃科 金絲桃屬 Hypericum japonicum Thunb. ex Murray 地耳草 草本 原生 LC * * * 

旋花科 菟絲子屬 Cuscuta australis R. Brown 菟絲子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aquatica Forsk. 蕹菜 草本 栽培 NA * * *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indica (Burm. f.) Merr. 銳葉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sinensis (Desr.) Choisy 白花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triloba L. 紅花野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旋花科 菜欒藤屬  Merremia tridentata (L.) Hall. f. subsp. hastata (Desr.) Oostst. 戟葉菜欒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旋花科 盒果藤屬 Operculina turpethum (L.) S. Manso 盒果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景天科 燈籠草屬 Kalanchoe gracilis Hance 小燈籠草 草本 特有 DD * * * 

瓜科 絲瓜屬 Luffa cylindrica (L.) M. Roem. 絲瓜 草質藤本 栽培 NA * * * 

瓜科 苦瓜屬 Momordica charantia L. 苦瓜 草質藤本 栽培 NA * * * 

瓜科 苦瓜屬 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 (Lour.) Spreng. 木鱉子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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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屬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2017 紅皮

書等級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8/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大戟科 鐵莧屬 Acalypha australis L. 鐵莧菜 草本 原生 LC * * * 

大戟科 油桐屬 Aleurites moluccana Willd. 石栗 喬木 栽培 NA * * * 

大戟科 大戟屬 Euphorbia hirta L. 飛揚草 草本 歸化 NA * * * 

大戟科 大戟屬 Euphorbia prostrata Ait. 伏生大戟 匍匐草本 原生 LC * * * 

大戟科 土沉香屬 Excoecaria agallocha L. 土沉香 喬木 原生 VU * * * 

大戟科 血桐屬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喬木 原生 LC * * * 

大戟科 野桐屬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 -Arg. 野桐 喬木 原生 LC * * * 

大戟科 野桐屬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 Muell. -Arg. 白匏子 喬木 原生 LC * * * 

大戟科 蟲屎屬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Reinw.) Reich. f. & Zoll. 蟲屎 喬木 原生 LC * * * 

大戟科 蓖麻屬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灌木 歸化 NA * * * 

小二仙草科 聚藻屬 Myriophyllum spicatum L. 聚藻 草本 原生 LC * * * 

唇形花科 白花草屬 Leucas mollissima Wall. var. chinensis Benth. 白花草 草本 原生 LC * * * 

樟科 樟屬 Cinnamomum camphora (L.) Sieb. 樟樹 喬木 原生 LC * * * 

樟科 楠屬 Machilus japonica Sieb. & Zucc. var. kusanoi (Hayata) Liao 大葉楠 喬木 原生 LC * * * 

樟科 楨楠屬 Persea americana Mill 酪梨 喬木 栽培 NA * * * 

豆科 相思樹屬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喬木 原生 LC * * * 

豆科 野百合屬 Crotalaria pallida Ait. var. obovata (G. Don) Polhill 黃野百合 草本 原生 LC     * 

豆科 賽芻豆屬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m (Sesse & Moc. ex DC.) Urb. 賽芻豆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豆科 含羞草屬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匍匐灌木 歸化 NA * * * 

豆科 含羞草屬 Mimosa pigra L. 刺軸含羞木 灌木 歸化 NA   
 

* 

豆科 含羞草屬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草本 歸化 NA * * * 

豆科 水黃皮屬 Pongamia pinnata (L.) Pierre 水黃皮 喬木 原生 LC   * * 

豆科 葛藤屬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ssp. thomsonii (Benth.) Ohashi & Tateishi 葛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豆科 決明屬 Senna tora (L.) Roxb. 決明 草本 原生 LC * * * 

豆科 田菁屬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田菁 草本 歸化 NA * * * 

千屈菜科 克非亞草屬 Cuphea carthagenensis (Jacq.) J.F. Macbr. 克非亞草 草本 歸化 NA * * * 

錦葵科 秋葵屬 Abelmoschus esculentus (L.) Moench. 黃秋葵 灌木 栽培 NA * * * 

錦葵科 莔麻屬 Abutilon indicum (L.) Sweet 冬葵子 草本 原生 LC * * * 

錦葵科 木槿屬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灌木 栽培 NA   * * 

錦葵科 木槿屬 Hibiscus taiwanensis Hu 山芙蓉 小喬木 特有 LC * * * 

錦葵科 木槿屬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喬木 原生 LC * * * 

錦葵科 金午時花屬 Sida cordifolia L. 圓葉金午時花 小灌木 原生 LC * * * 

錦葵科 野棉花屬 Urena procumbens L. 梵天花 草本 原生 LC * * * 

野牡丹科 野牡丹屬 Melastoma candidum D. Don 野牡丹 灌木 原生 LC * * * 

楝科 楝屬 Melia azedarach Linn. 楝 喬木 原生 LC     * 

防己科 木防己屬 Cocculus orbiculatus (L.) DC. 木防己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桑科 構樹屬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 * * 

桑科 榕屬 Ficus fistulosa Reinw. ex Blume 豬母乳 喬木 原生 LC * * * 

桑科 榕屬 Ficus microcarpa L. f. var. microcarpa 榕樹 喬木 原生 LC * * * 

桑科 榕屬 Ficus religiosa L. 菩提樹 喬木 栽培 NA * * * 

桑科 葎草屬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草本 原生 L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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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屬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2017 紅皮

書等級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8/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紫金牛科 山桂花屬 Maesa japonica (Thunb.) Moritzi 山桂花 灌木 原生 LC * * * 

紫茉莉科 九重葛屬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攀緣灌木 栽培 NA   
 

* 

柳葉菜科 水丁香屬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丁香 草本 原生 LC * * * 

酢醬草科 酢醬草屬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草本 原生 LC * * * 

西番蓮科 西番蓮屬 Passiflora foetida L. 毛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西番蓮科 西番蓮屬 Passiflora suberosa Linn. 三角葉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葉下珠科 重陽木屬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冬 喬木 原生 LC * * * 

葉下珠科 山漆莖屬 Breynia vitis-idaea (Burm. f.) C. E. Fischer 紅仔珠 灌木 原生 LC * * * 

葉下珠科 土密樹屬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土密樹 喬木 原生 LC * * * 

葉下珠科 白飯樹屬 Flueggea suffruticosa (pellas) Rehder 白飯樹 灌木 原生 LC * * * 

葉下珠科 饅頭果屬 Glochidion rubrum Blume 細葉饅頭果 喬木 原生 LC * * * 

葉下珠科 葉下珠屬 Phyllanthus urinaria L. 葉下珠 草本 原生 LC * * * 

車前草科 車前草屬 Plantago major L. 大車前草 草本 原生 LC * * * 

蓼科 蓼屬 Polygonum longisetum De Bruyn 睫穗蓼 草本 原生 LC * * * 

蓼科 蓼屬 Polygonum orientale L. 紅蓼 草本 原生 LC * * * 

蓼科 蓼屬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扛板歸 草本 原生 LC * * * 

蓼科 蓼屬 Polygonum plebeium R. Br. 節花路蓼 草本 原生 LC * * * 

馬齒莧科 馬齒莧屬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草本 原生 LC * * * 

茜草科 伏牛花屬 Damnacanthus indicus Gaertn. 伏牛花 灌木 原生 LC * * * 

茜草科 耳草屬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龍吐珠 草本 原生 LC * * * 

茜草科 擬鴨舌廣屬 Richardia scabra L. 鴨舌癀 草本 歸化 NA * * * 

茜草科 鴨舌廣舅屬 Spermacoce latifolia Aublet 闊葉鴨舌癀舅 草本 原生 LC * * * 

芸香科 黃皮屬 Clausena excavata Burm. f. 過山香 灌木 原生 LC * * * 

無患子科 倒地鈴屬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無患子科 欒樹屬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喬木 特有 LC * * * 

茄科 紅絲線屬  Lycianthes biflora（Lour）Bitter  雙花龍葵 草本 原生 LC * * * 

茄科 番茄屬 Lycopersicon esculeutum Mill. 番茄 草本 栽培 NA * * * 

茄科 茄屬 Solanum capsicoides Allioni 刺茄 草本 原生 LC * * * 

茄科 茄屬 Solanum erianthum D. Don 山煙草 灌木 原生 LC * * * 

茄科 茄屬 Solanum nigrum L. 龍葵 草本 原生 LC * * * 

茄科 茄屬 Solanum torvum Sw. 萬桃花 灌木 原生 LC * * * 

榆科 山黃麻屬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喬木 原生 LC * * * 

蕁麻科 苧麻屬 Boehmeria densiflora Hook. & arn. 密花苧麻 灌木 原生 LC * * * 

蕁麻科 苧麻屬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 草本 原生 LC     * 

蕁麻科 樓梯草屬 Elatostema lineolatum Forst. var. major Thwait. 冷清草 草本 原生 LC * * * 

蕁麻科 霧水葛屬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霧水葛 草本 原生 LC * * * 

馬鞭草科 海茄苳屬 Avicennia marina (Forsk.) Vierh.  海茄苳 喬木 原生 LC * * 
 

馬鞭草科 馬櫻丹屬 Lantana camara L. 馬櫻丹 灌木 歸化 NA * * * 

葡萄科 山葡萄屬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漢氏山葡萄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葡萄科 山葡萄屬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v. 山葡萄 草質藤本 原生 * * * * 

葡萄科 虎葛屬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虎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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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屬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2017 紅皮

書等級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8/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天南星科 菖蒲屬 Acorus gramineus Soland. 石菖蒲 草本 原生 LC * * * 

天南星科 姑婆芋屬 Alocasia odora (Lour.) Spach 姑婆芋 草本 原生 LC * * * 

天南星科 大萍屬 Pistia stratiotes L. 大萍 草本 原生 LC * * * 

棕櫚科 檳榔屬 Areca catechu L. 檳榔 喬木 栽培 NA * * * 

棕櫚科 可可椰子屬 Cocos nucifera L. 椰子 喬木 栽培 NA * * * 

鳳梨科 紅筆鳳梨屬 Billbergia pyramidalis (Sims) Lindl. 紅筆鳳梨 草本 栽培 NA * * * 

美人蕉科 美人蕉屬 Canna indica L. var. orientalis (Rosc.) Hook. f. 美人蕉 草本 栽培 NA * * * 

鴨跖草科 鴨跖草屬 Commelina communis L. 鴨跖草 草本 原生 LC * * * 

鴨跖草科 杜若屬 Pollia minor (Hayata) Honda 小杜若 草本 原生 LC * * * 

莎草科 莎草屬 Cyperus iria L. 碎米莎草 草本 原生 LC * * * 

水虌科 水蘊草屬 Egeria densa Planch. 水蘊草 草本 栽培 NA * * 
 

燈心草科 燈心草屬 Juncus leschenaultii J. Gay ex Laharpe 錢蒲 草本 原生 LC * * * 

百合科 胡麻花屬 Helonias umbellate (Baker)N. Tanaka 臺灣胡麻花 草本 特有 LC * * * 

芭蕉科 芭蕉屬 Musa basjoo Sieb. 芭蕉 草本 栽培 NA * * * 

芭蕉科 芭蕉屬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草本 栽培 NA * * * 

水鱉科 拂尾藻屬 Najas minor Allioni 小茨藻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地毯草屬 Axonopus compressus (Sw.) P. Beauv. 地毯草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蓬萊竹屬 Bambusa oldhamii Munro 綠竹 喬木 栽培 NA * * * 

禾本科 臂形草屬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拉草 草本 歸化 NA * * * 

禾本科 蒺藜草屬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NA * * * 

禾本科 虎尾草屬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狗牙根屬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龍爪茅屬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Beauv. 龍爪茅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馬唐屬 Digitaria ciliaris (Retz.) Koel. 升馬唐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稗屬 Echinochloa colonum (L.) Link 芒稷 草本 原生 LC   
 

* 

禾本科 穇子屬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畫眉草屬 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鯽魚草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芒屬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稻屬 Oryza sativa L. 稻 草本 栽培 NA * * * 

禾本科 稷屬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歸化 NA * * * 

禾本科 雀稗屬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兩耳草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狼尾草屬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灌木 歸化 NA * * * 

禾本科 蘆葦屬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蘆葦 灌木 原生 LC * * * 

禾本科 蘆葦屬 Phragmites karka (Retz.) Trin. ex Steud. 開卡蘆 灌木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紅毛草屬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 * * 

禾本科 甘蔗屬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草本 原生 LC   
 

* 

禾本科 狗尾草屬 Setaria verticillata (L.) Beauv. 倒刺狗尾草 草本 原生 LC * * * 

雨久花科 布袋蓮屬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布袋蓮 草本 歸化 NA * * * 

眼子菜科 眼子菜屬 Potamogeton crispus L. 馬藻 草本 原生 LC * * * 

薑科 蝴蝶薑屬 Hedychium coronarium Koenig 野薑花 草本 歸化 NA * *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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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名錄係依據黃增泉等(1993-2003)所著之 Flora of Taiwan 製作。 

2.植物紅皮書：2017 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台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2017)，共可區分為滅絕(Extunct，EX)、野外滅絕(Extunct in 

the wild，EW)、地區滅絕(regional extunct，RE)、嚴重瀕臨滅絕(Critically Endangered，CR)，瀕臨滅絕(Endangered，EN)、易受害(Vulnerable，

VU)、接近威脅(Near Threatened，NT)、安全(Least concern，LC)，資料不足(DD)，不適用(Not Applicable, NA)，未評估(NE)，無資料* 

3. 參考文獻：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2006)。東港溪河系情勢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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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名錄 

目 科 中名 學名 出現頻率 保育等級 特有類別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9/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鸛形目 鷺科 蒼鷺 Ardea cinerea C     * 

鸛形目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C   * * * 

鸛形目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C   * * * 

鸛形目 鷺科 栗小鷺 Ixobrychus cinnamomeus C   *   

鸛形目 鷺科 黃小鷺 Ixobrychus sinensis C   * * * 

鸛形目 鷺科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C   * * * 

隼形目 鶚科 魚鷹 Pandion haliaetus UC Ⅱ    * 

隼形目 鷲鷹科 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R Ⅱ    * 

三趾鶉目 三趾鶉科 棕三趾鶉 Turnix suscitator C  Es *   

鶴形目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C   * * * 

鶴形目 秧雞科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C   * * * 

鷸形目 鷸科 磯鷸 Tringa hypoleucos C    * * 

鴿形目 鳩鴿科 斑頸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C  Es * * * 

鴿形目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C   * * * 

鵑形目 鴉鵑科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C   *   

夜鷹目 夜鷹科 普通夜鷹 Caprimulgus indicus R     * 

雨燕目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C   * * * 

佛法僧目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C   * * * 

雀形目 雲雀科 小雲雀 Alauda gulgula C   * * * 

雀形目 燕科 棕沙燕 Riparia paludicola C   *   

雀形目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C   * * * 

雀形目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C   * * * 

雀形目 燕科 赤腰燕 Hirundo striolata C   * * * 

雀形目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C   * * * 

雀形目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C  Es * * * 

雀形目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C Ⅲ    * 

雀形目 畫眉科 山紅頭 Stachyris ruficeps C  Es   * 

雀形目 鷦鶯科 黃頭扇尾鶯 Cisticola exilis C  Es *   

雀形目 鷦鶯科 棕扇尾鶯 Cisticola juncidis C   *   

雀形目 鷦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C   * * * 

雀形目 鷦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C  Es * * * 

雀形目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a C   * * * 

雀形目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C   * * * 

雀形目 梅花雀科 白喉文鳥 Lonchura malabarica R     * 

雀形目 梅花雀科 白腰文鳥 Lonchura striata C   *   

雀形目 文鳥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C   * * * 

雀形目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C   * * * 

雀形目 椋鳥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C     * 

雀形目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C  Es * * * 

雀形目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C  Es * * * 

雀形目 鴉科 喜鵲 Pica pica UC     * 

註： 

1.鳥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 2017 年台灣鳥類名錄(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鳥類紀錄委員會，2017) 

2.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Ⅰ:瀕臨絕種之第一級保育類(Endangered Species) 

Ⅱ: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Ⅲ: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Other Conservation-Deserving Wildlife) 

3. 參考文獻：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2006)。東港溪河系情勢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哺乳類名錄 

目 科 中名 學名 保育類別 稀有類別 特有類別 臺灣紅皮書等級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9/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鼩形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C  LC * * * 

鼩形目 鼴鼠科 台灣鼴鼠 Mogera insularis insularis  C Es LC *   
靈長目 獼猴科 台灣獼猴 Macaca cyclopis   C E LC *   

囓齒目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C Es LC * * * 

囓齒目 松鼠科 大赤鼯鼠 Petaurista philippensis grandis  UC Es LC *   
囓齒目 鼠科 鬼鼠 Bandicota indica  C  LC * * * 

囓齒目 鼠科 田鼷鼠 Mus caroli  C  LC * * * 

囓齒目 鼠科 家鼷鼠 Mus musculus  C  LC * * * 

囓齒目 鼠科 臺灣刺鼠 Niviventer coninga  UC E L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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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科 中名 學名 保育類別 稀有類別 特有類別 臺灣紅皮書等級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9/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囓齒目 鼠科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C  LC * * * 

囓齒目 鼠科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C  LC * * * 

食肉目 貂科 鼬獾 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  UC Es LC *   

食肉目 靈貓科 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taivana    UC Es LC *   

註： 

1.哺乳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 2008 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邵廣昭等, 2008)、台灣的蝙蝠(林良恭, 

2004)、台灣哺乳動物(祁偉廉, 2008) 

稀有類別  C:普遍、  

特有類別  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分類地位不明   

2.紅皮書類別 CR：極危、EN：瀕危、VU：易危、NT：接近受脅、LC：暫無危機、DD：資料缺乏、NA：不適用(臺灣非其

主要分布地點)、NE：未評估 

3. 參考文獻：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2006)。東港溪河系情勢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蝴蝶類名錄 

科 亞科 中名 常用中文名 學名 保育類別 稀有類別 特有類別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9/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弄蝶科 弄蝶亞科 小黃星弄蝶 小黃斑弄蝶 Ampittia dioscorides etura    * * * 

弄蝶科 弄蝶亞科 黃斑弄蝶 台灣黃斑弄蝶 Potanthus confucius angustatus    * * * 

弄蝶科 弄蝶亞科 禾弄蝶 台灣單帶弄蝶 Borbo cinnara    * * * 

鳳蝶科 鳳蝶亞科 青鳳蝶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 * * 

鳳蝶科 鳳蝶亞科 木蘭青鳳蝶 青斑鳳蝶 Graphium doson postianus    * * * 

鳳蝶科 鳳蝶亞科 花鳳蝶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 * * 

鳳蝶科 鳳蝶亞科 玉帶鳳蝶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 * * 

粉蝶科 粉蝶亞科 白粉蝶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 * * 

粉蝶科 粉蝶亞科 鋸粉蝶 斑粉蝶 Prioneris thestylis formosana     * * 

粉蝶科 粉蝶亞科 纖粉蝶 黑點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 * *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遷粉蝶 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 * * 

粉蝶科 黃粉蝶亞科 黃蝶 黃蝶 Eurema sp.    * * * 

灰蝶科 藍灰蝶亞科 豆波灰蝶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 * * 

灰蝶科 藍灰蝶亞科 藍灰蝶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 * * 

灰蝶科 藍灰蝶亞科 折列藍灰蝶 小小灰蝶 Zizina otis riukuensis    * * * 

蛺蝶科 斑蝶亞科 金斑蝶 樺斑蝶 Danaus chrysippus    *  * 

蛺蝶科 斑蝶亞科 旖斑蝶 琉球青斑蝶 Ideopsis similis    * * * 

蛺蝶科 斑蝶亞科 雙標紫斑蝶 斯氏紫斑蝶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 * * 

蛺蝶科 斑蝶亞科 小紫斑蝶 小紫斑蝶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 * * 

蛺蝶科 毒蝶亞科 琺蛺蝶 紅擬豹斑蝶 Phalanta phalantha    * * * 

蛺蝶科 蛺蝶亞科 眼蛺蝶 孔雀紋蛺蝶 Junonia almana    * * * 

蛺蝶科 蛺蝶亞科 黃鉤蛺蝶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 * * 

蛺蝶科 蛺蝶亞科 散紋盛蛺蝶 黃三線蝶 Symbrenthia lilaea formosanus      * 

蛺蝶科 蛺蝶亞科 雌擬幻蛺蝶 雌紅紫蛺蝶 Hypolimnas misippus    * * * 

蛺蝶科 蛺蝶亞科 幻蛺蝶 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  * 

蛺蝶科 線蛺蝶亞科 波蛺蝶 樺蛺蝶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 * * 

蛺蝶科 線蛺蝶亞科 豆環蛺蝶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 * * 

蛺蝶科 線蛺蝶亞科 槭環蛺蝶 三線蝶 Neptis philyra splendens      * 

蛺蝶科 眼蝶亞科 密紋波眼蝶 台灣波紋蛇目蝶 Ypthima multistriata      * 

蛺蝶科 眼蝶亞科 暮眼蝶 樹蔭蝶 Melanitis leda    * * * 

註： 

1.蝴蝶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台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7)、台灣蝶圖鑑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徐堉峰, 

2000, 2002, 2006)、蝴蝶 100：台灣常見 100 種蝴蝶野外觀察及生活史全紀錄（增訂新版）(張永仁, 2007)、台灣蝴蝶圖鑑(上)、(中)、(下)(徐

堉峰, 2013)、台灣蝶類生態大圖鑑(濱野榮次, 1987) 

出現頻率  R:稀有 

特有類別  E:特有種 

2.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Ⅰ:瀕臨絕種之第一級保育類(Endangered Species) 

Ⅱ: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Ⅲ: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Other Conservation-Deserving Wildlife) 

3. 參考文獻：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2006)。東港溪河系情勢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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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類名錄 

綱 科 中名 學名 保育等級 普遍度 特有類別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9/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兩棲綱 蟾蜍科 黑眶蟾蜍 Bufo melanostictus  C  * * * 

兩棲綱 狹口蛙科 黑蒙西氏小雨蛙 Microhyla heymonsi  R  *   

兩棲綱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ornata  C  * *  

兩棲綱 赤蛙科 澤蛙 Rana limnocharis  C  * * * 

兩棲綱 赤蛙科 斯文豪氏赤蛙 Rana swinhoana  C  *  * 

註： 

1.兩爬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 2008 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邵廣昭等, 2008)、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二版)(呂光洋

等, 2002)、賞蛙圖鑑-台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懿如, 2002) 

普遍度  C:普遍 

特有類別  E:特有種 

居留屬性  A:外來種 

2.紅皮書類別 CR：極危、EN：瀕危、VU：易危、NT：接近受脅、LC：暫無危機、DD：資料缺乏、NA：不適用(臺灣非其主要分布地點)、

NE：未評估 

3. 參考文獻：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2006)。東港溪河系情勢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爬蟲類名錄 

綱 科 中名 學名 保育等級 普遍度 特有類別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9/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爬行綱 壁虎科 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C  * * * 

爬行綱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C E * * * 

爬行綱 石龍子科 麗紋石龍子 Eumeces elegans  C  * * * 

爬行綱 石龍子科 長尾南蜥 Mabuya longicaudata  C  * * * 

爬行綱 石龍子科 多線南蜥 Mabuya multifasciata  UC  * *  

爬行綱 石龍子科 股鱗蜓蜥 Sphenomorphus incognitus  R  *   

爬行綱 黃頷蛇科 臭青公 Elaphe carinata  C  *   

爬行綱 黃頷蛇科 南蛇 Ptyas mucosus  C  *  * 

爬行綱 黃頷蛇科 草花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  UC  *   

爬行綱 蝙蝠蛇科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C  *   

爬行綱 蝙蝠蛇科 眼鏡蛇 Naja atra  C  *   

爬行綱 蝮蛇科 龜殼花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C  *   

註： 

1.兩爬類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 2008 台灣物種多樣性Ⅱ.物種名錄」(邵廣昭等, 2008)、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第二版)(呂光洋等, 

2002)、賞蛙圖鑑-台灣蛙類野外觀察指南(第二版)(楊懿如, 2002) 

普遍度  C:普遍  L:局部普遍 

特有類別  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2.紅皮書類別 CR：極危、EN：瀕危、VU：易危、NT：接近受脅、LC：暫無危機、DD：資料缺乏、NA：不適用(臺灣非其主要分布地點)、NE：

未評估 

3. 參考文獻：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2006)。東港溪河系情勢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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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名錄 

目 科 中名 學名 
特有

類別 

保育

等級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9/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鯉形目 Cypriniformes 鯉科 Cyprinidae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 
  

鱂形目 Cyprinodontiformes 花鱂科 Poeciliidae 大肚魚 Gambusia affinis  
  

* * * 

鱂形目 Cyprinodontiformes 花鱂科 Poeciliidae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 * 
 

合鰓魚目 Synbranchiformes 合鰓魚科 Synbranchidae 黃鱔  Monopterus albus  
  

* 
  

鱸形目 Perciformes 麗魚科 Cichlidae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p. 
  

* * * 

鱸形目 Perciformes 鰕虎科 Gobiidae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 * * 

鱸形目 Perciformes 絲足鱸科 Osphronemidae 三星毛足鱸 Trichogaster trichopterus  
  

* 
  

鱸形目 Perciformes 鱧科 Channidae 鱧魚(斑鱧) Channa maculata  
  

* * 
 

鱸形目 Perciformes 鱧科 Channidae 線鱧(泰國鱧) Channa striata  
    

* 

註： 

1.魚類名錄及生息狀態參考自台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7)、中央研究院台灣魚類資料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 

2.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3.紅皮書等級係參考自 2017 台灣淡水魚類紅皮書名錄(楊正雄等，2017)。 

滅絕 (EX)、地區性滅絕 (RE)、國家極危 (NCR)、國家瀕危 (NEN)、國家易危 (NVU)、國家接近受脅 (NNT)、國家無危 (NLC)、數據缺

乏 (DD) 

3. 參考文獻：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2006)。東港溪河系情勢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蝦蟹螺貝類名錄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

類別 

保育

等級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9/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田螺科 Vivipariidae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Benson, 1842) 
  

* * * 

蘋果螺科 Ampullariidae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 

錐蜷科 Thiaridae 瘤蜷 Tarebia granifera(Lamarck, 1822) 
  

* * * 

長臂蝦科 Palaemonidae 台灣沼蝦 Macrobrachium formosense 
  

* * * 

匙指蝦科 Atyidae 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de Haan, 1844) 
  

* * * 

註： 

1.名錄製作參考自台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7)，生息狀態參考自施志昀、李伯雯所著台灣淡水蟹圖鑑(2009)、施志昀等

所著台灣的淡水蝦(1998)及賴景陽所著貝類(台灣自然觀察圖鑑)(1988) 

稀有性  C:普遍  UC:不普遍 

特有性  E:台灣特有種 

2. 參考文獻：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2006)。東港溪河系情勢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蜻蛉目成蟲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含命名者) 
特有

類別 

保育

等級 
文獻 

龍頸溪 

施工階段 

(109/8) 

龍頸溪 

完工階段 

(110/2) 

細蟌科 紅腹細蟌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Asahina, 1967 
  

* * *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 * * 

細蟌科 弓背細蟌 Pseudagrion pilidorsum pilidorsum 
  

* * * 

蜻蜓科 霜白蜻蜓中印亞種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 * 

蜻蜓科 鼎脈蜻蜓 Orthetrum triangulare 
   

* * 

蜻蜓科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 * 

註： 

1.蜻蛉目成蟲名錄、生息狀態、特有類別等係參考自台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http://taibif.tw/ (2017)、汪良仲(2000)所著之台灣的蜻蛉製作。 

特有類別  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2.保育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第 1061700219 號公告 

Ⅱ: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3. 參考文獻：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2006)。東港溪河系情勢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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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環境現況 

  
1.計畫範圍 2.計畫範圍 

  
3.計畫範圍內裸露地 4.計畫範圍內草生地 

  
生物照-魚鷹 生物照-紅尾伯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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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照-褐頭鷦鶯 生物照- 白腰文鳥 

  
生物照-蒼鷺 生物照-刺軸含羞木 

  
生物照-孔雀紋蛺蝶 生物照-波蛺蝶 

 



 

- 68 - 

附錄四、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愛河 填表人  

工程名稱 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紀錄日期  

工程期程 106 年 10 月～110 年 12 月 監造廠商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施工廠商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3,922,343 

基地位置 行政區：高雄市全區； TWD97 座標  X：183477.606 Y： 2499110.188 

工程目的 愛河及支流整體水環境營造改善計畫 

工程概要 民生大排改善及水環境營造計畫、寶珠溝改善及水環境營造計畫、內惟埤生態園區水環境營造計畫、愛河再造計畫、愛河水系防洪及截流設備檢討更新

及沿線週邊景觀再造工程、全市污水系統功能提升計畫、中區污水處理廠功能提升工程 

預期效益 
串聯周邊已完成景點設施，改善市區水域環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內惟埤生態園區曾邀請專家學者辦理南島植物生態辦理調查展示。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 注 物 種

及 重 要 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有紀錄造訪的陸鳥與水鳥，包括翠鳥、黑枕藍鶲、五色鳥、白鶺鴒、伯勞、紅冠水雞、白腹秧雞、紅鳩、珠頸斑鳩、小白鷺等，

共計 114種之多。另常見的花蟲紀錄有杜松蜻蜓、紅擬豹斑蝶、沖繩小灰蝶、熊蟬、東方白點花金龜等。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愛河、內惟埤、九番埤、壽山自然公園、半屏山自然公園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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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環 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依據「愛河水系易淹水區改善規劃」生態調查結果研擬工程配置，營造生態緩坡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 方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 畫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俟計畫確認後於後續工作執行階段辦理資訊公開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後續辦理相關工作將選擇生態方面之工作團隊   

二、 

設計成果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 計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俟計畫確認後於後續工作執行階段辦理資訊公開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後續辦理相關工作將選擇生態方面之工作團隊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後續辦理相關工作將辦理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及納入宣導    
施 工 計 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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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保 育

品 質 管 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 工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俟計畫確認後於後續工作執行階段辦理相關說明會   

四、 

生態覆核 

完 工 後 生

態 資 料 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俟計畫確認後於後續工作執行階段辦理 

五、 

資訊公開 

施 工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俟計畫確認後於後續工作執行階段辦理資訊公開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 態 檢 核

資 料 建 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 估 資 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俟計畫確認後於後續工作執行階段辦理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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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竹溪流域周邊景觀改善二期工程規劃

設計及監造委託服務 
設計單位 

綠波國際環境設計公司 

工程名稱 
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期-竹溪流

域周邊空間景觀改善計畫 

工程期程 108 年 1 月至 108 年 12 月 監造廠商 綠波國際環境設計公司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施工廠商 唐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位置 
地點：臺南市(縣)_南區  (鄉、鎮、市) 

如有詳細基地位置請填 TWD97 座標 

X：168573.959 Y：2542212.104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55,000,000 

工程目的 

本計畫期望配合整體空間整理，連結既有之動線系統，運用自然環境融合的手

法，規劃設置賞景、解說與休憩設施，整合周邊閒置用地、遊憩資源及水岸空間，

型塑水岸兩側線型的綠色休閒廊道與都市生活水岸，使其成為保存人文與自然、

且提供水域生態體驗之場域，以地景縫合的概念，塑造府城水域生態與休閒遊憩

的景觀新風貌，將府城打造為藍綠交織的生態城市。 

工程類型 
□污水處理廠、□污水下水道、□污水揚水站及截流站、□雨水抽水站、□雨水下水道

(暗渠)、□雨水下水道(明渠)、■其他 體育場周邊環境改善   （可複選） 

工程概要 

配合竹溪一期逐漸完成的竹溪流域改造，本期將緊鄰的體育園區納入，以全面性

評估進行優化設計，改善並活化園區內重要節點區域，並完善整體動線系統，增

加與周邊景點之串聯性，打造親水休憩、休閒運動、自然生態與觀光遊憩兼具之

都市生活水岸。 

預期效益 

1. 改善竹溪一期與體育園區無障礙串聯動線空間，增加全區人車使用安全性。 

2. 活化並改善園區重要節點，導入地方歷史文化元素，增加地方認同感及營造

園區亮點。 

3. 連結周邊重要景點，整合地方觀光遊憩資源，打造帶狀遊憩空間。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及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1. 是否組成含生態、環境或景觀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

隊? 

2.    ■是    □否   (團隊為景觀、園藝專業)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生

態環境及 

議題、關注物

種及重要棲地 

1.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

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    
若在保護區則進行下列檢核: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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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3. 2.是否調查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4.    ■是    □否   (參考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 

3.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於計畫範圍內進行)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評

估、採用策

略、經費編列 

1.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生態、環境均盡量保持原樣) 

2.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並編列

相關經費? 

  ■是  □否  □非位於生態保護區，但有考量環境保護對策 

四、 

民眾參與 

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環境或景觀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及團體、地方

政府或在地民眾辦理說明會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於 8/15與相關團體討論及召開民眾說明會) 

五、 

資訊公開 

資訊公開 是否將工程計畫或規劃內容摘要之資訊公開(網站)? 

  ■是    □否   (透過鄰長及里長，公開相關內容)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環境或景觀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

隊? 

     ■是    □否  (委託民享公司進行現場生態調查)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意見的溝通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非位於生態保護區，但有考量環境保護對策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環境保育措施或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

公開? 

  ■是    □否  (為後續相關工程提供生態調查成果)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環境或景觀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

隊? 

     ■是    □否  (委託民享公司進行現場生態調查) 

二、 

生態、環

境保護措

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環境或景觀背景人員現場勘查?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或環

境保護措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或環境保護措施，說明施工擾動

範圍，並以圖面呈現。 

     ■是    □否 

生態保育、環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或環境保護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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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護管理措

施 
     ■是    □否   □環境衛生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2.施工是否採用綠色材料(預鑄人孔、預鑄管材、環保材

料……)或綠色工法(推進、潛盾……)? 

     ■是    □否 

3.工地使用之發電機是否採用合格油品，以降低空氣污染? 

     ■是    □否 

4.施工工具是否採用低震動、低噪音之機械，以降低生態環境

之衝擊? 

  ■是    □否 

5.施工生態保育或環境保護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環境或景觀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及團體、地方

政府或在地民眾辦理說明會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內容於施工告示牌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廠站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規定，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

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

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不適用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廠站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規定，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

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不適用                                 

 



 

 

 

『三爺溪上游排水截流暨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

功能改善及擴建工程』 
 

 

 

 

 

 

 

 

規劃階段 

生態檢核報告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1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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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 計畫緣由 

三爺溪為二仁溪上游主要支流，根據環保署水質檢測資料顯
示，三爺溪全河段屬於重度污染，為改善三爺溪及二仁溪水質，

預定截流原排入三爺溪之晴天污水至下游虎尾寮水資中心進行處
理，然而虎尾寮水資中心既有廠區僅能容納12,000CMD污水，
且設備老舊需更新改善，因此台南市政府於107年辦理『三爺溪

上游排水截流及虎尾寮水資中心功能改善及擴建規劃調查計畫』
評估截流水質、水量、截流路線及擴建方案等。另依據營建署第
四期實施計畫辦理『台南市虎尾寮汙水下水道系統工程委託設計

及監造技術服務管線工程』預計收集台南市擴大東區生活污水並
輸送至虎尾寮水資中心進行處理。 

為滿足上述計畫需求，台南市政府水利局特辦理本計畫，希

冀妥善解決三爺溪水質、虎尾寮水資中心擴建需求。 

二、 工程概述 

本計畫工程主要分為三爺溪上游排水截流以及既有廠區內設
備功能改善及擴建廠區等三方面，其中三爺溪上游排水截流，係

於大灣小排2、大灣小排3、大灣小排5各設置1處截流站，總共3
處，截流站皆採用扇型取水工，截設計採用一座閘門控制截流站
之啟閉，並搭配2台抽水泵採一用一備方式設置。 

既有設備更新項目包含(一)污泥脫水單元改善、(二)防水防
洪改善、(三)實驗室設備更新、(四)厭氧消化槽拆除、(五)功能欠
佳設備更新等五項；擴建方面則於既有廠區南側新增擴建(一)固

體機房、(二)進抽站、(三)前處理單元設備、(四)MLE生物處理單
元設備、(五)變電機房等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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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態檢核工作說明 
一、 生態檢核辦理沿革及依據 

為落實生態工程永續發展之理念，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

局自2009年起配合「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
供水計畫」，逐年試辦工程生態檢核作業。2016年水利署修訂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手冊」以推廣、落實生態檢核作

業。藉由施工前之工程核定階段與規劃設計階段蒐集區域生態資
訊，了解當地環境生態特性、生物棲地或生態敏感區位等，適度
運用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保育措施，納為相關工程設計理

念，以降低工程對環境生態的衝擊，維持治水與生態保育的平
衡。 

2017年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請內政部、經濟部、交通

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召開『公共工程落實
生態檢核機制』研商會議討論並達成共識，公共工程計畫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公共工程落實生態檢核機制』納入計畫應

辦事項。 

依照計畫工程地理位置及開發行為，生態檢核工作即依據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執行辦理。 

二、 生態檢核工作說明 

以工程生命週期分為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與維護管
理等階段。各主辦機關得依辦理之工程生命週期特性，配合工程
生態保育工作目標，適當修正執行階段劃分，各階段作業流程如

圖一所示。 

現階段本工程計畫屬於『規劃設計階段』，其工作目標為評
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

全對象，並提出生態保育對策及工法修正。執行目標及作業原則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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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目標：在於生態衝擊的減輕及因應對策的研擬，決定工
程配置方案。 

作業原則： 

1.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透過現 場
勘查，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

與生態保全對象。 

2.辦理生態調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 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3.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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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態檢核執行成果 
一、 生態調查團隊組成 

(一) 人員名單及學經歷 

戴千智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

產養殖系畢業，現職專案經理，工作經歷2007年~至今) 

黃呈彰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

產養殖系畢業，現職調查專員，工作經歷2012年~至今) 

江佳穎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國立中興大學森林所

畢業，現職調查專員，工作經歷2016年~至今) 

(二) 參與生態檢核實務經歷 

1. 白河水庫集水區環境現況調查與水質改善評估規劃設計計

畫 

2. 鏡面水庫集水區環境現況調查與水質改善評估規劃設計計

畫 

3. 白河水庫繞庫防淤工程設計之生態檢核計畫 

4. 嘉義縣大埔鄉曾文水庫水域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列入公共造

產可行性評估生態檢核工作 

5. 曾文溪水門更新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之生態

檢核工作 

6. 「八卦山旱灌區擴大灌溉服務之可行性評估計畫」生態檢

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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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眠月線修復可行性評估委託技術服務案」計畫核定階段

生態檢核 

8. 「西定河水環境改善計畫」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二、 生態資料蒐集 

預定開發基地位於台南市東區裕德街上，大致沿國道一號中
山高速公路的東側三爺溪中游一帶，工作項目包含截流管工程、
截流站、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擴建及既有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

心設備更新，周邊環境以人工建物為主。本團隊蒐集『全國水環
境改善計畫(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
『友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編定工業區(歸仁恒耀工業區)環境

影響說明書』、『綠能科技示範場域與大臺南會展中心基地周邊
生態調查成果報告』、『成功大學歸仁校區擴增校區生態調查報
告書』、『嘉南藥理大學擴建校地開發案變更環境影響說明

書』、以及『臺南市歸仁區武東段70-1、71、72、73等4筆地
號百貨商場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等生態調查資料加以彙
整，以確實掌握預定開發基地周邊環境以及水、陸域生物資源，

以下針對計畫周邊各項生物資源說明如下： 

(一) 維管束植物 

預定開發基地周邊環境棲地類型及土地利用形態單純，

絕大部分為人工建物，鄰近區域則有少部分為農耕地、草生

荒地、雜木林、裸地、水域(滯洪池、溪流、排水溝渠)等環

境，植物種類以河岸兩側草本植物及人工栽植物種為主，

如：行道樹、公園綠地景觀植物。 

雜木林零星分布於基地周邊，受人為干擾嚴重，以陽性

先驅物種為主，如銀合歡、構樹、血桐、野桐、蓖麻、楝

等。農耕地以栽種稻米及芒果為主，亦有多處休耕地短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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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太陽麻、田菁等綠肥，其他零星栽植葉菜類、瓜類等作

物。草生荒地主要分布於溪流邊坡、廢耕地及開闊地，以禾

本科、莎草科、菊科、豆科等常見陽性草本為主，另外零星

可見生長快速的先驅木本植物如：構樹、朴樹、血桐，但以

小苗居多。 

維管束植物共記錄64科168屬209種，其中特有種植物

則記錄1種，為臺灣欒樹，屬於人為栽植的行道樹。無記錄

到名列於台南市政府農業局之珍貴樹木及文資法稀有植物。 

(二) 陸域動物 

陸域動物生物資源哺乳類共記錄3科3種，優勢物種為

臭鼩及小黃腹鼠；鳥類共記錄31科58種，優勢物種為麻

雀及綠繡眼；兩棲類共記錄6科7種，優勢種為黑眶蟾蜍

及小雨蛙；爬蟲類共記錄8科13種，優勢種為疣尾蝎虎；

蝴蝶類共記錄5科43種，優勢種為白粉蝶及藍灰蝶；特有

種及特有亞種共記錄22種(長趾鼠耳蝠、堀川氏棕蝠、赤

腹松鼠、台灣竹雞、小彎嘴、鳳頭蒼鷹、五色鳥、棕三趾

鶉、南亞夜鷹、小雨燕、大卷尾、黑枕藍鶲、樹鵲、白頭

翁、紅嘴黑鵯、黃頭扇尾鶯、褐頭鷦鶯、粉紅鸚嘴、環頸

雉、大冠鷲、臺灣草蜥、斯文豪氏攀蜥)，珍貴稀有之第

二級保育類共記錄8種 (黑翅鳶、鳳頭蒼鷹、黃鸝、大冠

鷲、紅隼、環頸雉、彩鷸、水雉)，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

級保育類共記錄2種(燕鴴、紅尾伯勞)。 

(三) 水域生物 

二仁溪上游支流水域生物資源魚類可記錄5科9種；底

棲生物共記錄4科7種；水生昆蟲共記錄4目6科；浮游性

藻類共記錄46屬76種；附著性藻類共記錄36屬63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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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任何特有種及保育類。 

三、 環境現況說明 

本計畫生態檢核作業針對預定開發基地以及周邊鄰近

環境並於109年6月進行維管束植物、哺乳類、鳥類、兩

棲、爬蟲、蝴蝶、魚類、蝦蟹螺貝類等生物資源調查，各

生物類別調查結果說明如下:  

(一) 陸域植物 

預定開發基地位置如圖二所示，預定開發基地大致可區分

為北側的三處截流站以及南側既有廠區。北側三處截流站環

境主要為農耕地、草生荒地及人工建物，農耕地主要種植稻

米，零星栽植果樹如棗、柑橘、番石榴、椰子、香蕉等，部

分休耕地種植田菁作為綠肥使用；草生荒地物種以大黍、芒

草、紅毛草、孟仁草、大花咸豐草、香附子、葎草、野牽

牛、盒果藤、美洲含羞草等陽性草本為主。人工建物以工

廠、民宅為主，物種栽植綠美化樹種如：小葉欖仁樹、大葉

桃花心木、月橘、朱槿等。 

南側預定開發基地環境大多為人工建物，屬於既有水資源

回收中心廠區，物種多為人工栽植，如：洋玉蘭、桂葉黃

梅、狐尾椰子、威氏鐵莧、變葉木、朱槿、欖仁、苦楝、洋

紫荊等；開發基地南側現況為草生荒地，上有堆放廢棄物，

並生長小塊雜木林，木本植物以銀合歡為優勢，其他物種尚

有構樹、蓖麻、血桐等陽性植物；地被有大黍、盒果藤、節

節花、田菁、美洲含羞草、倒地鈴、大花咸豐草等物種，以

外來種較多。鄰近區域以人工建物為主，大多為道路、民

宅、工廠；基地西側為國道一號高速公路，車道兩側種植行

道樹及綠美化植株，如大葉桃花心木、印度紫檀、台灣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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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鳳凰木、阿勃勒、朱槿等，地被以禾本科為主，可見地

毯草、鋪地黍、白茅、鯽魚草等。整體而言，屬於自然度較

低的植被類型，受人為開發程度高，無特殊敏感物種。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

範 」 (2002/3/28 環 署 綜 字 第 0910020491 號 公 告 ) 所 附

「臺灣地區稀特有植物名錄」以及「2017臺灣維管束植

物紅皮書名錄」 (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2017)，

預定開發基地內並無記錄到稀有物種，名錄如附表一所

示。 

原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外側圍牆旁有種植一排苦楝行道

樹(18株)，胸高直徑大約介於20~30公分，建議列為保全對

象，原地保留或是移植作為後續景觀營造用途，上述保全對

象樹木位置如圖三所示。 

(二) 陸域動物 

既有廠區(含擴建範圍)以及鄰近周邊棲地環境現況以

人工建物為主，因此動物資源調查結果所記錄物種皆為

普通常見物種為主，例如黑眶蟾蜍、澤蛙、麻雀、白頭

翁、綠繡眼、斑文鳥、白粉蝶、黃蝶、豆波灰蝶及藍灰

蝶等；其中特有種共記錄1種(斯文豪氏攀蜥)，未記錄到

任何保育類動物。由於預定開發基地以及鄰近周邊棲地

環境單純，自然度偏低，以人工建物為主，缺少大面積

自 然 棲 地 ， 動 物 資 源 調 查 結 果 以 鳥 類 數 量 最 多 ， 哺 乳

類、兩棲類、爬蟲類及蝴蝶類相對貧乏。各生物類別名

錄如附表一所示。 

大灣小排三處截流站以及鄰近周邊棲地環境現況，

整體而言，與既有廠區相似亦屬於高度人為干擾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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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度偏低，無大面積天然原始林或次生林，棲地類型以

農耕地、草生灌叢及人工建物為主，因此陸域動物物種

多樣性相當貧乏，僅鳥類資源相對較豐富。依據調查結

果顯示，哺乳類動物以地棲性鼠科及尖鼠科為主，其多

活動於農耕地及草生灌叢等棲地環境，且此區域並無大

面積天然原始林或次生林，因此喜好活動於天然原始林

或次生林的中大型哺乳類動物(如鼬獾、白鼻心、山羌等)

並 無 記 錄 到 ； 鳥 類 相 以 能 適 應 高 度 人 為 干 擾 的 物 種 為

主，例如野鴿、家燕、洋燕、白頭翁、麻雀等，其廣泛

分布於人工建物、農耕地及草生灌叢等棲地環境，且本

區域並無水鳥喜好的潮間帶灘地及魚塭環境，因此無發

現大量水鳥群集之特殊現象；兩棲類以澤蛙及黑眶蟾蜍

為主，澤蛙多活動於農耕地周邊，黑眶蟾蜍則廣泛分布

於農耕地、草生灌叢以及人工建物周邊的溝渠或庭院，

由於本區域並無埤塘、水澤、天然濕地等兩棲類喜好棲

地環境，因此無發現兩棲類大量聚集的熱點或區域；蝴

蝶以粉蝶科蝴蝶為主，多活動於農耕地及草生灌叢棲地

環境。所記錄物種以普通常見物種為主，特有種記錄到

7種(南亞夜鷹、五色鳥、大卷尾、樹鵲、白頭翁、紅嘴

黑鵯、褐頭鷦鶯)，保育類則記錄到2種，分別為黑翅鳶

及紅尾伯勞，黑翅鳶停棲於電線上，紅尾伯勞則停棲在

草生灌叢環境中一個突出物上。 

黑翅鳶喜好活動於開闊地環境，包括草生地、開墾

地甚至公園綠地，食物以鼠類為主，主要以坐等與空中

搜尋方式捕食鼠類，因此常見到黑翅鳶停棲於樹梢、電

線上等待獵物或是在開闊蔗田農地上空伺機捕捉獵物，

營巢巢樹的周遭地景以開闊蔗田與農耕地為主，且人為

活動低，沒有大型人工建物或房舍，巢樹高度多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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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營巢樹木通常遠離車輛可通行的道路；紅尾

伯則屬於普遍冬候鳥，其繁殖於西伯利亞東南部、中國

大陸東北部、中部和朝鮮、日本，秋季開始南遷至亞洲

中部、南部、東南亞、菲律賓、大洋洲等地進行度冬，

喜 好 棲 息 在 空 曠 的 農 地 並 停 棲 在 突 出 物 體 上 面 環 顧 四

周，依照現場觀察記錄以及習性判定，所記錄的黑翅鳶

及紅尾伯勞個體屬於暫時停棲或飛行經過個體。 

(三) 水域生物 

本計畫於開發基地旁之三爺溪及其上游三處截流站共

設置5處水域測站，其位置如圖二所示。開發基地旁之三

爺溪河段及三處截流站其兩側皆為水泥人工堤岸，棲地型

態大多為淺流類型，而其底質以細砂、泥土為主。5處水

域測站之河溪棲地評估因其堤岸皆為人工水泥堤岸且無天

然植生帶，且僅有單一種流速/水深組合，故其河溪棲地

評估分數皆屬偏低。目前三爺溪受到工業及市鎮廢水影

響，導致河水遭到嚴重污染。因此，該處之水域生物以高

耐污性物種為主，如口孵非鯽及豹紋翼甲鯰，並未發現任

何特有種及保育類。各生物類別名錄如附表一所示，棲地

評估分數如附表二所示。 

(四) 小結 

預定開發基地 (包含三處截流站 )以及周邊環境，以人

工建物為主，其次為農耕地，自然度偏低，缺少大面積天

然原始林或次生林等自然棲地，所記錄物種多以普遍常見

物 種 為 主 ， 雖 然 發 現 2 種 保 育 類 動 物 ( 黑 翅 鳶 、 紅 尾 伯

勞 )，但是屬於短暫停棲個體，無發現稀有種 (敏感物種 )

之天然棲息地以及高生物多樣性的自然棲地等高度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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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而三爺宮溪屬於嚴重污染，水域生物物種數貧乏且以

高耐污性魚種為主，棲地品質不甚理想，人為干擾大之河

段，因此預定開發基地以及周邊環境現況屬於『人為干擾

區』，如圖三所示。 

四、 生態影響評估與保育措施研擬 

(一) 生態影響評估 

1.維管束植物 

預定開發基地內之工程行為主要為廠區內既有設備

更新擴建以及三處截流站設置，上述工程行為施工期間之

挖填與整地過程可能對現地維管束植物造成下列影響： 

(1)施工如有不慎可能產生大量揚塵覆蓋植物表面，

導致植物光合作用及生長受到影響。 

(2)既有廠區南側的草生地植被遭到移除，但因南側

草生地植被優勢種為銀合歡、大黍、美洲含羞草、大花咸

豐草等，屬於外來入侵種，因生長迅速、種子產量大等特

性，易壓縮當地原生植物生存空間，尤其基地內有許多銀

合歡植株已開花結實，建議可於工程整地時可一併移除。 

(3)既有廠區西側圍牆旁的大樹(苦楝)因施工行為影

響而遭受損傷或移除。 

(4)三處截流站皆設置在既有人工建物上，周邊環境

為人工建物及農耕地，植被相對較少且物種皆為普通常見

物種，因此施工影響程度輕微。 

 

2.陸域動物 

預定開發基地內之工程行為主要為廠區內既有設備

更新及擴建，現地棲地環境以既有人工建物為主，而三處

截流站周邊環境以人工建物以及農耕地為主，兩區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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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均以普遍常見之物種為主，無稀有種或敏感物種分

布，因此施工影響程度輕微。 

 

3.水域生態 

預定開發基地鄰近三爺宮溪，因此，未來地表開挖

或整地、大型機具的操作及廢棄土方處置，皆須採取適當

防護措施，避免地表逕流或雨水將廢棄土方及大型機具操

作後所遺留下的廢棄油污沖刷進入承受水體(三爺溪)，污

染水域生態環境。 

 

(二) 保育措施研擬 

以下依循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之優先順序，擬定減

輕生態衝擊之生態保育措施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註 

施工便道優

先使用既有

道路，不另

開闢新施工

便道。 

如需設置廢

棄土方暫置

場時，優先

以現有裸地

或空地為

主，不另於

自然棲地另

闢暫置場。 

 

1. 廢棄土方堆置應予以覆蓋

避免產生過多揚塵，施工

車輛出入沿線加強灑水工

作，用加壓水柱噴灑工程

地點、工程車輛行進路線

以及施工車輛出入沿線之

樹木植被，以改善環境品

質與植被健康。 

2. 施 工 前 事 先 規 劃 施 工 區

域，並設立施工圍籬，勿

開挖開發預定地外圍天然

植被，以維護工區外生物

棲息地。 

3. 施工路線迴避苦楝，若無

法迴避，在施工前以厚墊

等 材 質 包 覆 保 護 苦 楝 樹

1. 生 態 保 全 對 象

大樹(苦楝)，原

地 保 留 ， 或 是

移 植 作 為 後 續

綠 化 規 劃 使

用。 

2. 選 用 原 生 且 兼

具 生 態 功 能 性

樹 種 ， 例 如 鳥

餌 植 物 、 蝴 蝶

食 草 及 蜜 源 植

物 作 為 綠 美 化

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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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避免施工中機具碰撞

損傷，完工後拆除。 

4. 工程後期如需補植當地原

生樹木，遵照移植作業方

式，以增加樹木存活率。 

5. 施工機具、器材、廢棄物

均不得放置遺留在施工範

圍外之環境。 

6. 如有廢棄土方需暫時堆置

應給予覆蓋，避免產生揚

塵。 

7. 施工整地中嚴禁使用除草

劑及殺蟲劑等化學藥劑，

避 免 影 響 周 遭 環 境 及 生

態。 

8. 規 畫 分 期 分 區 開 發 的 原

則，可減少每期開發時所

產生的影響程度及範圍。 

9. 整地或挖運過程中，施工

機具可能產生大量噪音振

動，可使用低噪音工法或

低噪音機具施工，施工機

具應定期維護保養，容易

產生噪音的部位(如引擎)

可加裝隔音裝置，施工周

圍亦可搭建隔音牆或隔音

布，以降低噪音振動對周

邊野生動物的干擾。 

10. 避免大型機具直接行經流

水區域，造成水體混濁。 
註: 工區預定位置處於人工建物為主的人口稠密區，已達到工程迴避生態敏感區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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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 



16 
 

 

圖二、 生態棲地評估樣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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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預定開發基地周邊之生態敏感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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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 維管束植物名錄 

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原生別 

蕨類植物 蓧蕨科 Nephrolepis exaltata Schott. 波士頓腎蕨 栽培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Pteris vittata L. 鱗蓋鳳尾蕨 原生 

蕨類植物 海金沙科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原生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parasitica (L.) Farw. 密毛小毛蕨 原生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Thelypteris torresiana (Gaud.) Alston 粗毛金星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en 毛蓮子草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節節花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oq.) Griseb. 空心蓮子草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菜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莧科 Amaranthus lividus L. 凹葉野莧菜 歸化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Mangifera indica L. 芒果 歸化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黃連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 黑板樹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var. subulatus 帚馬蘭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一枝香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山柑科 Cleome rutidosperma DC. 成功白花菜 歸化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原生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小葉欖仁樹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aquatica Forsk. 蕹菜 歸化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batatas (L.) Lam. 番薯 歸化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歸化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hederacea (L.) Jacq. 碗仔花 歸化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indica (Burm. f.) Merr. 銳葉牽牛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Operculina turpethum (L.) S. Manso 盒果藤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杜英科 Elaeocarpus serratus L. 錫蘭橄欖 栽培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Acalypha indica L. 印度鐵莧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Acalypha wilkesiana  Muell.-Arg. 威氏鐵莧 栽培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Codiaeum variegatum Blume 變葉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hirta L. 飛揚草 歸化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Euphorbia hyssopifolia L. 紫斑大戟 歸化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Mallotus japonicus (Thunb.) Muell. -Arg. 野桐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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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原生別 

雙子葉植物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L.) Sieb. 樟樹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Bauhinia blakeana Dunn  豔紫荊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Bauhinia purpurea L. 洋紫荊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Bauhinia variegata L. 羊蹄甲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Centrosema pubescens Benth. 山珠豆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Crotalaria juncea L. 太陽麻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Crotalaria pallida Ait. var. obovata (G. Don) 

Polhill 
黃野百合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Delonix regia (Boj.) Raf. 鳳凰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Indigofera hirsuta L. 毛木藍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Indigofera spicata Forsk. 穗花木藍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Pongamia pinnata (L.) Pierre 水黃皮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Pterocarpus indicus Willd. 印度紫檀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 山葛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Senna fistula L. 阿勃勒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田菁 歸化 

雙子葉植物 木蘭科 Magnolia grandiflora L. 洋玉蘭 栽培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栽培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Sida rhombifolia L. 金午時花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inn. 苦楝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楝科 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 大葉桃花心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var. microcarpa 榕樹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歸化 

雙子葉植物 金蓮木科 Ochna thomasiana Engl. & Gilg 桂葉黃梅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細葉水丁香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柳葉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丁香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醬草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edulis Sims. 百香果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foetida L. 毛西番蓮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suberosa Linn. 三角葉西番蓮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胡麻科 Sesamum orientale L. 胡麻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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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原生別 

雙子葉植物 葉下珠科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葉下珠科 Flueggea suffruticosa (pellas) Rehder 白飯樹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葉下珠科 Phyllanthus amarus Schumach. & Thonn. 小返魂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胡椒科 Piper kadsura (Choisy) Ohwi 風藤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車前草科 Plantago asiatica L. 車前草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chinense L. 火炭母草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glabrum Willd. 紅辣蓼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蓼科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L. 早苗蓼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蓼科 
Rumex crispus L.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Portulaca pilosa L. subsp. grandiflora Gees-

ink 
松葉牡丹 栽培 

雙子葉植物 馬齒莧科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土人參 歸化 

雙子葉植物 鼠李科 Zizyphus mauritiana L. 棗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龍吐珠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Citrus ponki (Hayata) Hort. ex Tanaka 柑橘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原生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歸化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樹 歸化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特有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Litchi chinensis Sonn. 荔枝 栽培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Sapindus mukorossi Gaertn. 無患子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Pilea microphylla (L.) Leibm. 小葉冷水麻 歸化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Duranta repens L. 金露花 栽培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Lantana montevidensis Briq. 小葉馬纓丹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虎葛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葡萄科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Sieb. & Zucc.) 

Planch. 
地錦 原生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Syngonium podophyllum 合果芋 歸化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Cocos nucifera L. 椰子 栽培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Livistona chinensis (Jacq.) R. Br. var. subglo-

bosa (Hassk.) Beccari 
蒲葵 原生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Phoenix roebelenii O' Brien. 羅比親王海棗 栽培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Roystonea regia (H. B. & K.) O. F. Cook 大王椰子 栽培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Wodyetia bifurcata A. K. Irvine 狐尾椰子 栽培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alternifolius L. subsp. flabelliformis 

(Rottb.) Kukenthal 
風車草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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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原生別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haspan L. 畦畔莎草 原生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iria L. 碎米莎草 原生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原生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Torulinium odoratum (L.) S. Hooper 斷節莎 原生 

單子葉植物 芭蕉科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栽培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Axonopus affinis Chase 類地毯草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拉草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Brachiaria subquadripara (Trin.) Hitchc. 四生臂形草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rtococcum accrescens (Trin.) Stapf 散穗弓果黍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Cyrtococcum patens (L.) A. Camus 弓果黍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Beauv. 龍爪茅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Digitaria ciliaris (Retz.) Koel. 升馬唐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op. 馬唐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chinochloa colonum (L.) Link 芒稷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鯽魚草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Leptochloa chinensis (L.) Nees 千金子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 芒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Oryza sativa L. 稻 栽培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nicum repens L. 舖地黍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兩耳草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etaria verticillata (L.) Beauv. 倒刺狗尾草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inobambusa tootsik (Makino) Makino 唐竹 栽培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Sporobolus indicus (L.) R. Br. var. major 

(Buse) G. J. Baaijens 
鼠尾粟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Zea mays L. 玉蜀黍 栽培 

單子葉植物 雨久花科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布袋蓮 歸化 

單子葉植物 香蒲科 Typha angustifolia L. 水燭 原生 

單子葉植物 香蒲科 Typha orientalis Presl 香蒲 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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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科 學名 中文名 原生別 

單子葉植物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ith 
月桃 原生 

單子葉植物 薑科 Hedychium coronarium Koenig 野薑花 歸化 

註：109年6月調查共記錄維管束植物45科112屬145種。 

2. 哺乳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預定開發基地 鄰近區域 截流站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1 2 

鼠科 鬼鼠 Bandicota indica   1 

鼠科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1 5 

鼠科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1 3 

物種數小計(S) 0 3 4 

數量小計(N) 0 3 11 

 

3. 鳥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 

性 

保育 

等級 

預定開發 

基地 
鄰近區域 截流站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2 2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12 

鷺科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2 3 

鷺科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1 1 

鷹科 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II   1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1 

秧雞科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4 5 

鷸科 鷹斑鷸 Tringa glareola     3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3 15 26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2 15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3 3 20 

杜鵑科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1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特亞   6 6 

鬚鴷科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特有   3 5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III   3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特亞  5 14 16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特亞    3 

鴉科 喜鵲 Pica pica     3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8 22 25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6 23 32 

燕科 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     6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特亞  9 35 42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特亞   16 10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3 12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特亞   2 5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19 13 

八哥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12 15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9 20 22 

鶺鴒科 東方黃鶺鴒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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鶺鴒科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2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1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20 65 78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20 15 

  物種數小計(S)   8 21 33 

  數量小計(N)   63 289 407 

 

4. 蝴蝶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預定開發基

地 
鄰近區域 截流站 

粉蝶科 白粉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6 32 65 

粉蝶科 鑲邊尖粉蝶 Appias olferna peducaea   5 12 

粉蝶科 纖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4 6 

粉蝶科 遷粉蝶 Catopsilia pomona    5 15 

粉蝶科 黃蝶 Eurema hecabe  5 22 33 

灰蝶科 雅波灰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3 

灰蝶科 豆波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18 15 

灰蝶科 藍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6 22 20 

蛺蝶科 虎斑蝶 Danaus genutia    2 

蛺蝶科 金斑蝶 Danaus chrysippus     2 

蛺蝶科 眼蛺蝶 Junonia almana    2 

蛺蝶科 黃鉤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3 

蛺蝶科 幻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3 

蛺蝶科 波蛺蝶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2 

  物種數小計(S) 3 7 14 

  數量小計(N) 17 108 183 

 

5. 兩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預定開發基地 鄰近區域 截流站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2 4 9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kawamurai  4 14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9 5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2 5 

樹蛙科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3 

物種數小計(S) 1 4 5 

數量小計(N) 2 19 36 

 

6. 爬蟲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特有類別 預定開發基地 鄰近區域 截流站 

壁虎科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3 4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3 3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臺灣特有種  3 5 

石龍子科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1 

石龍子科 多線真稜蜥 Eutropis multifasciata   6 8 

澤龜科 紅耳龜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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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數小計(S) 0 5 6 

數量小計(N) 0 17 22 

 

7. 魚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測站1 測站2 小排2截流站 小排3截流站 小排5截流站 

鱧科Channidae 線鱧 Channa striata  2     

麗魚科Cichlidae 口孵非鯽 Orechromis spp. 7 3 3 6 9 

甲鯰科Loricariidae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

lis  
3 2  2 5 

物種數小計(S) 3 2 1 2 2 

數量小計(N) 12 5 3 8 14 

 

8. 蝦蟹螺貝類名錄 
科 中名 學名 測站1 測站2 小排2截流站 小排3截流站 小排5截流站 

田螺科Vivipariidae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9    3 

蘋果螺科Ampullariidae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23 15 5 7 12 

物種數小計(S) 2 1 1 1 2 

數量小計(N) 32 15 5 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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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河溪棲地評估表 
河溪評估指標的指標項目、目的及內容 

分

類 
指標項目 評估目的 

評估

內容 

河

溪

地

形

棲

地 

1.底棲生物的棲地

基質 

瞭解底質是否有足夠空間給底棲生物利

用 

穩定的深潭、大石、暗樁、

漂流木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瞭解底棲無脊椎生物能利用的程度 
礫、卵石被細砂土包埋程

度 

3.流速水深組合 瞭解水流與水深在河道中之分佈與組合 急流、緩流、淺水、深水 

4.沉積物堆積 
瞭解沉積物在河道中淤積程度，影響

河床可利用的程度 

細 小 礫 石 、 砂 、 土 ； 砂

洲、經常改變的河床底層 

5.河道水流狀態 
瞭解河道及河道水位是否有人為干

擾，是否有底質裸露的情形。 

河道縮減、時常改道、

水位下降、基質裸露 

6.人為河道變化 
瞭解人造設施造成棲地干擾或棲地間

阻隔的影響。 
工程設施干擾、棲地阻隔 

7.湍瀨出現頻率 瞭解溪流之水量穩定及巨石等配置情形 湍瀨數量、頻率 

8.堤岸穩定度 瞭解河岸之穩定程度 
岩盤、巨石>人造物>鬆軟

之土石膠結 

濱

溪

植

被 

9.河岸植生覆蓋

狀況 

瞭解河岸周遭植生狀況並簡單區分人

為干擾程度 

天然林>人造林>竹林、

果園>草>無 

10.河岸植生帶寬度 瞭解周圍環境之生態潛力 植生帶的寬度 

 
位置:測站1-基地上游約200公尺處 

評估因子 說明 分數 

1.底棲生物的棲地基質  河床底部以細砂、泥土為主。 3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礫石、卵石及巨石75%以上的體積被沉積砂土包圍。 3 

3.流速水深組合  絕大部分組合為單一種流速/ 水深。 3 

4.沉積物堆積  河道底部受沉積物堆積影響的面積介於3-50%。 3 

5.河道水流狀態  小於25%的溪床面積露出水面。 14 

6.人為河道變化  工程影響目視範圍中 80% 以上的河道。 3 

7.湍瀨出現頻率  水流平、淺，無巨石等可激起湍瀨的天然物 3 

8.堤岸穩定度 堤岸材質為岩盤等堅硬石材，堤岸坡度較陡。 左10，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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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河岸植生保護  兩岸的堤岸無原生植被。 左1，右1 

10.河岸植生帶寬度  因人為工程而幾無植生帶 左1，右1 

總分 56 

現地環境描述 河床底質以細砂、泥土為主，棲地型態為淺流，兩岸皆為人工堤岸 

特殊物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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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測站2-基地下游約200公尺處 

評估因子 說明 分數 

1.底棲生物的棲地基質  河床底部以細砂、泥土為主。 3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礫石、卵石及巨石75%以上的體積被沉積砂土包圍。 3 

3.流速水深組合  絕大部分組合為單一種流速/ 水深。 3 

4.沉積物堆積  河道底部受沉積物堆積影響的面積介於3-50%。 3 

5.河道水流狀態  有25-75%的溪床面積露出水面。 8 

6.人為河道變化  工程影響目視範圍中 80% 以上的河道。 3 

7.湍瀨出現頻率  水流平、淺，無巨石等可激起湍瀨的天然物 3 

8.堤岸穩定度 堤岸材質為岩盤等堅硬石材，堤岸坡度較陡。 左10，右10 

9.河岸植生保護  兩岸的堤岸無原生植被。 左1，右1 

10.河岸植生帶寬度  因人為工程而幾無植生帶 左1，右1 

總分 50 

現地環境描述 河床底質以細砂、泥土為主，棲地型態為淺流，兩岸皆為人工堤岸 

特殊物種 無 

 

位置: 測站3-小排2截流站 

評估因子 說明 分數 

1.底棲生物的棲地基質  河床底部以細砂、泥土為主。 3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礫石、卵石及巨石75%以上的體積被沉積砂土包圍。 3 

3.流速水深組合  絕大部分組合為單一種流速/ 水深。 3 

4.沉積物堆積  河道底部受沉積物堆積影響的面積介於3-50%。 3 

5.河道水流狀態  小於25%的溪床面積露出水面。 13 

6.人為河道變化  工程影響目視範圍中 80% 以上的河道。 3 

7.湍瀨出現頻率  水流平、淺，無巨石等可激起湍瀨的天然物 3 

8.堤岸穩定度 堤岸材質為岩盤等堅硬石材，堤岸坡度較陡。 左10，右10 

9.河岸植生保護  兩岸的堤岸無原生植被。 左1，右1 

10.河岸植生帶寬度  因人為工程而幾無植生帶 左1，右1 

總分 55 

現地環境描述 河床底質以細砂、泥土為主，棲地型態為淺流，兩岸皆為人工堤岸 

特殊物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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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測站4-小排3截流站 

評估因子 說明 分數 

1.底棲生物的棲地基質  河床底部以細砂、泥土為主。 3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礫石、卵石及巨石75%以上的體積被沉積砂土包圍。 3 

3.流速水深組合  絕大部分組合為單一種流速/ 水深。 3 

4.沉積物堆積  河道底部受沉積物堆積影響的面積介於3-50%。 3 

5.河道水流狀態  水量充沛，幾無溪床裸露。 18 

6.人為河道變化  工程影響目視範圍中 80% 以上的河道。 3 

7.湍瀨出現頻率  水流平、淺，無巨石等可激起湍瀨的天然物 3 

8.堤岸穩定度 堤岸材質為岩盤等堅硬石材，堤岸坡度較陡。 左10，右10 

9.河岸植生保護  兩岸的堤岸無原生植被。 左1，右1 

10.河岸植生帶寬度  因人為工程而幾無植生帶 左1，右1 

總分 60 

現地環境描述 河床底質以細砂、泥土為主，棲地型態為淺流，兩岸皆為人工堤岸 

特殊物種 無 

 

位置: 測站5-小排5截流站 

評估因子 說明 分數 

1.底棲生物的棲地基質  河床底部以細砂、泥土為主。 3 

2.河床底質包埋度  礫石、卵石及巨石75%以上的體積被沉積砂土包圍。 3 

3.流速水深組合  絕大部分組合為單一種流速/ 水深。 3 

4.沉積物堆積  河道底部受沉積物堆積影響的面積介於3-50%。 3 

5.河道水流狀態  水量充沛，幾無溪床裸露。 18 

6.人為河道變化  工程影響目視範圍中 80% 以上的河道。 3 

7.湍瀨出現頻率  水流平、淺，無巨石等可激起湍瀨的天然物 3 

8.堤岸穩定度 堤岸材質為岩盤等堅硬石材，堤岸坡度較陡。 左10，右10 

9.河岸植生保護  兩岸的堤岸無原生植被。 左1，右1 

10.河岸植生帶寬度  因人為工程而幾無植生帶 左1，右1 

總分 60 

現地環境描述 河床底質以細砂、泥土為主，棲地型態為淺流，兩岸皆為人工堤岸 

特殊物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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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程

基本

資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三爺溪上游排水截流暨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

心功能改善及擴建工程 
設計單位 - 

工程期程 - 監造廠商 - 

主辦機關 台南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 

基地位置 

地點：台南市 

擴建廠區 X：172996       Y：2542371 

小排2截流站 X：172953       Y：2544683 

小排3截流站 X：173015       Y：2545199 

小排5截流站 X：173428       Y：2545526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759,000 

工程目的 
藉由提升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程序效能以及截流三爺溪上游排水、港尾溝溪疏洪道污水

以改善河川水質，增加親水及生態教育機會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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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要 

本計畫工程主要分為三爺溪上游排水截流以及既有廠區內設備功能改善及擴建廠區等三方面，

1.三爺溪上游排水截流，係於大灣小排2、大灣小排3、大灣小排5各設置1處截流站。 

2.既有廠區內設備功能改善包含(一)污泥脫水單元改善、(二)防水防洪改善、(三)實驗室設備更

新、(四)厭氧消化槽拆除、(五)功能欠佳設備更新等五項。 

3.擴建方面則於既有廠區南側新增擴建(一)固體機房、(二)進抽站、(三)前處理單元設備、

(四)MLE 生物處理單元設備、(五)變電機房等五項。 

預期效益 
三爺溪上游排水截流暨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功能改善及擴建計畫：提升可處理水量15,000 

CMD，BOD 削減量增加為1,420公斤/日，提高放流水質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

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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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核

定

階

段 

二、 

生態資料蒐

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

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要

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

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

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水系，但無關注物種                                                 

  □否 

工

程

計

三、 

生態保育原

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

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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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

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

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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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基本資料蒐

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對

策 

調查評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

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及

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

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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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措

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

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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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品質管

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

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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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階

段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註：核定階段資料來源為經濟部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整體工作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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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影像記錄 

  
擴建廠區預定地環境現況-以草生地為主，有零星

先驅陽性樹種(銀合歡、構樹)生長 

擴建廠區預定地環境現況-以草生地為主，其上堆

置廢棄物 

  
擴建廠區預定地環境現況-以草生地為主 工程預定地環境現況-既有廠區 

  
既有廠區圍牆旁保全對象-苦楝，確切位置如圖三

所示 

工程預定地環境現況-有大量種子的外來入侵種

(銀合歡)植株，建議於整地時一併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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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區域環境現況-人工建物為主，植被為行道樹 鄰近區域環境現況-裸地 

  
鄰近區域環境現況-國道一號，植被為行道樹 鄰近區域環境現況-人工建物，植被為行道樹 

  
三爺溪環境現況 三爺溪環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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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日期：109.6.22~23 

 

  
三爺溪環境現況 三爺溪環境現況 

  
生物照-桂葉楊梅 生物照-狐尾椰子 

  
生物照-白尾八哥 生物照-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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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排2截流站 小排2截流站周邊棲地以人工建物為主 

  

小排2截流站周邊棲地以人工建物為主 小排2截流站周邊棲地以人工建物為主 

  
小排3截流站 小排3截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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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排5截流站 小排5截流站 

  
小排5截流站周邊的草生灌叢環境 小排5截流站周邊的草生灌叢環境 

  
黑翅鳶 紅尾伯勞 

 

 



龍頸溪萬巒排水排水水質淨化工程

生態檢核說明會



(一)工作方法

計畫核定階段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二)勘查結果及保育措施  勘查結果及生態敏感區





 生態關注圖---施工前



 生態關注圖---施工後



計畫區內歷季土地利用面積、面積比例及變遷差異

土地利用類型

施工前(108/01) 施工中(108/08) 完工階段(110/2)
變遷差異

(施工前－完工階段)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河流 0.005 0.2 0.005 0.2

0.005 0.2

- -

草生地 2.79 99.3 0.9 32.01

2.505 89.14

-0.285 -10.16

裸露地 - - - -

0.08 2.84

0.08 2.84

人工建物 0.015 0.5 1.905 67.79

0.22 7.82

0.205 7.32

加總 2.81 100 1.15 100 1.15 100 - -



 生態保育對策

 目前屬於完工階段，計畫範圍先前的裸露地有恢復成為草生地，周
邊仍有部分為裸露地，後續可待自然消長恢復草生植被，以提高植
被自然度，亦可供為水鳥及其他生物棲息或躲藏之環境。

 本次調查(110/2) 發現，於基地內計畫範圍中裸露地有逐漸恢復成
為草生地之現象。施工過程並無影響至工程周邊造林地及水域草生
地區域。基地內外均無發現新闢工程道路等情形，符合前期規劃之
保育原則。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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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田寮圳 填表人 苗栗縣政府 

工程名稱 
苗栗污水下水道系統(苗栗市段)田寮圳 

水質現地處理設施 
設計單位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10/06/17 

工程期程 108 年~109 年 監造廠商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苗栗縣政府 施工廠商 宏國營造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仟元） 
120,000 仟元(預估) 

基地位置 行政區：苗栗縣苗栗市；TWD97 座標  X： 2276599   Y： 2707989   

工程目的 保障社區居民健康及社區生態景觀，保護水資源生態體系，相關生活污水納入苗栗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完善生活機能、友善環境。 

工程概要 苗栗農工舊校區基地設置礫間水質淨化處理場地，經由自然淨化(礫間處理)讓污水變淨水，展現綠化成果發揮環保效益。 

預期效益 

1. 作為縣府改善田寮圳河岸環境於鄰近地點設置田寮圳水質現地處理， 

2. 達到淨化水質及環境教育的功能，加強綠廊串聯及提供親水環境。 

3. 提供該社區居民休憩及遊客一處生態教育體驗場所，以供各界觀摩學習。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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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迴避生態敏感區、縮小工程量體、減輕工程對環境衝擊、施工後儘速恢復原有棲地樣貌。(詳附件)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與苗栗農工師生開會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民眾說明會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相關圖面公開上網進行預覽及公告發包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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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參與生態相關研討會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田寮河二期水環境改善規劃設計計畫 設計單位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8~109 監造廠商 - 

主辦機關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營造廠商 - 

基地位置 旺牛橋起往上游至迴船池。 
工程預算/

經費（元） 
6,000,000 元 

工程目的 改善旺牛橋至上游迴船池之水質，營造優質水環境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1. 旺牛橋處設置倒伏堰 

2. 營造旺牛橋~上游迴船池水岸景觀 

預期效益 改善迴船池至旺牛橋水質，營造優質都市藍帶，提升居住環境。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1.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  ■一般區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

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  □否 

生態環境及議

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詳見本計畫 2.2 節。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詳見本計畫 2.2 節。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

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

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旭川河沉砂池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8~109 監造廠商 - 

主辦機關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營造廠商 - 

基地位置 旭川河沉砂池及上游兩岸入流管涵 
工程預算/

經費（元） 
50,000,000 元 

工程目的 改善旭川河水質，營造優質都市藍帶環境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1. 旭川河上游兩岸入流管涵污水截流 

2. 旭川河沉砂池活化，進行環境景觀改善營造。 

預期效益 
1. 改善河川水質，營造優質都市藍帶環境。 

2. 活化都市閒置空間，打造更加清新與舒適的生活環境。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1.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與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組成跨領域工作團隊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生態調查詳報告附件七。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旭川沉砂池有大樹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相關生態保育對策已納入考量，規劃將旭川沉砂池大

樹移植(擬編列樹木移植及樹醫生費用)且規劃配合景觀

進行植栽。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已拜訪工程範圍之里長且召開地方說明會(共 4 場)

並配合水環境顧問團(包含基隆市野鳥協會等生態背景

顧問)之會議進行意見整合溝通。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已配合水環境顧問團，將工程規劃資訊公開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與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組成跨領域工作團隊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相關生態保育對策已納入考量，其中涉及樹木移植部

分已編列相關費用(移植及樹醫生)且未來將配合景觀進

行植栽。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細部設計成果核定後，配合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將資訊

公開。 

   □否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西定河水環境改善規劃設計計畫 設計單位 - 

工程期程 108~109 監造廠商 - 

主辦機關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營造廠商 - 

基地位置 
西定河上游台鐵舊宿舍用地、中游軍備局

及麵粉廠用地 

工程預算/

經費（元） 
20,000,000 元 

工程目的 改善西定河，營造優質都市藍帶環境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1. 西定河上游台鐵舊宿舍用地設置地下化水質改善現地處理設施。 

2. 西定河中游軍備局及麵粉廠用地設置地下化水質改善現地處理設施。 

3. 地表及河岸景觀營造。 

預期效益 
1. 改善河川水質，營造優質都市藍帶環境。 

2. 增加沿岸綠地空間，打造更加清新與舒適的生活環境。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1.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  ■一般區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水系  □否 

生態環境及議

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詳見本計畫 2.2 節。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詳見本計畫 2.2 節。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

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

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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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西湖溪 填表人 苗栗縣政府 

工程名稱 西湖溪整體環境營造計畫 設計單位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06/11/15 

工程期程 106 年~108 年 監造廠商 建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苗栗縣政府 施工廠商 嘉鑫營造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規劃構想說明 

 

工程預算/經費 

（仟元） 

 
232,100 仟元 

本 
資 
料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基地位置 
行政區：苗栗縣銅鑼鄉；TWD97 座標 X： 2276599 Y： 2707989   
 

行政區：苗栗縣後龍鎮；TWD97 座標 X： 224338  Y： 2721936   
 

工程目的 
1、     苗栗縣政府近年欲發展西湖溪谷地客家村落方文化產業，傳承客家傳統文恣、藉以建置完善自行車道，吸引民眾至此從事自行車休閒運動，以帶動地方觀光發展，瞭解當地 

客家村落文化。 

2、     西湖溪高灘地整治工程計畫以西湖溪高灘地整治為主軸，並研擬周邊生態與人文空間活化行動，延伸高灘地運用與自然元素，促進當地產業發展之目標。 

工程概要 
 

銅鑼段:環境營造、交通改善、植栽養護河道整理水質淨化橋梁改建；後龍段:土木基礎工程、景觀營造及附屬工程。 

預期效益 
本區域屬縣府發展觀光重點區域，近年發展西湖溪谷地客家村落文化產業，傳承客家傳統文化，配合完善自行車道，吸引民眾至此從事休閒運動，以帶動地方觀光發展，瞭解當 地

客家村落文化，並透過親水及生態保育，增加民眾與水的接觸也可讓民眾更加了解生物多樣性。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

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

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 注 物 種 

及 重 要 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石虎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西湖溪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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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環 境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及議題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生態保育  

調查評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對策 

析、生態保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育方案 ■是：迴避生態敏感區、縮小工程量體、減輕工程對環境衝擊、施工後儘速恢復原有棲地樣貌。(詳附件) □否：   

四、 民

眾參與 

地 方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參與生態相關研討會 

五、 計 畫 資 訊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資訊公開 公開 ■是： 民眾說明會 □否：   
 
 
 
調查設 

一、 專

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

計成果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計階段 

三、 設 計 資 訊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資訊公開 公開 ■是： 相關圖面公開上網進行預覽及公告發包 □否：   
 
 
 
 
施工階 

一、 專

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段 

施 工 計 畫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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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態 保 育 

品 質 管 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 工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參與生態相關研討會 

 
四、 生

態覆核 

完 工 後 生  
態 資 料 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 工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 態 檢 核  

資 料 建 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 估 資 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https://watermiaoli.wixsite.com/plus  □否：   

 



 
 

田寮圳水質現地處理設施 
工程設施照片黏貼表(佐證資料) 

 

工工程程設設施施周周遭遭綠綠帶帶水水岸岸  

 

工工程程設設施施完完工工上上部部空空間間回回復復為為綠綠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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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旱溪水環境改善計畫-臺中市旱溪排水水質現地處理設施 水系名稱 旱溪排水 填表人 陳坤元 

工程名稱 臺中市旱溪排水水質現地處理設施工程 設計單位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記錄日期 110/06/28 

工程期程 110 年 6 月 28 日完工 監造廠商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 施工廠商 實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140,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_台中市_ 大里區__ 

TWD97 座標  座標 X: 216589 Y: 2667767 至 X: 216596 Y: 2667127 

工程目的 
改善旱溪水質，使旱溪排水水環境營造範圍，成功延伸至中投公路範圍，提供更優質水域空間，完整推動水質淨化與水岸景觀活化工作，並提高居民生

活品質。 

工程概要 旱溪排水污染整治規劃、污水截流工程、水環境景觀營造工程。 

預期效益 
水質淨化系統處理水量為 10,000 CMD，延續上游水質淨化工程，期以大幅減少旱溪排水大明路至中投公路段間之污染量，進而提升整體旱溪排水生命

力，創造優質都市藍帶環境。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弘益生態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旱溪排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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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1. 計畫區及及其周圍主要土地利用為人造建築、公園綠地、道路及草生地，預計施工範圍兩側多為人工栽植行道樹及草生地，行道

樹種類如臺灣欒樹、印度紫檀及榕等，均位於河堤及防汛道路旁，目前計畫區及其周邊內尚有「臺中市綠川現地水質處理設施工程」

及「旱溪排水水環境及區域鄰近區域設施改善工程第二標」等兩項工程整在進行，因此範圍內人為擾動頻繁，僅於草生地草桿及樹木

枝條記錄零星斑文鳥、珠頸斑鳩及綠繡眼等鳥類活動。目前治理區記錄有 4 種 131 株喬木，其中南區共記錄 101 株，北區共記錄 30

株，兩區塊樹種組成包括臺灣欒樹 125 株、食茱萸 4 株、印度紫檀 1 株及榕 1 株，屬於人為栽植之公園綠化植栽，區內有部分樹種遭

現有工程移除，現階段治理區內樹木生長狀況極為不良。地被植物以大花咸豐草為主要優勢種，且伴生掃帚菊、葎草、牛筋草、光果

龍葵、野莧菜及小花蔓澤蘭等，以外來入侵植物佔有優勢。 

2. 治理區周邊以人工建物、道路及公園綠地為主，分布零星大樹和次生林樹群，記錄有白尾八哥、家八哥、野鴿、大卷尾、麻雀、

家燕、綠繡眼、白頭翁、紅鳩、珠頸斑鳩、小白鷺、夜鷺及紅冠水雞等，均為低海拔常見鳥類，整體環境屬人為干擾大、生態敏感度

較低之環境。 

3. 鄰近水域生態環境，現地水質屬於中度汙染，水體呈現綠色，且有異味，水流型態為淺瀨及淺流，底質多為礫石及卵石，溪流內

可見口孵非鯽雜交魚及豹紋翼甲鯰等外來種魚類。河道內兩側多生長大花咸豐草、風車草、長柄菊、巴拉草、銀合歡、田菁、牛筋草、

孟仁草、大黍及小花蔓澤蘭等，河道內有布袋蓮及大萍等生長。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1. 治理區周邊 3 株胸徑超過 20 公分之大樹以及 4 處樹群。 

2. 治理區內 131 株喬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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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對

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1. 工程施作產生之土方、工程車輛進出皆會造成揚塵飄散，導致鄰近植株葉表面遭揚塵覆蓋，影響林木正常生理作用。應定時對施

工道路及車輛進行灑水降低揚塵量，避免林木葉表面遭揚塵覆蓋。工程土方堆置於治理區內並以帆布覆蓋，運送土方選擇具有車斗之

車輛，減輕揚塵對周圍環境之影響。 

2. 工程機具造成之震動及噪音對鄰近野生動物有暫時性驅趕作用，影響野生動物活動。應使用低噪音機具及工法，降低施工噪音及

震動對野生動物之影響。 

3. 施工或民生產生之廢棄物，易造成野生動物誤食或受害。施工期間產生之工程及民生廢棄物集中或加蓋處理，並帶離現場，避免

誤傷野生動物，或遭誤食。 

4. 河道內水域棲地，可能因工程造成水質混濁或底質遭擾動，改變原有棲地型態。應設置擋排水或沉砂池等設施，避免廢水或廢土

流入水域環境及擾動河道底質。 

5. 治理區周邊可見 3 株保全大樹，分別為榕樹、樟樹及山黃麻各 1 株，胸徑均大於 20 公分，工程機具進出可能傷及樹木枝幹及影響

樹木生長。應予以標示或用警示帶圍起，避免工程大型工程機具(卡車、挖土機)進出傷及樹幹及枝條。 

6. 治理區周邊 4 處保全樹群，為野生動物躲藏、棲息之空間，施工行為干擾或工程圍籬設置，可能影響動物棲息及覓食。工程施作

期間應避免施工人員及機具干擾，若周邊設置圍籬等設施，應避開樹群位置。 

7. 治理區內記錄有 4 種 131 株喬木，樹種組成包括臺灣欒樹 125 株、食茱萸 4 株、印度紫檀 1 株及榕 1 株，工程施作可能移除或傷

及治理區內原有栽植之樹木。區內樹木可提供現地鳥類停棲及覓食之場域，亦可提供小型動物避難之空間，未來工程如持續進行，現

地所栽植之樹木建議保留，並避免機具及人員傷及樹木枝幹；若無法保留則依相關規定辦理移植作業。 

☐否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1. [迴避]治理區周邊可見 3 株大樹，應予以標示或用警示帶圍起，避免工程大型工程機具(卡車、挖土機)進出傷及樹幹及枝條。 

2. [減輕]治理區內樹木可提供現地鳥類停棲及覓食之場域，亦可提供小型動物避難之空間，未來工程如持續進行，現地所栽植之樹

木建議保留，並避免機具及人員傷及樹木枝幹；若無法保留則依相關規定辦理移植作業。 

3. [迴避]治理區周邊 4 處樹群，工程施作期間應避免施工人員及機具干擾，若周邊設置圍籬等設施，應避開樹群位置。 

4. [減輕]設置擋排水或沉沙池等設施，避免廢水或廢土流入水域環境及擾動河道底質。 

5. [減輕]妥善安排工程施作時間，避免晨昏時段野生動物活動旺盛期間施工，應於早上 8 時後及下午 17 時前施工為宜。 

6. [減輕]使用低噪音機具及工法，降低施工噪音及震動對野生動物之影響。  

7. [減輕]施工期間產生之工程及民生廢棄物集中或加蓋處理，並帶離現場。 

8. [減輕]定時對施工道路及車輛進行灑水降低揚塵量，避免林木葉表面遭揚塵覆蓋。 

9.  [減輕]工程土方堆置於治理區內並以帆布覆蓋，運送土方選擇具有車斗之車輛，減輕揚塵對周圍環境之影響。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已於 108 年 10 月 8 日召開民眾說明會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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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已於 108 年 10 月 8 日辦理地方說明會，向在地居民、NGO 組織及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說明工程計畫內容，俾利各方人員瞭解本

案之設計方向。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羽林生態股份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相關告示牌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尚未進入維護管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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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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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旱溪排水水環境及鄰近區域設施改善

(第一標) 
設計單位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7年12月28日~109年8月9日 監造廠商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豐佑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臺中市(縣)大里區(鄉、鎮、市)______

里(村)______鄰 
TWD97座標 X：217389 Y：2668069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新台幣84,550(千元) 

工程目的 

將河段區分為生態淨化、水岸休閒及滯洪保護等三個功能分區，創造兩側河岸

不規則帶狀的休憩綠美化空間，並融入自然生態及社區參與概念，營造河道周

邊多功能環境，提升區域排水路的美感與生命力，拓展民眾休憩空間並兼具防

洪安全、環境美化、休憩以及生態教育的多元機能。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滯洪公園、自行車道、休憩平台、活動廣場及人工濕地等。 

 

 

 

預期效益 

主要為環境營造、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及滯洪保護回饋，整治後河段適合民眾

於岸邊散步、垂釣，並可舉辦相關休憩親水活動。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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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計畫範圍內8株胸徑達30公分以上之樹木，分別為3

株垂柳及5株水柳；人工濕地內2處人為栽植之臺灣萍蓬

草。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河道右岸人工濕地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計畫範圍內多屬人工建物、人為植栽及草生地，其

間包含生長狀況良好之大胸徑樹木，為野生動物長年以來

棲息繁衍之環境，以及民眾休憩、聚會之地點，基於生態

及民眾地方情感考量，於工程規劃上保留大樹；水域棲地

環境穩定，已有生物棲息利用，避免過度擾動河道底質及

避免河水斷流，整體以維持原有狀態為考量。針對以上棲

地環境採取以下生態友善對策； 

[迴避]針對欲保留樹木之周圍，劃設緩衝區域，以黃色警

示帶圈圍，避免施工車輛及機具入內，夯實土壤，影響林

木生長。 

[減輕]施工應使用既有道路做為施工便道，不另行開闢施

工便道，減少對水陸域棲地干擾。 

[減輕]進行河道內施工時，避免過度擾動河道底質，河道

中之礫石(礫徑20cm 以上)需進行保留，不可作為工程構造

物材料。 

[減輕]設置沉沙池及淨水池，避免影響水質及控制溪水濁

度，另防止河水斷流，可進行導流或引流，維持河道內常

流水狀態。 

[減輕]既有人工濕地內布袋蓮(入侵種)生長旺盛，清除入

侵種，減少水域棲地干擾。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4.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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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5.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6.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7.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8.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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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本案無辦理維護階段生態檢核)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一、 工程名稱：旱溪排水水環境及鄰近區域設施改善工程(水利園區) 

二、 簡介 

 

 



 
 

三、 生態檢核(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理) 

(一) 生態關注區位圖 

(二) 生態議題分析 

(三) 生態保育措施 

項目 擬定生態保護計畫方案 擬用生態友善措施 

陸域環境 
保留樹木與樹島 

[減輕]以原地保留為原則，倘若需移植處理，應選

擇樹木合適移植季節進行，於工程進行前確實執

行移植作業。 

預留樹木基部生長與 
透氣透水空間 

[迴避]工程進行前，應於保留樹木預留緩衝空間，

避免誤傷樹木，且使樹木有足夠生長空間。 

水域環境 
保留石質底質棲地 [減輕]施工過程避免工程機械進入河道內破壞溪

流棲地。 

人工水域棲地營造 [減輕]水利園區內生態池整治以清淤及移除外來

種為主要目標，避免影響原有水域棲地。 

 
 
 
 
 
 



(四) 生態保全對象及施工擾動範圍 

 
 

(五) 位置圖 

如上圖。 

  



(六) 生態檢核資料 

 

 



 
 

  



(七) 異常狀況處理計畫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1. 異常狀況處理計畫 

 
 

  



2.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3. 異常事件處置概況 

無。 

  



四、 工程資訊：包含項目如下： 

工程

基本

資料 

1. 工程位置座標 
地點：臺中市大里區 
TWD97 座標 X: 216569 Y: 2667765 

2. 主要工項 
橋梁工程(2 座人行橋)、植栽工程、照明工

程、噴灌工程 

3. 核定金額 
70,760,000 元(行政院環保署補助 49,532,000
元) 

4. 預算金額 70,760,000 元 
5. 決標金額 67,200,000 元 
6. 施工廠商 蓬進營造有限公司  
7. 開工日期 107.12.16 
8. 完工日期  

9. 異常事件處置概況 

1999 通報魚群暴斃，經查工區範圍內魚群死

因主要為梅雨氣候造成工區內水位湧漲，待

雨停後水位迅速下降並伴隨艷陽天造成溪中

部分魚群受困草堆擱淺死亡，無其他生態危

害因素，非為本工程施工造成。 
由承包商派員及施工機具將死亡魚群撈起後

交由清潔隊後續處裡 
10. 生態保育措施執行情形 執行情形-符合預期 

11. 施工前後照片  
施工前 

 
施工中 

 
 



五、 民眾參與之舉辦訊息、會議紀錄(照片)、現勘紀錄(照片)、回應情形 

1070601 地方說明會 1070615 地方說明會 

1070817 階梯現場會勘 1070817 階梯現場會勘 
 

六、 計畫成果(照片、影片) 

 
 

  



七、 相關新聞：提供新聞連結或新聞、臉書截圖 

新聞連結： 

(一) 串連台中大里、南區 將蓋跨旱溪景觀橋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350147) 

(二) 打造旱溪景觀雲橋.彩橋下月動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122002842-260405?chdtv) 

(三) 「大康橋計畫」啟動 蘇貞昌：讓旱溪從淹水變親水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843040) 

(四) 何欣純視察旱溪改善工程 盼展現再別康橋美景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1911130333.aspx)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月眉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月眉排水 填表人 曾晨翔

工程名稱 月眉排水第三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克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09.7.27

工程期程 107 年 1 月 10 日至 108 年 9 月 25 日 監造廠商 克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宜蘭縣政府 施工廠商 合毅營造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詳見附件一願景圖)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28,5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宜蘭縣  羅東鎮  新群里        ；      TWD97 座標  X：328115.55  Y：2729996.82

工程目的 改善月眉排水渠道環境

工程概要 護岸整建修護及水環境營造長度共計 1200 公尺步道、景觀護欄、街道照明、植栽及夜市地區水質改善設備等

預期效益 改善月眉排水郊區段景觀及夜市段水質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詳見附件四)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詳見附件二套疊生態敏感區圖)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

海岸保護區…等。)

關 注 物 種

及 重 要 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詳見附件五附表-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詳見附件五附表-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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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月眉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月眉排水 填表人 曾晨翔

生 態 環 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詳見附件二套疊生態敏感區圖)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詳見附件五附表-6.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否：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

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本計畫建議採用減輕之保育策略，工程施作期間，地表開挖或土方處置，皆須採取適當防護及水保措施，以免土壤被雨水沖刷

進入下游河川等承受水體，污染水域生態環境。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

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 畫 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已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召開地方說明會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 態 保 育

措施 及 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詳見如附件三附表)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 計 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https://wres.e-land.gov.tw/Content_List.aspx?n=489756AA60839C6D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 工 計 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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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月眉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月眉排水 填表人 曾晨翔

生 態 保 育

品質 管 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詳見如附件六)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 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 資 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詳見如附件七)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 工 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https://wres.e-land.gov.tw/Content_List.aspx?n=489756AA60839C6D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 態 檢 核

資 料 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 估 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https://wres.e-land.gov.tw/Content_List.aspx?n=489756AA60839C6D             □否：                                              

3

https://wres.e-land.gov.tw/Content_List.aspx?n=489756AA60839C6D
https://wres.e-land.gov.tw/Content_List.aspx?n=489756AA60839C6D


附件一

工程計畫索引圖(願景圖)

計畫內容概述 規劃願景圖

月眉排水係早期為提供羅東市區民眾生活

所需，特闢建月眉排水流經羅東市區南

側，沿線有鎮公所、羅東夜市、市場等，

屬較早期開發區帶。與一般舊市區相似，

設施老舊、街道狹窄、水路污染嚴重及環

境雜亂等，亦是月眉排水沿線環境現況。

藉由水路環境改善，帶動沿線舊市區活

化，向為地方所期待。本案藉由排水路環

境營造工程，改善沿線親水環境。並實現

以下環境營造願景與目標：

1.串聯：沿著流水，從公園漫步到車站

2.通學綠廊：放心地讓孩子騎腳踏車上

學

3. 生態：小魚、小蝦和水草都回來了

4. 人文：創造舊聚落歷史意象

5.再生：古圳之再生與串接



附件二

工程範圍套疊生態敏感區圖：



附件三

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工程設計資料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曾晨翔

(水利資源處/技士)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6 月 4 日

設計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

主辦機關

曾晨翔 水利資源處/技
士

水利工程 工程設計主辦

設計單位

/廠商

潘信楨 克力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水利工程

土木工程

專任技師

邱金源 克力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水利工程

土木工程

專案經理

提供工程設計圖(平面配置 CAD檔)給生態團隊

設計階段 查核 提供日期

基本設計 是 ■ / 否 □ 107.9.14

細部設計 是 □ / 否 □

設計定稿 是 □ / 否 □



附件四

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民國 107 年 5 月 2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6 月 4 日

紀錄人員 黃志偉 勘查地點 月眉排水第三期工程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黃志偉 國立宜蘭大學園藝系/助理教授 棲地環境評估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工程範圍鄰近人類棲息活動頻繁之地區，故人工干擾

程度頻繁，目前起端主觀目測水質不佳濁度稍高，其

他段落有些異味，水裡有魚(吳郭魚)，整體水環境不

佳，尤其斜坡岸卵石水泥可能封死，植被甚稀疏，以

大花咸豐草、掃帚菊及禾本科雜草零星分布，缺乏棲地

品質與自淨(self-purification)機會。水體混濁，水域環境

單一。發現之水域物種多為外來物種，無發現需特別保

育之物種。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附件五

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月眉排

水第三

期水環

境改善

計畫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6 月 4 日

評析報告

是否完成

下列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

區域圖、□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 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學歷 專

業

資

歷

專長 負責

工作

國立宜蘭

大學園藝

系/助理

教授

黃志偉

英國諾

丁漢大

學草坪

生態生

理博士

30 造園、永續景觀理論與實務、景

觀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景觀生

態、自然環境資源經營與規劃、

鄉村遊憩與景觀資源、草坪、觀

賞植物栽培應用、園藝學

棲地

環境

評估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無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範圍鄰近人類棲息活動頻繁之地區，故人工干擾程度頻繁，目前起

端主觀目測水質不佳濁度稍高，其他段落有些異味，

水裡有魚(吳郭魚)，整體水環境不佳，尤其斜坡岸卵石水泥可能封死，植

被甚稀疏，以大花咸豐草、掃帚菊及禾本科雜草零星分布

，缺乏棲地品質與自淨(self-purification)機會。水體混濁，水域環境單一。

發現之水域物種多為外來物種，無發現需特別保育之物種。

4.棲地影像紀錄：(拍攝日期:2018/5/2)



    
目前起端主觀目測水質不佳濁度稍高，其他段落有些異味，水裡有魚(吳
郭魚)，整體水環境不佳，尤其斜坡岸卵石水泥可能封死

，植被甚稀疏，以大花咸豐草、掃帚菊及禾本科雜草零星分布，缺乏棲地

品質與自淨(self-purification)機會。

固床工並未特別營造不同水棲地，少數水生植物，屬於外來種，如大萍、

布袋蓮

與社區緊鄰段落異味較重，可能優養化原因，此段的水岸(尤其在水閘門

附近)濱水植被特別茂盛，但只是常見禾本科雜草。



月眉排水溝兩側，現植扶桑花，大花咸豐草十分普遍。

與社區緊鄰段落優養化嚴重，可能與周邊農田施肥相關。

有棄置建築廢磚石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工程範圍內多為農耕地及建物







6.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本計畫建議採用減輕之保育策略，工程施作期間，地表開挖或土方處

置，皆須採取適當防護及水保措施，以免土壤被雨水沖刷進入下游河川

等承受水體，污染水域生態環境。亦應注意物料之堆置作業及垃圾之處

理，勿使廢棄物、漫地流或污水滲出或遺置場外，造成區外之污染。工程

期間也應將廢棄物妥善處理並疏導或隔離河道，使工程施作不影響河川

自然行水，這可將衝擊降至最低。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工程範圍內均無發現任何應予保全之對象。



附件七 

月眉排水第三期水道環境改善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附件七

月眉排水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施工前)

基本資
料

紀錄日期 107年 5 月 2日 填表人 吳嘉盈

水系名稱 月眉排水 行政區 宜蘭縣羅東鎮新群里

工程名稱 月眉排水第三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調查樣區
改善月眉排水羅東郊區渠段

(十六份排水~月眉抽水站)
位置座標（TW97） X：328115.55  Y：2729996.82

工程概述 護岸整建修護及水環境營造長度共計1200公尺步道、景觀護欄、街道照明、植栽及夜市地區水質改善設備等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

性

(A)水域型

態多樣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1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   

評分標準：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水域型

態多樣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C)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0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評分標準：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

過渡帶

及底質

特性

(D)水陸域

過度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5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3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1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0分 3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11 漿砌石喬木＋草花＋藤：3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動的困難

(E)溪濱廊

道連續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 6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分

■大於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1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 緩坡化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底質多

樣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面積比例小於 25%：10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6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3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1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1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

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 (上、下

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特

性

(G) 水生動

物豐多度

原生

or

外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分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H) 水域生

產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分

□水呈現黃色：6分

■水呈現綠色：3分

□水呈現其他色：1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分

3

■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A+B+C=     7       

(總分30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D+E+F=     5       

(總分30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G+H =     4       

(總分20分)

總和=     16       

(總分80 分)



月眉排水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完工後)

基本資
料

紀錄日期 109年 7月 8日 填表人 吳嘉盈

水系名稱 月眉排水 行政區 宜蘭縣羅東鎮新群里

工程名稱 月眉排水第三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營運管理階段

調查樣區
改善月眉排水羅東郊區渠段

(十六份排水~月眉抽水站)
位置座標（TW97） X：328115.55  Y：2729996.82

工程概述 護岸整建修護及水環境營造長度共計1200公尺步道、景觀護欄、街道照明、植栽及夜市地區水質改善設備等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水的特

性

(A)水域型

態多樣性

Q：您看到幾種水域型態? (可複選)

□淺流、□淺瀨、□深流、■深潭、■岸邊緩流、□其他

3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避免施作大量硬體設施

□增加水流自然擺盪之機會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避免全斷面流速過快
□增加棲地水深
□其他   

評分標準：
□水域型態出現 4 種以上：10 分
□水域型態出現 3 種：6 分
■水域型態出現 2 種：3 分
□水域型態出現 1 種：1 分
□同上，且水道受人工建造物限制，水流無自然擺盪之機會：0 分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

(B)水域型

態多樣性

Q：您看到水域廊道狀態(沿著水流方向的水流連續性)為何?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狀態：6 分

□受工程影響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河道型態未達穩定狀態：3 分

□廊道受工程影響連續性遭阻斷，造成上下游生物遷徙及物質傳輸困難：1 分

□同上，且橫向結構物造成水量減少(如伏流)：0 分

6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或規模

□維持水路蜿蜒

■其他維持浮島植栽及濱水植生

生態意義：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的通行無阻

(C)水質 Q：您看到聞到的水是否異常?

(異常的水質指標如下，可複選)

□濁度太高、□味道有異味、□優養情形(水表有浮藻類)

6 □維持水量充足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調整設計，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評分標準：

□皆無異常，河道具曝氣作用之跌水：10 分

■水質指標皆無異常，河道流速緩慢且坡降平緩：6 分

□水質指標有任一項出現異常：3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1 分

□水質指標有超過一項以上出現異常，且表面有浮油及垃圾等：0 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質狀況可否讓一般水域生物生存

水陸域

過渡帶

及底質

特性

(D)水陸域

過度帶

Q：您看到的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佔總面積的比率有多少?

評分標準：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5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介於 25%-75%：3分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裸露面積比率大於 75%：1分

□在目標河段內，完全裸露，沒有水流：0分 3

□增加低水流路施設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減少外來種植物數量

□維持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流量洪枯狀態的空間變化，在水路的水路域交界的過渡帶特性

註：裸露面積為總面積(目標河段)扣除水與植物的範圍

Q：您看到控制水路的兩側是由什麼結構物跟植物所組成？

11 漿砌石喬木＋草花＋藤：3分

生態意義：檢視水路內及水路邊界的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蟹類、爬蟲類、兩生類移動的困難

(E)溪濱廊

道連續性

Q：您看到的溪濱廊道自然程度？

(垂直水流方向)

評分標準：

□仍維持自然狀態：10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 6分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30%~60%廊道連接性遭阻斷：3分

□大於60%之濱岸連接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1分

□同上，且為人工構造物表面很光滑：0

3

□標示重要保全對象(大樹或完整植被帶等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中的專題或專業調查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增加植生種類與密度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 緩坡化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蟹類、兩棲類、爬蟲類等可否在水域與陸域間通行無阻

(F)底質多

樣性

Q：您看到的河段內河床底質為何?

□漂石、□圓石、□卵石、■礫石等

評分標準：被細沉積砂土覆蓋之面積比例

□面積比例小於 25%：10分

■面積比例介於 25%~50%：6分

□面積比例介於 50%~75%：3分

□面積比例大於 75%：1分

□同上，且有廢棄物或水道底部有不透水面積，面積>1/5 水道底面積：0 分

6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以維持底質適度變動與更新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

水區外的土砂材料等)

□增加渠道底面透水面積比率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及被細沉積砂土覆蓋與渠底不透水之面積比例

註：底質分布與水利篩選有關，本項除單一樣站的評估外，建議搭配區排整體系統 (上、下

游)底質多樣性評估



類別 評估因子勾選 評分 未來可採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

生態特

性

(G) 水生動

物豐多度

原生

or

外來

Q：您看到或聽到哪些種類的生物? (可複選)

□水棲昆蟲、□螺貝類、□蝦蟹類、■魚類、□兩棲類、□爬蟲類評分標準：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且皆為原生種：7分

□生物種類出現三類以上，但少部分為外來種：4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二至三類，部分為外來種：1分

□生物種類僅出現一類或都沒有出現：0 分

□指標生物：台灣石鮒 或 田蚌 ：上述分數再+3分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移地保育(需確認目標物種)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現況河川區排生態系統狀況

(H) 水域生

產者

Q：您看到的水是什麼顏色?

評分標準：

□水呈現藍色且透明度高：10分

□水呈現黃色：6分

■水呈現綠色：3分

□水呈現其他色：1分

□水呈現其他色且透明度低：0分

3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調整設計，增加水深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檢視區域內各事業放流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建議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水質調查監測

□其他 

生態意義：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生產者)的含量及種類

綜合

評價

水的特性項總分=A+B+C=     12       

(總分30分)

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項總分= D+E+F=     12       

(總分30分)

生態特性項總分=G+H =     4       

(總分20分)

總和=     28       

(總分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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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境改善工

程 
設計單位 

以樂工程顧問顧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9/01~110/07 監造廠商 以樂工程顧問顧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 

TWD97座標 X：208717.807 

Y：2675132.61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2,63,847 

工程目的 

東大溪位於東海大學旁，由於上游源頭靠近東海夜市商圈，其餐飲廢水與龍井

區新東里生活污水皆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東大溪，嚴重污染的水質、雜草叢生的

河溝及汽機車路邊停放的凌亂景象，都危害著周遭生活及生態環境，為改善現

況，讓在地環境趨於舒適美好，更促進生態環境的多樣發展，爰辦理本工程。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_________  

工程概要 

以水質改善為核心，建設水質淨化礫間處理設施，將上游廢污水進行全量截流

淨化，同時透過整體整合規劃，優化水環境，並在確保防洪安全前提下，結合

水域環境營造，栽植大量植栽、改善生態環境、鋪設環狀步道、設置小型微水

力發電設施，並裝修「東大溪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營造水與綠的樂活空

間，提供校內師生及到訪民眾親水、親綠的友善環境。  

預期效益 

透過水質改善設施，將水質污染程度自嚴重污染降為接近輕度污染，同時結合

礫間淨化觀察窗、微水利發電設施、生態復育作為等成果，讓環境教育工作持

續播種進而茁壯，朝向永續優化溪流生態環境及宣導環保觀念之目標邁進，達

成「環教融合」之目標，更將水利建設從水安全、水環境昇華至「水文化」層

次。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 ■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

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 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鳳頭蒼鷹(II)、台灣八哥(II)  □否 

2. 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東海大學校園大面積樹林             □否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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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迴避：迴避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周邊國定古蹟區。 

迴避：迴避東海大學大面積樹林區。 

迴避：迴避東大溪沿線大樹與關鍵灌叢。 

縮小：設計工程工區僅侷限在既有人工建物或溪流沖蝕崩

塌區及乳品小棧遊客活動區。 

減輕：結合東海大學校園景觀，於工程量體種植適合之原

生樹種及設計工程外觀與東海大學校園景觀一致，

減輕視覺景觀的差異。 

其他：改本計畫生態檢核採用「計畫型生態檢核」納入綠

網及生態系統服務概念，採用多項友善措施積極改

善劣化棲地。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編列設計階段生態調查、生態檢核費用；編列施工

階段生態監測及擬定完工後保育計畫經費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由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及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組成跨領域工作團隊)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調查水域生態、陸域動物及植物)    □否 

2. 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

象? 

■是(生態議題包含水域環境汙染、棲地切割、外來種等；

生態保全對象包含兩株大樟樹等)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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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迴避：迴避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周邊國定古蹟區。 

迴避：迴避東海大學大面積樹林區。 

迴避：迴避東大溪沿線大樹與關鍵灌叢。 

迴避：原地保留2株胸徑60公分以上的大樟樹。 

縮小：縮小設計工程工區，僅侷限在既有人工建物或溪流

沖蝕崩塌區，以及乳品小棧遊客活動區。 

減輕：結合東海大學校園景觀，於工程量體種植適合之原

生樹種及設計工程外觀與東海大學校園景觀一致，

減輕視覺景觀的差異。 

減輕：礫間淨化廠區之樟樹及楓香等胸徑大於30公分之樹

木，移植至中央水圳下游與東大溪匯流之濱溪區

域，提供下游棲地復育區更完整的森林結構。 

補償：移植5株鐵刀木至合適地點。 

補償：移除臨東大溪步道10 m 內95株相思樹及1株木麻

黃，補植160株原生喬木。 

補償：臨東大溪步道既有相思林下補植360株耐陰性原生

喬木小樹。 

綠網及生態系服務對策： 

1. 改善水質，提供優化水域生態環境。 

2. 改善固床工結構物，營造淺瀨、緩流、深潭等水域生物

棲地。 

3. 營造流動水環境，減少斑腿樹蛙與白線斑蚊等有害生物

之繁殖棲地。 

4. 移除銀合歡等強勢外來植物，補植原生濱溪喬木與灌

木。 

5. 營造水域藍帶，連結五座樹林，建構連續性綠網棲地。 

6. 於樹林區設置巢箱、蝙蝠箱，供領角鴞等鳥類及蝙蝠棲

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舉辦工作坊、說明會)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1. 工程相關資訊(工程內容、民眾參與紀錄等)發布於東

海大學校方網頁之「東大溪亮起來」專頁： 

http://epo.thu.edu.tw/web/page/page.php?scid=31&sid=

69 

2. 工作坊、訪問等民眾參與活動紀錄片發布於網路：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u8APAZUXvKf

G4tXtpBsjQ 

  □否 

http://epo.thu.edu.tw/web/page/page.php?scid=31&sid=69
http://epo.thu.edu.tw/web/page/page.php?scid=31&sid=69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u8APAZUXvKfG4tXtpBsj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u8APAZUXvKfG4tXtpBs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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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由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及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組成跨領域工作團隊)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迴避：迴避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周邊國定古蹟區。 

迴避：迴避東海大學大面積樹林區。 

迴避：迴避東大溪沿線大樹與關鍵灌叢。 

迴避：原地保留2株胸徑60公分以上的大樟樹。 

縮小：縮小設計工程工區，僅侷限在既有人工建物或溪流

沖蝕崩塌區，以及乳品小棧遊客活動區。 

減輕：結合東海大學校園景觀，於工程量體種植適合之原

生樹種及設計工程外觀與東海大學校園景觀一致，

減輕視覺景觀的差異。 

減輕：礫間淨化廠區之樟樹及楓香等胸徑大於30公分之樹

木，移植至中央水圳下游與東大溪匯流之濱溪區

域，提供下游棲地復育區更完整的森林結構。 

補償：移植5株鐵刀木至合適地點。 

補償：移除臨東大溪步道10 m 內95株相思樹及1株木麻

黃，補植160株原生喬木。 

補償：臨東大溪步道既有相思林下補植360株耐陰性原生

喬木小樹。 

綠網及生態系服務對策： 

7. 改善水質，提供優化水域生態環境。 

8. 改善固床工結構物，營造淺瀨、緩流、深潭等水域生物

棲地。 

9. 營造流動水環境，減少斑腿樹蛙與白線斑蚊等有害生物

之繁殖棲地。 

10. 移除銀合歡等強勢外來植物，補植原生濱溪喬木與

灌木。 

11. 營造水域藍帶，連結五座樹林，建構連續性綠網棲

地。 

12. 於樹林區設置巢箱、蝙蝠箱，供領角鴞等鳥類及蝙

蝠棲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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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1. 生態檢核表(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及水利署保育

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公開於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cd85f 

2. 工程相關資訊(工程內容、民眾參與紀錄等)發布於東

海大學校方網頁之「東大溪亮起來」專頁： 

http://epo.thu.edu.tw/web/page/page.php?scid=31&sid=

69 

3. 工作坊、訪問等民眾參與活動紀錄片發布於網路：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u8APAZUXvKf

G4tXtpBsjQ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由東海大學師生及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組成專

業團隊)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每月執行自主檢查並填寫自主檢查表，執行生態調

查共四季次)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舉辦工作坊、說明會等)  □否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cd85f
http://epo.thu.edu.tw/web/page/page.php?scid=31&sid=69
http://epo.thu.edu.tw/web/page/page.php?scid=31&sid=69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u8APAZUXvKfG4tXtpBsj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u8APAZUXvKfG4tXtpBsjQ


6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1. 工程相關資訊(工程內容、民眾參與紀錄等)發布於東

海大學校方網頁之「東大溪亮起來」專頁： 

http://epo.thu.edu.tw/web/page/page.php?scid=31&sid=

69 

2. 工作坊、訪問等民眾參與活動紀錄片發布於網路：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u8APAZUXvKf

G4tXtpBsjQ 

3. 生態檢核表及自主檢查表公開於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cd85f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http://epo.thu.edu.tw/web/page/page.php?scid=31&sid=69
http://epo.thu.edu.tw/web/page/page.php?scid=31&sid=69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u8APAZUXvKfG4tXtpBsj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u8APAZUXvKfG4tXtpBsjQ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cd8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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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林邊排水水質自然淨化處理場域規劃

設計 
設計單位 昇元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9年1月至109年12月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屏東縣政府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屏東縣林邊鄉 
TWD97座標 X：__197779_Y：_2482316___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6,002 

工程目的 

量林邊排水因受鄰近聚落生活污水、畜牧廢水、魚塭廢水以及農田灌溉回歸水

等影響，現況水質日益惡化，影響大鵬灣水體水質，因此建議於匯入大鵬灣前

進行林邊排水現地自然淨化處理，以改善林邊排水水質，維護大鵬灣生態環

境。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林邊排水現地自然淨化處理，改善林邊排水水質。 

預期效益 

1. 藉由本次自然淨化處理，能改善林邊排水以及大鵬灣之水體水質 

2. 本計畫實施因水質環境改善所創造的年經濟效益約6.94億元如考量不可計

量效益加計25％，則年計效益為8.67億元。 

3. 可增加沿岸綠美化空間85000m2，提供單車族騎駛單車國道能有一處親

水、遊憩、自然綠美化景觀場所。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林邊排水左岸濕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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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減輕、縮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行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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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行，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行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益 

生態效益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行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益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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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金包里溪整治及水環境營造 

金包里溪（中山溫泉公園段）水質改

善工程 

設計單位 

大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8年～110年 監造廠商 大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新北市金山區 
TWD97座標 X：121.641056    Y：25.221352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152,852 

工程目的 配合金山城鎮之心，辦理中山溫泉公園周邊生活及觀光污水截流及處理。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進行金包里溪污染段生活污水及觀光污水設置截流系統，建置現地處理設施妥

善處理收集之污水，提升當地水域環境品質。 

預期效益 

改善金山金包里溪水質及流域整體環境衛生。 

設計處理水量為1,700CMD，水體削減效率 BOD、SS 達到95%以上， NH3-N 達

到75%及油脂98%以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僅由水環境顧問團協助生態相關議題諮詢，並

給予外部觀點及意見。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工程範圍無關注物種，僅有老樹鄰近，惟老樹維護非

屬本工程權管範圍，由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辦理。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2.   □是                                                 

  ■否: 本工程後續擬執行區域為都市計畫區域範圍內，無森

林、水系、埤溏、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布與依賴

之生態系統。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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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本工程後續擬執行區域為都市計畫區域範圍內，無關

注物種。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5.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6.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7.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8.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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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生態保育施工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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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洋溪及惠來溪生態關注圖及保全目標位置： 

 

說明： 

工程範圍內及周圍環境均為人造建築、草生地及道路，屬人為干擾耐受度

高，生態敏感度低之區域。 

惠來溪上游處河堤兩岸共 14 株保全大樹，分別為 7 株苦楝、2 株雀榕、3 株

榕樹、1 株蓮霧及 1 株稜果榕，以上胸徑均大於 25 公分。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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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上圖為苦楝(編號 1，座標 X:215285 Y:2674593)，位於惠來溪上游大石里土地

公廟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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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雀榕(編號 2，座標 X:215285 Y:2674602)，位於惠來溪上游左岸。 

上圖為苦楝(編號 3，座標 X:215283 Y:2674593)，位於惠來溪上游大石里土地

公廟後方。 



15 
 

 

上圖為榕樹(編號 4，座標 X:215251 Y:2674597)，位於惠來溪上游右岸。 

 

上圖為榕樹(編號 5，座標 X:215242 Y:2674593)，位於惠來溪上游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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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榕樹(編號 6，座標 X:215224 Y:2674596)，位於惠來溪上游右岸。 

 

上圖為稜果榕(編號 7，座標 X:215196 Y:2674594)，位於惠來溪上游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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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苦楝(編號 8，座標 X:215166 Y:2674596)，位於惠來溪上游左岸。 

 

上圖為雀榕(編號 9，座標 X:215141 Y:2674594)，位於惠來溪上游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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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苦楝(編號 10，座標 X:215090 Y:2674599)，位於惠來溪上游左岸。 

 

上圖為苦楝(編號 11，座標 X:215080 Y:2674597)，位於惠來溪上游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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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苦楝(編號 12，座標 X:215007 Y:2674597)，位於惠來溪上游左岸，進

德汽車修理場後方。 

 

上圖為蓮霧(編號 13，座標 X:214794 Y:2674459)，位於惠來溪上游左岸，鄰

近福上巷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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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苦楝(編號 14，座標 X:214780 Y:2674443)，位於惠來溪上游左岸，鄰

近福上巷東側。 

備註： 

一、本表修改自水土保持局「工務處理手冊」內設計階段環境友善檢核表。 

二、設計單位應會同主辦機關，共同確認生態保護對象，擬用環境友善措施填寫於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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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流工程生態關注圖及保全目標位置： 

 
說明： 

工程範圍內及周圍環境均為人造建築、草生地及道路，屬人為干擾耐受度

高，生態敏感度低之區域。 

保全目標位置： 

無。 

備註： 

一、本表修改自水土保持局「工務處理手冊」內設計階段環境友善檢核表。 
二、設計單位應會同主辦機關，共同確認生態保護對象，擬用環境友善措施填寫於備註欄。 
 

生態專業團隊：弘益生態有限公司/歐書瑋   日期：107/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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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與植生空間，促進濱水帶連續

性，避免棲地零碎化 

□ 其它：  □是□否 

補充說明：經調查兩岸多為洋紅風鈴木、小葉欖仁及黑板樹等行道樹，生長情況良好，可提供野生

動物棲息繁衍之環境，以及民眾休憩及聚會之地點，尤其每年 2 至 3 月於洋紅風鈴木花期期間，此

處更為台中市之賞花熱點，故基於生態及民眾地方情感考量，建議在不影響工程施工下，兩岸行道

樹以原地保留為原則。 

保全目標位置與照片：保全喬木標準參考「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樹幹離地一點三公尺樹胸

高直徑達零點八公尺以上或樹胸圍達二點五公尺以上(已分枝以各分枝胸高

直徑合併計算)，詳細位置及樹種照片如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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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保全喬木位置圖(拍攝日期：107.07.16) 

  
編號：1 樹名：洋紅風鈴木  

座標 X：212659 Y：2673608 

編號：2 樹名：洋紅風鈴木  

座標 X：212654 Y：267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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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 樹名：洋紅風鈴木  

座標 X：212650 Y：2673606 

編號：4 樹名：洋紅風鈴木  

座標 X：212642 Y：2673604 

  
編號：5 樹名：小葉欖仁  

座標 X：212649  Y：2673611 

編號：6 樹名：小葉欖仁  

座標 X：212638Y：2673610 

  
編號：7 樹名：榕樹 樹徑：85.9cm 

座標 X：212644   Y：2673610 

編號：8 樹名：榕樹 樹徑：92.6cm 

座標 X：212637 Y：2673603 



 
 
 
 
 
 
 
 
 
 
 
 
 
 
 
 

施工說明會勘紀錄 
 
 
 
 
 
 
 
 
 
 
 
 
 



「惠來溪及潮洋溪水環境改善工程」說明會及處理情形彙整 

說明會日期 會議名稱 備註 

107年 9月 28日 107年度臺中市水與交通施政說明會 區公所無發會議記錄 

108年 1月 21日 「臺中市惠來溪及潮洋溪水環境改善

計畫」施工前地方說明會 

朝馬國民運動中心旁籃

球場不遷移，並重新調

整場地配置。 

109年 2月 21日 「惠來溪及潮洋溪引流、污水截流及水

環境改善工程」潮洋溪水環境改善方式

及期程地方說明會 

採納里長意見，增設導

覽解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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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來溪及潮洋溪引流、污水截流及水環境改善工程」 

潮洋溪水環境改善方式及期程地方說明會意見回覆表 

地方民眾及民意代表意見 設計單位回覆 

上石里廖年新里長：建議可增設導覽解

說牌，用以紀錄本工程施工改善緣由及

整治成效，或許有助於成為當地打卡熱

點，吸引觀光人潮駐足。 

１.本案若增設導覽解說牌，本公司檢視潮洋

溪及惠來溪沿岸適合設置地點為潮洋溪至善

國中旁既有平台及逢甲廣場；惠來溪則為臺

灣大道廣場及青心橋，以上四處位置為人口

較為聚集之地點且腹地較大，可符合打卡熱

點及吸引觀光人潮駐足，建議位置圖請詳附

件一。 

2.導覽解說牌依據同計畫他標工程編列經費

約為 10,500 元，若本工程上述建議４處皆增

設導覽解說牌，共增加約 40,200 元，其經費

尚可於本工程核定金額內支出，建請水利局

參酌意見裁示辦理。 

逢甲里廖婉菁里長： 

1.現有逢甲廣場僅位於西平里範圍內，

建議廣場應向南延伸或平移入逢甲

里，以利逢甲里居民使用。 

2. 建議銜接逢甲廣場之親水廊道應向

南延伸至西屯路人行便橋處。 

1. 逢甲廣場原設計於逢甲路及至善路路口

處，利於逢甲商圈人潮的延伸或作為民眾集

合聚集點。考量本案經費有限、逢甲廣場平

移或延伸時與逢甲路 75 巷箱涵牴觸而影響

水利防洪、附近交通、停車等因素故不建議

向南延伸或平移。雖逢甲廣場施作於西平里

內但廣場與既有人行道串聯並不影響逢甲里

居民使用之權利。 

2. 因逢甲廣場為下沉式階梯平台，廣場尾端

較兩側護岸低且無設置出入口，動線受阻而

成為一個獨立空間，為使動線能夠延伸且串

聯，故設計親水廊道連結至善路既有人行步

道，方便民眾進出且提升使用效率，不管由

逢甲路廣場入口進入或是方便至善路民眾由

廊道入口進入，皆能維持原來行走的參觀路

線，如延伸親水廊道至西屯路時，考量廊道

結構與既有箱涵衝突影響原有防洪功能，且

可能因此處臭味造成民眾觀感不佳而降低使

用意願。故不建議將廊道延伸至西屯路。詳

細內容可參閱附件二。 

張廖萬堅立委服務處：請水利局研議將

逢甲廣場旁廊道延伸至西屯路的可行

性。 

因逢甲廣場為下沉式階梯平台，廣場尾端較

兩側護岸低且無設置出入口，動線受阻而成

為一個獨立空間，為使動線能夠延伸且串聯，

故設計親水廊道連結至善路既有人行步道，

方便民眾進出且提升使用效率，不管由逢甲

YHHua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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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眾及民意代表意見 設計單位回覆 

路廣場入口進入或是方便至善路民眾由廊道

入口進入，皆能維持原來行走的參觀路線，

如延伸親水廊道至西屯路時，考量廊道結構

與既有箱涵衝突影響原有防洪功能，且可能

因此處臭味造成民眾觀感不佳而降低使用意

願。故不建議將廊道延伸至西屯路。詳細內

容可參閱附件二。 

至善里鄭文昌里長：建議水利局可考量

既有護岸能再整修（例如清除青苔等），

以維持潮洋溪整體美感。 

 

本案為中央前瞻計畫環保署補助之水環境改

善計畫，係將惠來溪及潮洋溪兩側生活污水

截流至朝馬水淨場現地處理場處理，以改善

潮洋溪及惠來溪水質為主要目的，另兩溪渠

底則配合截流工程一併改善施作水環境工

程，目前既有護岸雖老舊但不影響其防洪功

能性，若後續經費允許下建請水利局另案辦

理護岸整修工作。 

 



 

 

 

施工資訊公開 

  



https://www.udvision.taichung.gov.tw/Visions/visions4_more?id=90078

3483a4a48849f046f27ef938f22 

 
https://udn.com/news/story/7325/4906710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703002439-260405?c

hdtv 

 

https://www.udvision.taichung.gov.tw/Visions/visions4_more?id=900783483a4a48849f046f27ef938f22
https://www.udvision.taichung.gov.tw/Visions/visions4_more?id=900783483a4a48849f046f27ef938f22
https://udn.com/news/story/7325/4906710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703002439-260405?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703002439-260405?chdtv


http://www.touchmedia.tw/?p=67248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tPb0KEfXg 

 

 

  

http://www.touchmedia.tw/?p=67248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tPb0KEfXg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20788613279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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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漁港地區周遭第

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博瑞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9年4月6日至109年9月11日 監造廠商 
博瑞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營造廠商 浴長龍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宜蘭縣蘇澳鎮 
TWD97座標 
X：337878.4755 Y:2719699.1484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新台幣1,160萬元 

工程目的 污水截流工程(南寧路上)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南方澳漁港為宜蘭縣重要觀光地區之一，因尚未興建污水下水道致生活污水污染港區，另生活

污水流入水溝孳生蚊蠅、產生惡臭，除對當地公共衛生造成重大影響外，亦已影響本區觀光形

象。爰此,前期配合上位計劃「蘇南驛站暨生態文化園區整合計畫」之規劃，完成 900CMD 污水

處理設施及截流管線。 

現況藉由「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地區週遭水環境改善計畫」提升污水截流量，以改善港區環境

水體污染，長期冀望蘇澳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置後將全數污水納入，以改善蘇澳及南方澳整

體環境衛生及港區水污染情形，提升觀光及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預期效益 
冀望蘇澳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置後將全數污水納入，以改善蘇澳及南方澳整體環境衛生及港

區水污染情形，提升觀光及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

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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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

減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本工程施作範圍位於道路上無須關注之生態議題，建議無須辦理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2.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本案施工範圍位於道路上，無須關注之生態

議議題，設計階段生態專家建議免做施工中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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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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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南投縣貓羅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生態水環境改善計畫 (生態解說設

施、生態濕地環境營造 ) 

設計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8.1~108.12 監造廠商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營造廠商 億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南投縣南投市軍功里______鄰 

TWD97座標 X：219019；Y：2645683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4,410.6(千元 ) 

中央補助款:3,616.6萬元 

地方自籌款:794萬元 

工程目的 

藉由藍、綠帶水岸空間連結、融合自然環境的水質淨化設施，引入低衝擊開發

海綿城市的發展理念，導入適當賞景及環境體驗步道營造水環境改善計畫示範

亮點，進行生態資源盤點保留生態復育空間，達到提升整體貓羅溪流域水環境

美質與生態環境復育的目標。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1.「貓羅溪景觀水環境營造」、「貓羅溪活力水環境營造」及「貓羅溪生態水環

境營造」共3項營造主題，主要以貓羅溪流域空間為營造範圍。 

2.新設服務設施包括「景觀水環境空間營造」、「親水賞景空間營造」、「民眾休

閒空間營造」、「生態濕地環境營造」。 

預期效益 

1.增加區域親水空間，以賞景步道及簡易綠化為主。 

2.增加社區活動及運動休閒空間，同時作為水環境教育處所。 

3.增設 1-2處生態濕地或礫間淨化設施示範區，作為水質淨化及示範教育基地。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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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石虎、棕沙燕、埔里中華爬岩鰍、八色鳥、飛鼠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貓羅溪為巴氏銀鮈主要生育地之一，且為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與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的監測樣區。烏

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 經濟部， 2006)於貓羅溪調查到埔里

中華爬岩鰍。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以低度開發方式導入雨水花園及環境解說體驗設

施，以自然淨化水質的方式，作為貓羅溪水質淨化的示範

場域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1.經生態盤點石虎利用貓羅溪河灘地作為其移動的生態廊

道，已採迴避措施不在灘地進行水環境改善工程。 

2.在堤防外圍貓羅溪流域縮小工程施作工區範圍，選擇重

要節點進行示範計畫的水環境改善作法。 

3.以自然淨化的水質淨化方式，減輕家庭廢汙水對貓羅溪

水質的危害。 

4.以生態濕地雨水花園淨化水源及透水鋪面挹注地下水，

並藉由淨化後的水質排入貓羅溪域，補償乾淨的水源。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1.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另由環保局向環保署申請水質監測費用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2.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3.    ■是：已聘請具生態專業背景的專家學者擔任水環境輔導

顧問團成員，舉辦多次工作坊，邀請特生中心、NGO 公民團體

具生態專業背景的專家學者參與討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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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4.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5.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已於設計階段將原有樹種納入植栽計畫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已於設計階段將原有樹種納入植栽計畫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已於設計階段將原有樹種納入植栽計畫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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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南投水環境網頁 

http://landplan.nantou.gov.tw/NTWE/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http://landplan.nantou.gov.tw/NT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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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屏東縣琉球鄉杉板灣及中澳沙灘 

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工程 
設計單位 

聯聖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9年3月9日至110年6月22日 監造廠商 聯聖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營造廠商 閎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屏東縣琉球鄉  

杉板灣(TWD97)：X：184421 Y：2471505  

中澳沙灘(TWD97)：X：186778 Y：247262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55,000（千元） 

工程目的 
利用現地處理工法，改善屏東縣離島及偏鄉地區生活污水排放至鄰近海域水

體，效削減各聚落水質污染狀況。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1. 截流取水工程 

2. 水質淨化工程 

預期效益 

1. 琉球離島杉板灣聚落及中澳沙灘聚落截流設置，主要處理晴天聚落產生之生

活廢 污水，預計杉板灣場址截流處理水量平均約為750 CMD，而中澳沙灘場址

則截流處理水量平均約為900 CMD。  

2. 杉板灣場址預估 BOD 污染削減率約為90 %，削減量約為40.5 kg/day、SS 污

染削 減率約為90 %，削減量約為168.8 kg/day 、NH3-N 污染削減率約為80 %，

削減量 約為6.0kg/day；而中澳沙灘場址預估 BOD 污染削減率約為90 %，削減

量約為48.5 kg/day、SS 污染削減率約為90 %，削減量約為202.5 kg/day 、NH3-N 

污染削減率 約為80 %，削減量約為7.1 kg/day。 

 3. 解決離島及偏鄉短期內無法建設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困境，並提升琉球鄉海域

水體 環境。  

4. 結合區域環境設置水質淨化改善處理設施設備，及水質現地處理工法教育宣

導功 能，達成改善海域環境生態效益，提升民眾水資源保護觀念。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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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珊瑚礁地質、潮間帶、綠蠵龜及海龜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多仔坪潮間帶、杉福潮間帶、漁埕尾潮間帶、蛤板灣

潮 間帶及龍蝦洞潮間帶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本計畫將該區域部分受到既有公共設施干擾之棲地

環境 進行改善，進行生活廢污水處理至能放流或再利用之

水 域生態環境，對整體生態環境並無造成衝擊。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本計畫工區範圍無特殊生態物種棲息，將此處生活

廢污水大 排引入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再予以放流或

做為再利 用水使用，為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措施。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本案之規劃設計顧問公司已分別委由環工技師王裕盛

及 退休教授紀長國教授參與本計畫之生態檢核作業。  

8.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9.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10.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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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本計畫工區範圍無特殊生態物種棲息，將此處生活廢

污水大 排引入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再予以放流或做

為再利 用水使用，為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措施。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已於108年1月16日召開，當地民眾普遍對本工程計畫

採正面支持之意見。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已將工程計畫相關資料存放在當地區公所，供民眾參

閱。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本案之規劃設計顧問公司已分別委由環工技師王裕盛

及退休教授紀長國教授參與本計畫之生態檢核作業。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本案屬污水處理設施規劃設計計畫，主要為改善琉球

鄉生活廢污水直接排放入海而進行排放前污水截流與淨化處

理作業，並納入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在設計污水處理設

施已將對鄰近環境，包括杉福潮間帶及中澳沙灘所可能造成

之棲地或生態衝擊降至最低，並併同考量污水處理設施完工

後，對當地海域有正面之影響。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已於108年1月16日召開，當地民眾普遍對本工程計畫

採正面支持之意見。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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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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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磘溝河道水質及景觀改善委託技術服務之生態保育措施研擬  

迴避： 

◼ 建議避免干擾工程範圍外濱溪植被帶、樹木。 

縮小： 

◼ 建議訂定施工便道範圍，避免影響附近生物棲地。 

減輕： 

◼ 建議護岸採用有助植物生長之多孔隙或高通透性工法設計，以保

留透水性與植物拓殖空間，例如減少水泥化鋪面。 

補償： 

◼ 建議完工後種植植被。 

◼ 建議維持水流流暢性，以利水生動植物生存。 

建議增加生態池，減少工程對當地棲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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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 

(第二期) 
設計單位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約107 12月8日至111年2月9日 監造廠商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長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臺中市北屯區舊社公園至北區中正公

園、西區民權柳橋至林森柳橋、南區

林森柳橋至南區三民柳橋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中正-舊社: 約345,000(千元) 

林森-民權: 約379,000(千元) 

三民-林森: 約341,000(千元) 

工程目的 改善柳川水質，營造優質都市藍帶環境。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上游中正公園至舊社公園河段兩岸增設污水截流管並配合設置2處分流設施、北

屯區環境營造及通學空間、進化-榮華段渠道景觀工程及中正公園水質淨化場，

水淨場採全地下化，預估處理水量為20,000CMD。下游自民權柳橋至三民柳橋

河段改善兩側污水截流功能及整體提升水域整體環境，並新設低衝擊開發(LID)

設施及景觀遊憩節點。 

預期效益 

1. 全面提升柳川水體水質，搭配 LID 設計，邁向生態河川。 

2. 打造自然河道並提升防洪能力，提供周邊居民安全的水環境體驗。 

3. 水域整體環境營造工作，活化都市區域生態與人本特色。 

4. 氛圍強調低衝擊，景觀設計結合人性尺度及景意深度，創造優質藍帶環境。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岸邊老榕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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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2.   ▓是：以保存老榕樹的方式，採回避措施，融入景觀營

造。已填列「區域排水生態速簡評估檢核表」，設計納入生態

友善措施。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第二批次提報計畫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566907/Lpsimplelist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5.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1. ▓是：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2.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3.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4.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106年8月21日臺中市水環境建設前瞻計畫說明會、

106年9月30規劃設計地方說明會（西區）、107年1月16日前瞻

水環境第二批次屏分會議、107年2月21日地方說明會(北

區)、107年6月29日生態檢核暨地方說明會(西區及南區)及

107年6月29日生態檢核暨地方說明會(北區及北屯區)。 

  □否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566907/Lpsimpl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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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柳川第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6483/Nodelist 

臺中市政府都發局中部都會核心計畫 
https://www.udvision.taichung.gov.tw/Visions/visions4_

more?id=0d6b6a55b97640339d9ba65a9c12e7d9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將生態調查成果及區域排水生態速簡評估檢核表成 

果與建議納入細部設計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柳川第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6483/Nodelist 

臺中市政府都發局中部都會核心計畫 
https://www.udvision.taichung.gov.tw/Visions/visions4_

more?id=0d6b6a55b97640339d9ba65a9c12e7d9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營造單位-長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生態團隊-弘益生態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提供保全對象相片及座標資料、於生態敏感圖上標

註位置，供施工人員參考及對照，利用施工階段環境友善檢

核表(附件1)工程人員確認保全對象位置。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6483/Nodelist
https://www.udvision.taichung.gov.tw/Visions/visions4_more?id=0d6b6a55b97640339d9ba65a9c12e7d9
https://www.udvision.taichung.gov.tw/Visions/visions4_more?id=0d6b6a55b97640339d9ba65a9c12e7d9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6483/Nodelist
https://www.udvision.taichung.gov.tw/Visions/visions4_more?id=0d6b6a55b97640339d9ba65a9c12e7d9
https://www.udvision.taichung.gov.tw/Visions/visions4_more?id=0d6b6a55b97640339d9ba65a9c12e7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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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生態保育措施項目已列入自主檢查表中。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為避免施工過程中生態保護目標及環境友善措施遭

破壞或未確實。執行，故擬定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承攬

廠商填寫），定時追蹤生態保全對象及棲地現況，並若有生

態異常狀況可第一時間進行處理，並擬定後續解決對策。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施工期間依規定執行生態友善措施，並填寫自主檢

查表。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106年8月21日臺中市水環境建設前瞻計畫說明會、

106年9月30規劃設計地方說明會（西區）、107年1月16日前瞻

水環境第二批次屏分會議、107年2月21日地方說明會(北

區)、107年6月29日生態檢核暨地方說明會(西區及南區)及

107年6月29日生態檢核暨地方說明會(北區及北屯區)。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柳川第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6483/Nodelist 

    弘益生態有限公司柳川第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https://formosarace.blogspot.com/2018/03/44.html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6483/Nodelist
https://formosarace.blogspot.com/2018/03/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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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桃園市大漢溪上游埔頂排水水 

質淨化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 
設計單位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

分公司 

工程期程 設計階段 監造廠商 設計階段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營造廠商 設計階段 

基地位置 
地點：桃園市大溪區瑞興里15鄰 
TWD97座標 X：121.289687E Y：24.896720N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202,976 

工程目的 

 

隨著水利署於埔頂排水下游中庄調整池工程之完工，對於河川的水質要求亦更

加之嚴格，為確保大漢溪中庄調整池及鳶山堰之水質安全，埔頂排水水質淨化

工程透過與員樹林排水一、二期水質淨化工程聯合操作，以大幅削減流入中 

庄調整池之污染量， 進而使大漢溪武嶺橋下游之水質能更加潔淨。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水質淨化_     

工程概要 

本工程針對埔頂排水進行截流後利用人工濕地處理工法淨化水量約

13,000CMD，本工程預計採全重力式淨化流程， 通過不同單元水域處理，淨化

後放流至中庄攔河堰下游。 

預期效益 

本工程設計處理量為13,000 CMD 。BOD、SS、NH3 -N 污染去除率訂為50%，

每日污染削減 BOD 約65.0 kg，SS 約97.5kg、NH3 -N 約52.0kg，可提升大漢溪

整理水質狀況，優化中庄調整池及鳶山堰之水質安全，並搭配相關解說設施作

為淨化設施之教育解說功能，使民眾具體了解水質改善原理。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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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2019/01/14說明會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將於「桃園市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展示平

台」，公開前瞻計畫之水環境建設相關文件及最新進度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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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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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臺中市惠來溪及潮洋溪水環境改善計

畫委託技術服務案 
設計單位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工程期程 107年4月至110年02月 監造廠商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長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蓬進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臺中市西屯區 

TWD97座標 X：215313Y：2674597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622,000千元 

工程目的 
改善惠來溪及潮洋溪水質及整體環境景觀之營造，恢復河川生命力及永續水環

境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完成惠來溪及潮洋溪污水截流、水質現地處理及水環境營造等工作 

 

 

預期效益 

1. 恢復河川生命力及永續水環境，提高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2. 透過水環境的連結，串聯水湳、逢甲到新市政，為西屯區創造新的亮點，並

提供舒適的水岸空間。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惠來溪上游 14株樹木胸徑大於 25公分。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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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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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計畫名稱：筏子溪景觀環境營造(車路巷

橋-永安橋及礫間淨化) 

工程名稱：筏子溪景觀環境營造(車路巷

橋-永安橋及礫間淨化)(第一次修正) 

設計單位 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7.01~109.12 監造廠商 以樂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實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 台中 市 西屯 區  永安 里 

TWD97 座標 X： 212300 Y： 2675656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142,290 

工程目的 

透過既有筏子溪自行車道及河道沿線植栽、護岸整理及固床工改善等手法改善筏子溪

下埒圳及林厝排水周遭環境，另規劃於筏子溪旁文中預定地設置礫間處理場及評估截

流方式，改善林厝排水流入筏子溪河段水質。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水質改善工程、攔水堰及固床工改善工程、景觀營造工程。 

預期效益 預期規劃出筏子溪車路巷橋至永安橋之自然與人文平衡發展之水域空間。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詳見集水區檢核表附表P-01)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 ■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國家公固、國家自然公固、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 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詳見集水區檢核表附表D-03) 

□否 

2. 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筏子溪水系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經濟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詳見集水區檢核表附表P-01)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

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拖、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編列生態調查與生態檢核經費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

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1ae43)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詳見集水區檢核表附表D-02、D-03)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詳見集水區檢核表附表D-03) □否 

2. 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之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詳見集水區檢核表附表D-03)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及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詳見集水區檢核表附表D-03)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詳見集水區檢核表附表D-02、D-04)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1ae43)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詳見集水區檢核表附表D-02、D-03)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拖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拖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之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詳見集水區檢核表附表D-02、D-03、D-05)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拖、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1ae43)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詳見集水區檢核表附表C-01、C-04)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拖 

施工廠商 1. 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 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拖約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約入生態保育措拖，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拖 

1. 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拖約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 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 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拖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詳見集水區檢核表附表C-05、C-06) □否 

4. 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1ae43)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之棲地品質並

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

拖執行成效？ 

■是  

 主流濱溪植被豐富，曾擾動之區域亦已回復，新設之攔水
堰幾乎無造成落差，舊有攔水堰已拆除至無落差，整體縱向
連結性甚佳。水防道路臨溪測具雙排喬木拓展濱溪綠帶寬
度，亦為溪流與道路間之屏障。林厝排水斜坡式固床工減低
落差，可使動物向上游拓展，惟水道內有許多垃圾棄置，造
成環境汙染。整體而言生態保育措施確有帶來正面效益，後
續仍須持續提升公民之環境素養。 

(詳見水利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 維護管理階段附表M-01)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1ae43)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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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雲林縣莿桐礫間淨化 
設計單位 

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預計108年04月至109年01月 監造廠商 
德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雲林縣政府 營造廠商 薪葉環境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雲林縣莿桐鄉埔南段852地號 

TWD97座標 X：198935.330 Y：2627652.400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30,000 

工程目的 
以現地處理方式來改善水質，期望能符合永續發展之願景。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場址面積：約2,385.79平方公尺 

場址設備：包括取水設施(攔污) 、抽水井、沉砂槽、中間水槽、礫間接觸單元、污泥

貯存槽、量水堰、生態放流池、觀察設施、步道、解說牌及停車空間。 

預期效益 

每日BOD削減量為39kg/day(每年BOD削減量為14,235kg/yr) 

每日SS削減量為23.4kg/day(每年SS削減量為8,541kg/yr) 

每日NH3-N削減量為15.6kg/day(每年NH3-N削減量為5,694kg/yr)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林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林、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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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3 

 

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

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

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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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雲林溪上中下游段整體水環境環境景

觀工程 
設計單位 

橙谷景觀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660日曆天 監造廠商 橙谷景觀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雲林縣政府 營造廠商 祥兆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_雲林縣_市 (縣 )_斗六市__區 (鄉、

鎮、市)______里(村)______鄰 
TWD97座標 X：_181210_Y：_2591005_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158047 

工程目的 

結合水岸沿線空間打造人行綠廊，提升整體環境品質。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雲林溪全線2.8公里步道串聯，增設跨橋加強兩岸連結。增加基地保水面積，延長水停

留之時間，設置透水性鋪面。於步道旁設置連續綠帶及滯洪綠地，經逕流導入綠帶

內，並將周邊公園綠地作為滯洪池使用。於沿線設置三處雨水貯留設施，收納地表逕

流，並設置噴灌系統養護沿線植栽。 

 

預期效益 

營造雲林溪2.8公里水岸綠帶，提供大眾通用之休憩廊帶。設置透水性鋪面、連續綠帶 

及雨水貯留設施，收納地表逕流，增加雨水停留時間以涵養水源並作為沿線植栽之澆

灌用水。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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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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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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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與目標 

為提供斗六市民一個更優質的生活空間，營造一個「古都小鎮、水岸

風情」的意象面貌，雲林縣政府於 105 年開始著手雲林溪掀蓋計畫，惟因

雲林溪掀蓋段牛墟橋上游段及下游段水質不佳，為避免掀蓋後因水污染問

題，對居民造成影響，本計畫擬截流雲林溪大學路下游污水，並設置一處

自然淨化處理設施，淨化水質後放流，補注回雲林溪；並針對二岸渠段之

晴天污水截流至至斗六水資源回收中心進行處理，使得污水不再排入渠道

中，期能讓雲林溪恢復到以往清澈水體的環境，帶給當地居民及前來觀光

的遊客能夠感受到斗六古都小鎮、雲林溪水岸風情之永續發展願景。 

二、環境現況 

本計畫範圍為雲林溪掀蓋計畫之上游渠段，大學路至牛墟橋，渠段長

約 685m(詳圖 1 及圖 2 所示)。工程預定範圍兩側為既有水泥護岸，周邊環

境以人造設施、草生地及道路為主，水道內兩側有大花咸豐草、象草、大

黍、水丁香、葎草、山黃麻、血桐、雀榕及構樹生長，上游河段發現吳郭

魚群聚活動，下游河段未發現魚類活動，施工段兩側堤岸上多為人工栽植

樹木，如樟樹、榕樹、龍眼、小葉欖仁及芒果等，其生長狀況良好且胸徑

多大於 15 公分以上，其中包含 1 株胸徑達 30 公分以上之小葉欖仁。整體

環境屬人為干擾大、生態敏感度低之環境，植被類型以人工植栽及草生地

為主。 

於施工範圍進行鳥類調查，發現紅鳩、白頭翁、麻雀、灰頭鷦鶯、洋

燕、白鶺鴒、珠頸斑鳩、白尾八哥及紅冠水雞等，均為常見鳥類。 

三、工作方法 

生態檢核目的在於將生態考量事項融入既有治理工程中，以加強生態

保育措施之落實。透過檢核表提醒工程單位，在各生命周期中了解所應納

入考量之生態事項內容，將生態保育措施資訊公開，使環保團體、當地居

民及與工程單位間信任感增加。依工程周期，本計畫為規劃設計階段生態

檢核部份，詳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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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圖來源:2018 Google 地圖 

圖 1 本計畫範圍圖 

 
 
 
 
 
 
 
 
 
 
 
 
 
 
 
 
 
 
 
  底圖來源:2017 年 09 月 25 日黎明工程現地空拍 

圖 2 本計畫環境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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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生態檢核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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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依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6) 

執行，於規劃設計階段提出生態層面應執行的工作，協助工程執行融入生

態考量，經由資料蒐集、現場勘查而掌握現地之生態議題，套疊工程設計

圖說整合為生態關注區域圖，評估工程各階段可能造成之生態影響，以提

出具體環境友善對策與措施，作為工程設計單位之參考調整，以達工程之

生態保全目的。 

(1)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領域工作團隊，透過現場勘查，評

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

全對象。 

(2)辦理生態勘查、評析，據以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略

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3)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

體辦理規劃說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見。 

生態專業人員進行工程之生態評析，可藉由現場勘查、資料蒐集、生

態評估、生態關注區域繪製評估工程範圍內之生態議題，提供設計單位工

程範圍之生態衝擊預測及對應方法及保育對策。生態專業人員於現場勘查

應記錄工程施作現場與周邊的主要植被類型、潛在棲地環境、大樹等關鍵

生態資訊，初步判斷須關注的生態議題如位於天然林、天然溪流等環境，

擬定工程相關生態注意事項，標示定位並摘要記錄。生態評析過程中所有

調查資料、生態議題、衝擊評估、保育對策須以報告形式完整論述，並為

此階段檢核表之附件。 

(一)評估生態環境衝擊程度 

計畫範圍內多屬人造建築、草生地及人為植栽，屬生態敏感度

低之區域，對於人為干擾耐受度較高，治理工程對生態影響性不大，

但於施工過程中，仍應將環境干擾程度減至最低，保護既有水陸域

生態環境。對於該工程施作可能造成之影響如下： 

(1)工程車輛進出揚塵飄散，鄰近植株葉表面易遭覆蓋，影響林木

正常生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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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機具造成之震動及噪音對鄰近野生動物有暫時性驅趕作

用，影響野生動物活動。 

(3)施工或民生產生之廢棄物，易造成野生動物誤食或受害。 

(4)渠道內水域棲地，可能因工程造成水質混濁或底質遭擾動，改

變原有棲地型態。 

 

(二)保育對策研擬 

工程設計須考量減少自然棲地的干擾，並促使完工後棲地回復。

建議工程辦理時應依據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之順序，並研擬保

育對策與措施，以降低對生態環境之衝擊。工程位置及施工方法首

先考量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棲地等高度敏感區域，其次則盡量

縮小影響範圍、減輕永久性負面效應，並針對受工程干擾的環境，

積極研擬原地或異地補償等策略，以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工程方案及生態保育對策應就工程必要性、安全性及生態議題

之重要性、回復可能性，相互考量研討。基本設計審查時須著重於

評估設計方案是否符合生態保育原則，以及對生態保全對象之迴避

與保護措施。細部設計階段工程主辦單位應精確評估工程細部設計

的可能生態影響，並提出於施工階段可執行之生態保育措施。設計

方案確認後，生態保育對策或已實質擬定之生態保育措施應納入施

工規範或契約條款，以具體執行。生態專業人員協助主辦單位標示

現地生態保全對象，統整所有生態保育措施及生態保全對象製作對

照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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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理工程影響 

計畫範圍內多屬人造建築、草生地及人為植栽，屬生態敏感度低之區

域，對於人為干擾耐受度較高，治理工程對生態影響性不大，但於施工過

程中，仍應將環境干擾程度減至最低，保護既有水陸域生態環境。對於該

工程施作可能造成影響如下： 

(一)工程車輛進出揚塵飄散，鄰近植株葉表面易遭覆蓋，影響林木正

常生理作用。 

(二)工程機具造成之動及噪音對鄰近野生動物有暫時性驅趕作用，影

響野生動物活動。 

(三)施工或民生產生之廢棄物，易造成野生動物誤食或受害。 

(四)渠道內水域棲地，恐因工程造成水質混濁或底質遭擾動，改變原

有棲地型態。 

(五)材料堆置若使用周遭草生地，可能影響棲息於草生地之爬蟲類及

昆蟲。 

五、保育措施 

針對治理工程影響預測，初步研擬相應生態友善對策如下： 

(一)施工車輛運行，易造成揚塵產生，定時對施工道路及車輛進行灑

水降低揚塵量，避免林木葉表面遭揚塵覆蓋。 

(二)使用低噪音機具及工法，降低施工噪音及震動對野生動物之影響。 

(三)妥善安排工程施作時間，避免晨昏時段野生動物活動旺盛期間施

工，應於早上8時後及下午17時前施工為宜。 

(四)工區設置圍籬，避免野生動物闖入；施工期間產生之工程及民生

廢棄物集中或加蓋處理，並帶離現場，避免誤傷野生動物，或遭

誤食。 

(五)施工過程中，避免過度擾動渠道底質，渠道中之礫石(礫徑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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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需進行保留；建議設置沉砂池及淨水池，避免影響水質及控

制溪水濁度，另防止溪水斷流，可進行導流或引流，維持渠道內

常流水狀態。 

(六)材料堆置應避免堆置於草生地，使用人為干擾區域如既有水泥

構造物、水泥地及柏油路等。 

六、生態保護目標 

計畫工程周圍環境植生大多為行道樹、人工植栽及草生地，其間包含

許多生長狀況良好之大胸徑樹木，為野生動物長年以來棲息繁衍之環境，

以及民眾休憩及聚會之地點，基於生態及民眾地方情感考量，故建議於工

程規劃上，範圍內大樹(胸徑大於 30cm)以原地保留為原則，並於施工期間

以警示帶標示保留樹木，並預留施工緩衝區，以避免施工機械誤傷樹木；

倘若工程無法避免，則需優先進行移植作業，於施工前三個月進行樹木移

植相關作業，妥善選定移植地點，並維護後續生長，確保存活率。 

工程預定溝渠兩側為既有水泥護岸，護岸上至溝底之落差大，未來工

程若需建設護岸，建議採用砌石護岸(詳圖 4~6)，增加護岸粗糙面，供植物

生長及動物庇護棲息，並選用原生藤本植物如薜荔或地錦，護岸兩側除保

留原有綠帶，可增加選用原生、誘鳥誘蝶之植栽，並搭配草種、灌木及喬

木建構複層式植被，營造多樣化之棲地環境，達到生態及綠美化兼具之目

的。 

 

 

 

 

 
 
 
 

圖 4 雲林溪上游段渠道改善模擬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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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雲林溪上游段渠道改善模擬圖(二) 

 

 

 

 

 

 

 

 

 

 

 

 

 

圖 6 雲林溪上游段渠道改善模擬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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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態專業人員團隊名單 

本計畫生態檢核調查及報告撰寫，由弘益生態有限公司團隊執行，團

隊組成如下：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歐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年 4 月 16 日 

職稱 姓名 學歷 專長 勘查項目 

副理 王 
國立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

境學系 碩士 

生態檢核、陸域生態調

查 
動植物調查及

棲地生態評估 

計畫專員 歐 
國立嘉義大學

森林暨自然資

源學系 碩士 

植物調查、棲地評估、

繪製生態敏感圖 
動植物調查及

棲地生態評估 

計畫專員 方 
國立東華大學 
生態與環境教

育研究所 碩士

生態檢核、陸域生態調

查 
動植物調查及

棲地生態評估 

計畫專員 蔡 
國立嘉義大學 
森林暨自然資

源學系 學士 

生態檢核、陸域生態調

查 
動植物調查及

棲地生態評估 

計畫專員 黃 
國立彰化師範

大學 
生物學系 學士

資料分析 
陸域動物及生

態評估 

計畫專員 莊 
中洲科技大學 
景觀系 學士 

資料分析 
陸域動物及生

態評估 

註:配合個資法人員名單以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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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態調查結果表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歐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年 4 月 16 日 

棲地

生態 

調查範圍 內容 照片記錄 

■陸域生態調查 

1.鳥類：紅鳩、白頭翁、麻雀、

灰頭鷦鶯、洋燕、白鶺鴒、珠

頸斑鳩、白尾八哥及紅冠水雞。

2.哺乳類：溝鼠。 

3.植物：多為人工植栽及常見

雜草植物，人工植栽有欖仁、

小葉欖仁、水黃皮、榕樹、臺

灣欒樹、芒果樹、龍眼樹、鳳

凰木及金露華等。常見雜草有

大花咸豐草、大黍、雞屎藤、

象草、紫花藿香薊、貓腥草、

馬櫻丹、血桐、葎草等。 

 

 

白鶺鴒 

■水域生態調查 
目視調查上游河段發現吳郭魚

群聚活動。 

 
 

上游河段-吳郭魚 

 

□其他生態調查   

說明：調查結果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老樹、保育類動物及特

稀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註:配合個資法人員名單以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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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態關注區域繪製 
填表/繪圖人員 

(單位/職稱) 
歐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年 4 月 16 日 

類型 生態保全對象 

公告 
生態保護區 

□自然保留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家公園 □國有林自然保護區 □國家重要溼地 □保安林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學術研究 
動植物棲地地點 

□重要生態系_________________ □保育類動物棲地______________

□珍稀植物、特殊植群____________ □其他

民間關切 
生態地點 

□重要野鳥棲地(IBA) 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然植被 □濱溪植群 □天然林 □草澤 □其他：              

天然水域環境 
(人為構造物少) 

□天然溪流或溪溝 □具有深潭、淺瀨□岩盤□溼地、水池 

□其他_________ 

其他 ■大樹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態關注區域圖 

 
A 區大樹：小葉欖仁 6 株及鳳凰木 1 株。 
B 區大樹：芒果樹 3 株。 
以上樹木胸徑皆為 15 公分以上；另圖中 4 株大樹(2 株榕樹、1 株龍眼及 1 株小葉欖

仁)，其胸徑皆為 30 公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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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料 

計畫及

工程名稱 
雲林縣雲林溪礫間淨化及截流改善水

質規劃細設計畫 
設計單位 黎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600日曆天 監造廠商 - 

主辦機關 雲林縣政府 施工廠商 - 

基地位置 
地 點 ：雲林 縣 斗 六 市   里(村) 

 鄰 
TWD97 座標 X： 181210 Y： 2591005 

工程預算/ 
經費 

總工程費6.55億元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調查設計階段、□施工階段、□維護管理階段 

工程目的 
改善雲林溪水體水質及環境營造。 

工程類型 □交通、□港灣、■水利、□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 

 

工程概要 

本計畫擬截流雲林溪大學路下游污水，並設置一處自然淨化處理設施，淨化水質後放流，

補注回雲林溪；並針對二岸渠段之晴天污水截流至至斗六水資源回收中心進行處理，使

得污水不再排入渠道中，期能讓雲林溪恢復到以往清澈水體的環境，帶給當地居民及前

來觀光的遊客能夠感受到斗六古都小鎮、雲林溪水岸風情之永續發展願景。 

 
預期效益 

1.改善雲林溪渠道水質，合計本計畫執行後總污染去除效益：BOD及SS去除量約計

852kg/d、991kg/d。 
2.水質由目前嚴重~中度污染能改善至中度~輕度污染為目標。 
3.活化鐵路橋周邊用地、營造都會藍綠帶，提升環境居住品質，增加斗六市民眾休憩空

間。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參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料、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料

蒐集調查 

地理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留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林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

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類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老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林、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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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略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

補償策略，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否 

經費編列 是否有編列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否 

四、 
民眾參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

民間團體辦理現場勘查，說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

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見？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領域工作團隊? 
■是: 黎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弘益生態有限公司 

 □否: 
二、 
基本資料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料? 

■是: 區域內水系生物以吳郭魚為主，鳥類：紅鳩、白頭

翁、麻雀、灰頭鷦鶯、洋燕、白鶺鴒、珠頸斑鳩、白尾八

哥及紅冠水雞。植物分布多以人工林為主，其中樹徑大於

40CM已進行記錄。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本計畫區為人口聚集範圍，自然生態有限，針對水域

生物、陸域生物以營造棲地，以吸引鳥類、魚類生存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

償策略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後續工程目的將以改善水質營造良好水域型態為主要

目的，因此渠道工程將增加渠底鋪石提高孔隙度以利生物

躲藏生存，並增加渠道兩岸綠帶植生。   

□否 
四、 
民眾參與 

規劃說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理規劃說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見? 
■是 :已多次召開地方說明會與公民論談等，進行民眾與地

方團體之意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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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辦理說明會、縣府公開新聞稿、雲林縣水環境改善宣導

網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領域工作團隊? 

■是:黎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弘益生態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見往復確認可行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本計畫除污水截流以及設置自然淨化工法將水質改善

以利水生生物生存外，另針對渠道部份:渠底鋪石、緩坡攔

水堰、砌石護岸，以利水生生物躲藏生存，並於周圍綠帶設

置誘鳥植栽、多層複合植栽等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辦理說明會、縣府公開新聞稿、雲林縣水環境改善宣

導網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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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領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理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練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

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說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

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理措施 

1.履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異常情況處理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行，並於施工過程中

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行狀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參與 
施工說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理施工說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見?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理

階

段 

一、 

生態效益 
生態效益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理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分

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狀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行

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益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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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路下游渠道現況(20170925) 

 

 

 

 

大學路橋下游~中正橋既設護岸現況(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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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路橋下游~中正橋間既設固床工(20170925) 

 

 

 

大學路橋~中正路間綠帶植栽狀況(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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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設計階段環境友善檢核表 

主辦機關 雲林縣政府 設計單位 黎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雲林縣雲林溪礫間淨化及

截流改善水質規劃細設計

畫 

工程位點 X:181210 Y:2591005 

項目 本工程擬選用生態友善措施 

工 

程 

管 

理 

■ 
生態保護目標、環境友善措施、施工便道與預定開挖面，標示於工程圖說、發包文 

件與施工規範 

□ 納入履約標準、確認罰則 

■ 優先利用人為干擾環境，以干擾面積最小為原則 

□ 其它： 

陸 

域 

環 

境 

擬定生態保護目標 擬用生態友善措施 

■ 保留樹木與樹島 
[迴避]建議以原地保留為原則，倘若需移植

處理，應於移植前三個月進行移植作業。 
□ 保留森林 

□ 保留濱溪植被區 

■ 預留樹木基部生長與透氣透水空間

[迴避]工程進行前，應於保留樹木預留緩衝

空間，避免誤傷樹木，且使樹木有足夠生長

空間。 
□ 採用高通透性護岸 

■ 減少護岸橫向阻隔 
[減輕]建議降低護岸高度，或設置動物通

道，避免造成橫向阻隔。 
□ 動物逃生坡道或緩坡 

□ 植生草種與苗木 

□ 復育措施 

■ 其它：材料堆置 

[減輕]材料堆置應避免堆置於草生地，使用

人為干擾區域如既有水泥構造物、水泥地及

柏油路等。 

水 

域 

環 

境 

□ 減少構造物與河道間落差  

■ 保留 3 公尺粒徑以上大石或石壁 
[減輕]工程施作中，遇河道中 3m 以上大石

以原地保留方式作業。 
■ 保留石質底質棲地 [迴避]施工過程避免擾動河道底質。 
□ 保留瀨區 

□ 保留深潭 

■ 控制溪水濁度 [減輕]設置沉沙池或淨水池。 
■ 維持常流水 [減輕]進行導流或引流，維持常流水狀態。 
□ 人工水域棲地營造 

□ 其它： 

補充說明：(依個案特性加強要求的其他事項) 

工程範圍兩岸均為人為植栽及草生地，胸徑(DBH)大於 30cm 以上之大樹，建議以

原地保留為原則，施工過程中需劃設緩衝區，以免誤傷樹木，若需進行移植，須於

移植前三個月進行移植相關作業，確保樹木存活率。 

另針對河道底質建議以溪床內大石(粒徑大於 3m)應保留，且施工過程應避免擾動河

道底質，設置淨水池或沉砂池，確保下游水質不受工程影響，必要時進行導流或引

流，維持常流水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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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目標位置與照片： 

 

A 區大樹：小葉欖仁 6 株及鳳凰木 1 株。 

B 區大樹：芒果樹 3 株。 

以上樹木胸徑皆為 15 公分以上；另圖中 4 株大樹(2 株榕樹、1 株龍眼及 1 株小葉欖

仁)，其胸徑皆為 30 公分以上。 

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上圖照片為小葉欖仁，胸徑約為 46.3 公分(TWD97：203576, 2621964) 

備註： 

一、 設計單位應會同主辦機關，共同確認生態保護對象，你用環境友善措施填寫於備註欄。 

二、 本表格連同預算書圖一併提供於主辦單位。 

設計單位(簽名)：黎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107.05.03 



委員意見 意見回覆 

1. 可見不少水中生物，惟亦見可
能破壞河川生態之外來種(泰國
鱧)。 

謝謝委員指教。 

2. 在防洪無虞下雲林溪左岸尚有
緩坡腹地(礫間淨化場址旁)，建
議可多採原生植被。 

後續植栽規劃將依現地調查結果，
推薦當地原生物種進行栽植，例
如：榕樹及樟樹。 

3. 水質優養化導致現況之天然植
生茂盛，可見雲林溪天生具良好
環境條件，許多原生植物於掀蓋
後已自然生長(如倒地鈴)，於雲
林溪枯水期時亦提供些微水質淨
化功能。 

水域棲地之水生植物生長茂盛，具
有淨化水質之用，已將之列入保全
對象，施工前中後進行查核，確認
保全生物不被過度干擾或破壞。 
 

4. 承上，如考慮防洪、維管，建
議可於雨季或汛期前，河道內原
生植物建議局部保留，主要排除
對象以外來種植物為優先(小花蔓
澤蘭)。 

河道內原生植物已列入保全對象，
並將清除外來種植物納入生態友善
措施中。 

5. 一期渠段種植不少外來種喬木
(阿勃勒、落羽松等)，雖為塑造
不同渠段特性，惟建議後續仍以
原生種為佳。 

植栽建議會以原生種為原則，例
如：台灣欒樹、流蘇及樟樹。 

6. 後續規設單位，建議應充足調
查現況原生種之植栽種類、分布
等，予以配合適當之植栽計畫。 

 

生態檢核團隊已於治理區周圍記錄
現地物種，並呈現於生態檢核報告
內，另治理區內之大樹例如：榕樹
及樟樹，其所營造之微棲地，可供
當地野生動物及鳥類棲息、覓食，
故將之列入保全對象並標示於生態
敏感圖內、附上相片及座標，將於
施工前將向施工廠商說明保全對象
位置避免施工中誤傷。 

 



水環境輔導顧問團意見 108.01.23 

生態檢核資料覆核建議 意見回覆 

1. 生態關注圖以反映環境現況為

優先考量，建議以最新現況之航

照圖繪製，或標示圖層來源及拍

攝日期。 

1. 生態關注圖經生態檢核人員現場

勘查後，以環境實際現況繪製，

除繪製生態關注圖外亦於報告中

有照片記錄，目前已確實呈現現

場狀況，另圖層底圖為 google 

earth，關注圖為弘益團隊繪製。 

2. 生態關注圖繪製中，草生地雖有

人為干擾，但仍可提供動物暫時

性躲藏及覓食之環境，因此歸屬

於中度敏感區，以黃色區塊表

示。文中提及基地周邊包含草生

地，但於生態關注圖中並無標示

出。 

2. 計畫區域周遭草生地多生長銀合

歡及大花咸豐草等入侵植物，經

生態檢核人員判斷後屬低敏感區

域。 

3. 將各點位大樹等關注目標繪出，

並提供照片，給予正面肯定，但

建議可以進一步提供每個點之

明確座標已減少施工時判斷上

失誤。 

3. 謝謝委員指教，樹木座標點位標

註於保全樹木相片下方。 

4. 應套疊附近是否有生態敏感區，

若於工程範圍下游之承受區域，

應提出工程應注意之保育建議。

 

 

 

 

4. 謝謝委員指教，計畫區無位於生

態敏感區域；水域生態部分已提

出以下保育建議： 

(1) 控制溪水濁度，下游處設置沉

砂池或淨水池。 

(2) 維持常流水，進行導流、引流

或半半施工，避免斷流。 

(3) 施工過程避免過度擾動河道或

以混凝土封底，保留河床底



生態檢核資料覆核建議 意見回覆 

 質；護岸以砌石方式施作 

(4) 使用既有道路做為施工便道，

不另行開闢施工便道，如需於

溪床上施作，建議於溪床鋪設

鐵板，避免直接輾壓河道溪

床，破壞溪床底質。 

5. 除工程施作行為之探討，對於工

程過程所可能造成之影響，包含

施工便道、材料暫置場等，亦應

提供保育作為建議。 

5. 已將材料暫置區列入友善措施；

施工便道部分，由於計畫區域周

遭皆多為人為干擾區域，施工便

道亦使用既有道路，對環境影響

甚微故無列入友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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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愛河沿線污水截流系統及污水管線水

位流量監測評估計畫 
設計單位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工程期程 至109年12月31日 監造廠商 
PCM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

台灣分公司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大來重工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高雄市(縣) 鳳山區(鄉、鎮、市)忠孝

里(村)______鄰 
TWD97座標 X：22.630162  Y：120.343738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50000 

工程目的 
量測分析各污水管(包含不同材質、不同使用年限、不同管徑)水位及流速，建立

不同污水管管流量經驗公式，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工作。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水位計    

工程概要 

為有效控管高雄市污水及雨水下水道系統之流量及水位，透過本案建立流量與

水位間關係，以確實掌握污水及雨水下水道內實際流量，作為後續預測人孔彈

跳及判斷雨污混接情形之憑據。 

預期效益 

為保持污水系統功能正常運作，其中包括液位計之安裝作業、流量與液位公式

建立，及後續數據回饋分析之成果報告等，以使污水下水道系統能維持正常營

運。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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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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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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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愛河全長 16 km，流域面積 56 km2。愛河上游源頭起於仁武區的

八卦寮，接引曹公圳的灌溉之水，由高速公路涵洞流至榮總處，流經

高雄市左營、鼓山、鹽埕、前金、苓雅等重要行政區之後注入高雄港，

屬於典型的都會型河川。 

愛河是高雄的生命之河，近年來市府積極改造水質及河岸風光，

深獲好評。前瞻計畫中高雄市第一批次核定之「愛河水環境改善工程

計畫」，從高雄市中心最重要河川－愛河水系，開始著手辦理水環境

改造，因此市府將跨局處合作，除水岸環境營造、污染整治及搭配文

化與觀光，打造會呼吸的愛河藍帶。 

隨著目前愛河整治成果，逐步蛻變成一座座耀眼的新地標，完整

塑造出高雄藍色水路特有的河岸景觀魅力，同時也串連整個高雄市的

自行車道系統，讓市民不僅僅是沈醉在「幸福高雄」當中，也激發民

眾的活力運動於「健康城市」之中。 

本團隊於 107年 3月 20日、5月 1日、5月 30日、6月 28日及

7 月 23 日前往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現場勘查，執行施工過程

中生態檢核之環境勘查及生態衝擊評估，透過提升河川自淨能力及打

造民生綠色廊道親水空間，作為目前施工工程後續生態環境檢核及評

估工作，以提供施工廠商及人員於設計規劃、施工中及施工後須特別

注意部分，並以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方式，將本案工程對周邊

環境生態影響降至最小或讓衝擊減輕。 

針對本案工程內容，執行水利工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等作業流

程，包含人員至現場勘查、民眾參與及生態環境衝擊評估等，透過生

態環境勘評方式，邀請生態專家指導，以落實生態檢核機制，加強棲

地生態環境保育工作，使得生態調查成果回饋至本案施工過程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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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施工過程若遭遇危害生態衝擊時，可採取合適措施因應。 

本案工程施工中檢核各項環境因子累積影響評估分析，如空氣品

質、水體水質和噪音及振動等環境因子，依各項環境品質之調查結果，

瞭解本案施工過程中對環境造成之影響及衝擊程度，進行比較分析如

下表所示。 

 環境因子影響評估分析表 

環境因子 說明 影響評估 

空氣品質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即時監

測參考：本次施工對於周圍之空氣品質指

標屬於普通等級，符合空氣品質標準，而

本案施工對於鄰近地區之空氣品質屬於

稍有影響。 

稍有影響 

水體水質 

本案為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進行

都市水環境營造提昇計畫，配合整體水岸

空間的改造，串聯愛河水域休憩活動，帶

動市區觀光價值，著重於河岸景觀再造，

以營造良好市容，故本工程完工後，對愛

河水質屬於無影響。 

無影響 

噪音及振動 

本案施工區域位於愛河沿線兩岸，兩側之

親水設施、公園綠地及步行道等，均為高

雄市重要休閒遊憩、自行車道及觀光旅遊

景點，不分平假日均有人潮前往，雖然施

工期間不影響附近交通通行，但評估施工

中對環境之噪音及振動會造成影響，屬於

有影響。 

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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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水質受天候及氣象的影響較大，一般以生化需氧量（BOD）、

溶氧（DO）、酸鹼值（pH）、氨氮、濁度及比導電度等項水質指標代表

各類用水的品質。107 年 7 月 23 日 11 時 09 分及 11 時 43 分，本團

隊分別至七賢橋及五福橋執行現場採樣（如下圖），經檢驗分析後，

愛河水域水質檢測項目結果如下表所示： 

 

 

 

 

 

 

 

 

 

 

 

 

 

107年 7月 23日分別至七賢橋及五福橋執行現場採樣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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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河水質檢測項目表（七賢橋取樣） 

項次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所得點數 

1 
氫離子濃度指數

（pH） 
7.52 

一般生物適合於

6~8中性水質 

2 水溫 31.6℃ - 

3 導電度 4730 - 

4 溶氧量 5.31 3 

5 生化需氧量 12.30 6 

6 懸浮固體 38 3 

7 氨氮 3.72 10 

8 化學需氧量 113.78 - 

9 濁度(NTU) 12.9 - 

總點數 22 

RPI 5.5 

判定河川水質污染程度 中度污染 

將上表中之項次 4、5、6及 7的水中溶氧量、生化需氧量、懸浮

固體、與氨氮等 4項水質檢驗所得點數加總/水質項目數=污染指數積

分值=22/4=5.5，對照河川污染程度指標積分值表，污染指數積分值

5.5介於污染指數積分值 3.1至 6.0之間。因此，經採樣後分析，目

前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在施工階段執行七賢橋下愛河水質檢

測結果為中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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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河水質檢測項目表（五福橋取樣） 

項次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所得點數 

1 
氫離子濃度指數

（pH） 
7.46 

一般生物適合於

6~8中性水質 

2 水溫 31.1℃ - 

3 導電度 5350 - 

4 溶氧量 6.6 1 

5 生化需氧量 13.35 6 

6 懸浮固體 37 3 

7 氨氮 4.44 10 

8 化學需氧量 234.46 - 

9 濁度(NTU) 5.00 - 

總點數 20 

RPI 5 

判定河川水質污染程度 中度污染 

將上表中之項次 4、5、6及 7的水中溶氧量、生化需氧量、懸浮

固體、與氨氮等 4項水質檢驗所得點數加總/水質項目數=污染指數積

分值=20/4=5，對照河川污染程度指標積分值表，污染指數積分值 5

介於污染指數積分值 3.1至 6.0之間。因此，經採樣後分析，目前愛

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在施工階段執行五福橋下愛河水質檢測結

果為中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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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7 月 23 日 11 時 09 分及 11 時 43 分，本團隊分別至七賢

橋及五福橋執行現場採樣水質檢驗分析後，重金屬檢測項目資料結果

如下表： 

重金屬檢測項目資料結果表（七賢橋取樣） 

項次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比對結果 

1 銅 0.01 mg/L 低於基準值內 

2 鋅 0.72 mg/L 高出基準值 

3 鉻 0.01 mg/L 低於基準值內 

4 鎳 N/d 低於基準值內 

5 鉛 N/d 低於基準值內 

6 鎘 0.05 mg/L 高出基準值 

7 錳 0.12 mg/L 高出基準值 

8 銀 0.75 mg/L 高出基準值 

重金屬檢測項目資料結果表（五福橋取樣） 

項次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比對結果 

1 銅 0.01 mg/L 低於基準值內 

2 鋅 0.23 mg/L 低於基準值內 

3 鉻 N/d 低於基準值內 

4 鎳 N/d 低於基準值內 

5 鉛 N/d 低於基準值內 

6 鎘 0.05 mg/L 高出基準值 

7 錳 0.06 mg/L 高出基準值 

8 銀 0.48 mg/L 高出基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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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河水域之重金屬檢測項目結果，經與頒布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

境基準值比對後，七賢橋下取樣除重金屬鋅、鎘、錳及銀檢測數值高

出基準值外，其他重金屬項目顯示均低於法令規定之保護人體健康相

關環境基準值之內；五福橋下取樣除重金屬鎘、錳及銀檢測數值高出

基準值外，其他重金屬項目顯示均低於法令規定之保護人體健康相關

環境基準值之內。鋅為人體之必需元素之一，其對人體的毒性很低，

但對魚類或水生生物其毒性卻很大。鎘金屬是一種累積性毒物，鎘化

合物不易被腸道吸收，但可經呼吸道被人體吸收，積存於肝或腎臟造

成危害。錳為岩石和土壤之組成部分，常與鐵同時存在。銀具有累積

性毒，會導致銀質沈著症，使皮膚與眼睛產生永久性藍灰色病變，亦

對水中生物有殺滅或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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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檢核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 監造廠商 晨象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7.01.11 - 107.11.01 
施工廠商 久騰營造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高雄市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基地位置 

地 點 ：高雄市 ( 縣 ) 鹽埕、前金區

( 鄉 、 鎮 、市)   里(村)

 鄰 

TWD97 座標 X：177056 Y：2502780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44,520 

工程目的 

串連愛河沿岸整體水漾景觀，並結合沿岸之重要景點，美化愛河現有觀光行船動

線目標下，進行愛河沿岸綠化植栽、土木景觀、意像照明與愛河之心之整體再造

改善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周邊景觀土木改造工程 

預期效益 美化沿線景觀，進行周邊綠化植栽、景觀、意像照明之整體再造改善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生態背景人員：王聖丰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生態資料：參考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高雄都會區生物多樣性

調查計畫報告；另外本府提報過程，承辦相關人員均至現地訪查

當地居民及詢問是否有特殊物種。 

生態衝擊：初步評估尚不至於對當地生態造成衝擊。 

生態保育原則：初步評估，本工程辦理後對當地生態環境具有補

償及互益作用。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

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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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及重要

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愛河流域水系(本計畫工區範圍涵蓋愛河沿線，附近屬已

開發住宅區及商業區用地，生態已受既有公共設施部分干擾，且

無關注物種之棲地分布與生態系統)。 

□否 

生態環境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工區位址位於愛河流域沿線，附近屬於已開發住宅區

及商業區範圍，其生態已受到既有公共設施部分干擾，

大量使用混凝土堤岸等人造建物，水域喪失原有自然

風貌及親水空間。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已確認工區周邊環境無特殊生態議題，僅就愛河流域

沿線辦理景觀再造及綠美化，無對原有自然生態或水

域辦理開發工程。 

   □否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本計畫將該區域部分受到既有公共設施干擾之棲地環

境進行改善，對整體生態環境並無造成衝擊。 

□否 

調查評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

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

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依據「愛河水系易淹水區改善規劃」生態調查結果研擬

工程配置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

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

意見？ 

    ■是：已於 106 年 8 月 21 日召開，當地民眾普遍對本工程

計畫採正面支持之意見。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已將工程計畫相關資料存放在當地區公所，供民眾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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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國立高雄大學/葉琮裕教授（生態）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及

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

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

完成細部設計。 

   ■是：設計過程根據專家學者審查意見，做細部設計修正及

往復確認，確屬可行。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初步設計完成後至地方進行說明會，獲得當地民眾普

遍支持。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國立高雄大學/葉琮裕教授（生態）。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僅就現有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無對原有自然

生態或水域辦理開發工程。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

納入宣導。 

   □是： 

   ■否：本案工程範圍非法定自然保護區，無關注物種及重要

棲地。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

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僅就現有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無對原有自然

生態或水域辦理開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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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品質管

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本案工程範圍非法定自然保護區，無關注物種及重要

棲地。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本案工程範圍非法定自然保護區，無關注物種及重要

棲地。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

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本案工程範圍非法定自然保護區，無關注物種及重要

棲地。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本案工程範圍非法定自然保護區，無關注物種及重要棲

地。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本府既有公務行政流程有關施工過程可能遭遇相關問

題，須於設計階段說明會先期解決並依據民眾建議意

見，執行細部設計修正，以避免於施工階段發生問題

導致須辦理變更設計修正。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態資料

覆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

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施工後工區範圍對既有生態無造成影響。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已辦公開說明會及建置在 https://khnuk.weebly.com/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資料建

檔 

生態檢核資料建

檔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

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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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資料蒐集研究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 監造廠商 晨象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高雄市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施工廠商 久騰營造有限公司 

填表單位 
高雄大學 

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7 月 26 日 

資料類別 資料項目 資料出處 

土地使用

管理 

■土地使用現況 國土資訊系統-土地基本資料庫全球資訊網。 

■計畫相關法規 
土地法、高雄市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 

環境生態

資訊 

■氣象 
中央氣象局網站、NCDR 天氣與氣候監測網及行政院環保

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水文 經濟部水利署-地理資訊倉儲中心-水資源資料查詢。 

■地形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量中心 

■地質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整合查詢系統。 

■河川水系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情勢調查資訊網站、

行政院環保署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高雄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高雄市河川水質統計與優劣分析探討。 

■海域水質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 

■棲地生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研究報告：

全省河川生態補充調查與資料庫建立研究計畫(總報

告)。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生態工法及其應用研究(I、II)。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結構物設置對河

川特性棲地影響之調查與研究(1/3、2/3 及 3/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自然生態工法實務應

用-河溪工程篇。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設置高雄生態水系廊道策略研究。 

■生物多樣性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灣生物多

樣性訊入口網：http://taibif.tw/zh/institution/TESRI1/page

作為參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灣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之充實與

整合。 

 自然保育網-河川生物多樣性的內涵與生態保育。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高雄都會區生物多樣性調查計畫。 

其他 水土保持法、濕地保育法、河川監測法令。 

http://taibif.tw/zh/institution/TESRI1/page
http://taibif.tw/zh/institution/TESRI1/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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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現場勘查紀錄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愛河沿線周邊景觀 

再造工程 

監造廠商 晨象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承包廠商 久騰營造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高雄市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7 月 26 日 

填表單位 
高雄大學 

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勘查日期 

民國 107 年 3 月 20 日 

民國 107 年 5 月  1 日 

民國 107 年 5 月 30 日 

民國 107 年 6 月 28 日 

民國 107 年 7 月 23 日 

勘查地點 愛河沿線周邊截流站 

單位/職稱 現勘人員 

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吳明淏、甯蜀光、林秋良等教授 

高雄大學 

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助理 
曾麗娟、趙孟德 

現勘紀錄 

1、107年 3月 20日前往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現勘時，周邊未架設工程圍
籬，也未施工。 

2、107 年 5 月 1 日前往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現勘時，現場已用施工圍籬
隔開，並有工程施作。 

3、愛河周邊景觀常年受風雨吹襲及鹽份侵蝕造成河岸堤岸、草坪及路面及景觀
休憩區外觀損壞、锈蝕及斑駁情況，有礙市容景觀，建議建材選用以加強防
腐防锈效能，增加使用年限。 

4、愛河水源分有 2種，一為海潮，屬潮川型的河流，會感受潮汐的漲落，故下
游水質是海水，另一即是上游的灌溉水及雨水，以及工廠排放的事業廢水及
家庭污水。 

5、愛河由東蜿蜒西流，在龍水左彎，南流進入市區，穿越鹽埕，由鹽埕西北向
東南斜貫出海，其下游分成兩條河道入海，在建國橋以下的地方分岔，本流
在苓雅區注入內海，分流從大港溪運河來，入愛河沿壽山山麓蜿蜒而下，在
哈馬星舊火車站入海。愛河上游仍保留比較原始的河道風貌，岸邊有許多的
動植物棲息，生態景觀豐富。 

6、河岸周邊進行綠化植栽扮演小生物的重要棲息空間外，在自然生態體系中更
扮演調節微氣候、維持生態系等重要角色，有助於當地生態環境之穩固。 

7、本案工程範圍非法定自然保護區，無關注物種及重要棲地，僅就現有愛河沿
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無對原有自然生態或水域辦理開發工程，且工程施作
過程以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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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民眾參與意見紀錄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 監造廠商 晨象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高雄市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承包廠商 久騰營造有限公司 

填表單位 高雄大學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6 月 28 日 

訪談人員 曾麗娟 紀錄人員 趙孟德 

受訪對象 1、遊客王小姐 2、遊客吳先生 

訪談地點 民生截流站旁 五福橋上 

意見摘要 

1.訪談王小姐摘述： 

曾：請問您有注意到愛河周邊景觀有施工工程在進行嗎？ 

王小姐：有喔。 

曾：愛河周邊景觀常年受風雨吹襲及鹽份侵蝕，造成河岸堤岸外觀老舊、

損壞及斑駁情況，現在水利局正逐一進行景觀再造工程，要讓愛河周

邊更美、綠化，提升愛河周邊生活環境品質及河岸景觀。 

王小姐：原來如此，難怪愛河附近有好多工程在施工。  

曾：對啊！這樣愛河周邊環境美、綠化，提供市民休憩活動空間。 

王小姐：很期待喔。 

曾：可以跟妳的朋友們介紹一下，來愛河走走喔！ 

王小姐：好喔！謝謝妳。 

 

2.訪談吳先生摘述： 

曾：請問您有注意到愛河周邊景觀有施工工程在進行嗎？ 

吳先生：我不清楚。 

曾：沒闗係啦！愛河周邊景觀常年受風雨吹襲及鹽份侵蝕，造成河岸堤岸

外觀老舊、損壞及斑駁情況，現在水利局正逐一進行景觀再造工程，

要讓愛河周邊更美、綠化，提升愛河周邊生活環境品質及河岸景觀。 

吳先生：原來如此。下次我再來看看愛河的新風貌。 

曾：好喔！記得跟朋友們多介紹一下，一起來愛河走走看看喔！ 

吳先生：好的，好的，謝謝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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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生態區域分析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 監造廠商 晨象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高雄市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承包廠商 久騰營造有限公司 

填表單位 高雄大學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7 月 26 日 

項目 資料項目 註記 相關法源（主管機關） 

生態資源 

保育區 

□國家公園  1、國家公園法(營建署) 

2、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營建
署) 

3、野生動物保育法(林務局) 

4、森林法(林務局) 

5、文化資產保存法(林務局) 

6、漁業法(漁業署) 

□沿海保護區  

□野生物重要棲息地  

□野生動物保護區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森林保護區  

景觀資源 
保育區 

□自然保留區  1、文化資產保存法(林務局) 

2、發展觀光條例(觀光局) 

3、風景特定管理規則(中央主管機關) □古蹟保存區  

□風景特定區  

水資源 
保護區 

□水質水量保護區  1、水利法(水利署) 

2、自來水法(水利署) 

3、水土保持法(水保局) 

4、飲用水管理條例(環保署) 

5、河川管理辦法(水利署) 

6、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水利
署) 

7、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水域主管機
關) 

□河川區  

□水庫蓄水範圍  

□水庫集水區  

□飲用水水源保護區  

災害 
潛勢區 

■地質災害 
震災（土壤液化）災

害 

1、水土保持法(水保局) 

2、森林法(林務局) 

3、水利法(水利署) 

4、嚴重地層下陷區劃定準則(水利署) 

5、河川管理辦法(水利署) ■洪患災害 
風水災害、具有淹

水潛勢 

其他 

□特定目的事業管制區  1、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原住民
委員會) 

2、海岸、山地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與
禁建、限建範圍劃定、公告及管制作
業規定 

3、軍事秘密及緊急性國防工程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辦法 

□軍事安全重地  

□污染區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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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生態評核分析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 監造廠商 晨象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高雄市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承包廠商 久騰營造有限公司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7 月 26日 

單位/職

稱 

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評析人員 吳明淏教授 

內容說明 

1、地形地勢 

愛河起源於仁武區八卦寮，自東北向西南，經左營、三民、鼓山、鹽埕、

前金、苓雅等區，再流入高雄港裡，主流全長 12 公里，為流經市區約 10.5

公里。愛河屬感潮河川，河水水位受高雄港海水漲退影響產生變化，除濱海

地區外，高雄市四周地勢較高，向愛河主支流做輻射狀傾斜降低。 

2、地質與土壤 

地質屬於沖積土壤為主，而左營（近軍港區域）、鹽埕、前金及苓雅區

屬土壤液化高潛勢區域內。 

3、斷層 

愛河沿線未處於斷層帶上，屬弱震區，較少發生強震之情形。 

4、氣候 

高雄屬於熱帶季風氣候，年均溫在 25度，溫暖適中，受季風支配，乾

濕季分明，夏季以西南風為主，冬季多吹北北西風，屬夏熱冬暖、夏雨冬乾

的天氣型態。 

5、工程棲地生態 

愛河沿岸常見植物有木棉、黃花風鈴木、雨豆樹、南洋櫻、黃槐、印度

紫檀、阿勃勒、鳳凰木、大花紫薇、白千層、盾柱木、緬梔、黃槿、水黃皮、

紅瓶刷子樹、艷紫荊、黃花夾竹桃、菩提樹、欖仁、茄苳、樟樹、榕樹、印

度橡膠樹、黑板樹、大葉桃花心木、蒲葵、福木、粉撲合歡、朱槿、黃金榕、

海衛茅、金露花、矮仙丹花、九重葛、蜘蛛百合等，常見的鳥類有綠繡眼、

八哥、赤腰燕、小白鷺、翠鳥、麻雀、小雨燕、白頭翁及大卷尾等，豐富多

樣化林相及生物食源植物等，營造多樣性生物棲地。 

6、社會人文預測分析 

愛河輕巧穿越過高雄鋼鐵般的都市，沿岸大部分區域均劃分為人行及

自行車專用道，今日愛河不僅是拍照與約會的好地點，也是提供運動或享受

慢行最佳休閒之處，夜晚燈光熠熠閃爍及色彩斑斕之美，再加上自行車道與

美麗的湖岸景色，提供高雄市民最優質的休閒空間，每個人對於高雄市的第

一印象，就是愛河的浪漫氛圍，藉著愛河沿線的景觀再造，建立鮮明的高雄

城市意象，對於增加高雄市的觀光資源及經濟發展有相當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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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對策建議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愛河沿線周邊景觀再造工程 監造廠商 晨象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高雄市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承包廠商 久騰營造有限公司 

填表單位 高雄大學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7 月 26 日 

內容說明 

1.保育對策 

    ■教育    ■植生    ■疏導    □隔離    □攔阻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改善 

 

2.工法研選 

    ■因地制宜    □因時施工    □就地取材 

 

3.棲地改善 

    ■物理棲地    □化學棲地    □生物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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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港南運河水質淨化工程 設計單位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

分公司 

工程期程 109/10/7~111/05/31 監造廠商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

分公司 

主辦機關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營造廠商 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新竹市香山區港南里 
TWD97座標 X：241105  Y：2746560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89,718 

工程目的 

透過現地處理設施進行水質淨化，提升新竹市港南運河水體品質以及增加水體

換水率，同時降污染負荷，提升整體遊憩休閒空間環境品質，塑造新竹市17公

里海岸線一水域新亮點。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規劃由鄰近之港北溝引水補注港南運河，彌補其自有水源不足並提高換水率，

為解決港南運河水體優養化情形，水質淨化主要工法為多層複合濾料淨化設

施，並搭配人工濕地及礫間接觸曝氣氧化，現地處理設施預計每天淨化3,000公

噸水體，並以低開發、低生物擾動及低維護管理為規劃原則。 

預期效益 

透過引水補助港南運河及現地處理設施，可以增加港南運河換水率，並降低其

優養化情形，設施出流水質並符合甲類水體水質，另保留大部分喬木，新植以

在地適生種與地方生態物種喜愛之植栽種類，既提供生物復育棲地空間，亦打

造出寓教於樂的水域場所，成為新竹市17公里海岸線之生態中繼站。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

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1.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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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

減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1.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本案委託「羽林生態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規劃設計

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本案已完成規劃設計階段2次生態調查工作與1次兩

生類、爬行類、蜻蛉類昆蟲的補充調查工作，並蒐

集相關環境背景資料。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根據背景資料蒐集及環境調查結果，本案規劃設計

範圍無特殊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而為求謹

慎，仍於報告書中列出工程範圍潛在之關注物種，

包含彩鷸、鳳頭蒼鷹等以及相關注意事項。詳情請

參閱報告書內文。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本案規劃設計範圍未影響南側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

保護區，避免干擾生態較豐之防風林區域，並建議

適度整理草澤環境，提供鳥類棲息空間，而引水路

線則以既有道路為主以減輕對環境之干擾。此外，

另建議濱水環境之設計，可考慮設置土坡，以提供

翠鳥等築巢利用之。詳情請參閱報告書內文。 

   □否 



3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本案已於109年1月21日辦理民眾說明會議。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本案後續將協助彙整規劃階段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表

單資訊，並提供於機關網頁公開。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本案委託「羽林生態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規劃設計

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本案依據環境調查及評估結果，針對水域旁鳥類等

生物棲息之防風林規劃為保留區域，並設計於河道

中以既有枯木設置鳥踏樁及草坡上設置翠鳥壁，引

導生物棲息之空間。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本案後續將協助彙整設計階段生態檢核相關作業表

單資訊，並提供於機關網頁公開。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本本案委託「羽林生態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施工階段之生態檢核

作業。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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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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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萬代橋水淨場功能提升 設計單位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80 日曆天工程完工 監造廠商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萬田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  臺南  市(縣)__ 仁德__區(鄉、鎮、

市)__ 仁德__里(村)______鄰 
TWD97座標 X：173004.933 Y：2540927.813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70,500 

工程目的 
完成增加鄰近排水截流量，期提升萬代橋水淨場處理效能，並有效削減三爺溪

污染量。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1.完成萬代橋水淨場及仁德排水水淨場聯合取水操作 

2.完成截流增量設計(仁德排水) 

3.完成萬代橋水淨場及仁德排水水淨場相關設備增設及功能改善(土木、機械管

線)。 

預期效益 

BOD5污染削減量約為304.91 kg/day，削減率約為75.29 %，SS 污染削減量約為

720.38 kg/day，削減率約為80.04 %，NH3-N 污染削減量約為236.40 kg/day，削

減率約為70.04 %。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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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範圍內無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參予人員皆具環境工程背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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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既有場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既有場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既有場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既有場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工程告示牌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範圍內無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範圍內無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 

 



一、 萬年溪水岸空間環境改善工程 

 環境概述 

計畫區域內環境類型包括生態池及草生地，且分區植栽灌木及喬木等。

物種主要以景觀營造植物居多，調查範圍內草生地物種有孟仁草、大花咸豐

草及牛筋草等常見草本植物；栽植灌木及喬木植物，如蘭嶼肉豆蔻、臺灣樹

蘭、臺灣海棗、月橘、桂花及含笑花等；生態池周遭有野薑花、垂柳及穗花

棋盤腳等親水性植物，水生植物則有栽植大安水蓑衣、白花水龍、龍骨瓣莕

菜及睡蓮等。工作範圍如圖 4-1 所示。 

 
圖 4-1 萬年溪水岸空間範圍圖 

 調查方法 

本案生態調查時間於 109 年 4 月 20-21 日執行，依據動物生態評估技術

規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之季節劃分屬於春季。 

本計畫生態調查項目為水陸域生態(植物、鳥類、哺乳類、兩棲類、爬蟲

類、昆蟲類、魚類、底棲生物)。陸域植物調查範圍為計畫區域及鄰近區域；

陸域動物調查範圍為計畫區域及鄰近區域，水域測站共三樣站，分別為萬年



公園埤塘內、萬年溪(近萬年公園處、復興公園處)各一樣站，詳細樣線及樣

站分佈如圖 4-2 所示。調查項目及對應方法則彙整如表 4-1 所示。 

 
圖 4-2 萬年溪水岸空間鄰近區及水域測站圖 

 

表 4-1 生態調查方法彙整表 



類別 調查方式 

陸域

植物 

植物 收集相關文獻並配合採集工作進行全區維管束植物種類調查。 

植被 

針對現地植被環境進行分區，並選擇具代表性之植被進行定性調查，

並以其優勢物種或特徵物種作為代表性命名。 

水岸線往兩岸延伸 50 公尺範圍內，依據植群形相選取均質處設置樣

區；樣區大小視植被類型而定，森林及灌叢為 100 m2，草本植群為 4 

m2。 

若於水道發現水生植物植群，則增加設置水生植物調查樣區。取 2 公

尺寬(垂直流向方向)5 公尺長(平行流向方向)之長方形樣帶，調查植物

種類及覆蓋度。 

陸域

動物 

鳥類 

以穿越線調查為主，以每小時 1.5 公里的步行速度前進，以 MINOX 10 

× 42 雙筒望遠鏡進行調查，調查估計範圍於小型鳥類約為半徑 50 公尺

之區域，大型鳥類約為半徑 100 公尺之區域，記錄沿途所目擊或聽見

的鳥類及數量。 

保育類或特殊稀有種鳥類，以手持 GPS 進行定位。 

哺乳類 

小型哺乳類：採集以穿越線法佈鼠籠，共設置 30 個鼠籠陷阱，每個點

為 5 個鼠籠，捕鼠籠內置沾花生醬之地瓜為誘餌，於傍晚施放並於隔

日清晨巡視誘捕籠，同時進行餌料更換的工作，誘捕籠持續施放時間

為 2 天 1 夜。 

中、大型哺乳類：採集則以足跡、排遺及其他痕跡進行判斷。 

 

兩棲類 

穿越線調查：配合鳥類調查路線與步行速度進行，記錄沿途目擊或聽

見的兩棲類。 

繁殖地調查：在蛙類聚集繁殖的蓄水池、排水溝或積水處等候記錄。 

爬蟲類 
採用穿越線法進行調查，調查方法採逢機漫步之目視遇測法，記錄出

現之爬蟲類種類、數量及棲地等。 

昆蟲類 

(蝶類) 

主要是利用目視遇測法、沿線調查法及網捕法進行調查。在調查樣區

內記錄目擊所出現物種。若因飛行快而無法準確判定時，則以網捕法

捕捉進行鑑定。 

水域

生物 

魚類 

網捕法：現場挑選魚類較可能聚集的棲地，每樣區選擇 3 個點，每點

投擲 3 網，使用的規格為 3 分×14 尺，捕獲之魚類經鑑定後隨即原地

釋回。 

另以陷阱誘捕、手抄網、夜間觀測及現場釣客訪查等方式進行調查。 

底棲 

生物 

蝦蟹類：利用蝦籠進行誘捕，於各測站施放 5 個中型蝦籠（口徑 12 公

分，長 35 公分），以混合魚餌、炒熟狗食或秋刀魚肉等三種誘餌進行

誘捕，於置放隔夜後收集籠中捕獲物，經鑑定後原地釋回。 

螺貝類：以目視捕捉法及挖掘的方式（泥灘地）於調查樣點地面進行目

視捕捉後記錄物種，若無法確定物種，則帶回實驗室鑑定。 

 

 調查成果 

1. 植物 

本調查範圍為已開發環境，環境類型包括生態池及草生地，且分區

植栽灌木及喬木等。物種主要以景觀營造植物居多，調查範圍內草生地



物種有孟仁草、大花咸豐草及牛筋草等常見草本植物；栽植的灌木及喬

木植物，如蘭嶼肉豆蔻、臺灣樹蘭、臺灣海棗、月橘、桂花及含笑花等；

生態池周遭有野薑花、垂柳及穗花棋盤腳等親水性植物，水生植物則有

栽植大安水蓑衣、白花水龍、龍骨瓣莕菜及睡蓮等。 

本調查共記錄維管束植物 65 科 119 屬 140 種，其中裸子植物佔 5

科 7 屬 7 種，雙子葉植物佔 46 科 89 屬 107 種，單子葉植物佔 11 科 23

屬 26 種，未記錄蕨類植物。按植物生長型劃分，計有喬木 66 種、灌木

15 種、木質藤本 2 種、草質藤本 6 種及草本 51 種。依植物屬性區分，

計有原生種 65 種（包含特有種 6 種）。歸化種 37 種（包含入侵種 10

種），栽培種則有 38 種。 

由歸隸屬性分析發現，本地植物生長型以喬木植物佔 47.1%最多，

草本佔 36.4%次之；物種組成中有 46.4%為原生種（含特有種佔 4.3%），

26.4 為歸化種（含入侵種佔 7.1%），5 成左右植物為原生種，顯示本區

域植物雖屬人為景觀植栽，但在規劃植栽時，大多選用原生植物。植物

歸隸特性統計如表 4-2 所示。 

調查範圍並未記錄有文資法公告之珍貴稀有植物；為環保署植物生

態評估技術規範之特稀有植物：大安水蓑衣(環評等級 1)及蘭嶼肉桂(環

評等級 1)兩種；為 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之具保育急迫性等

級的物種：極危(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的有龍骨瓣莕菜及蘭嶼肉桂 2

種、瀕危(Endangered, EN）的有竹柏、大葉羅漢松及大安水蓑衣 3 種、

易危(Vulerable, VU）的有棋盤腳樹、穗花棋盤腳及蒲葵 3 種、近危(Near 

Threatened, NT)的有土肉桂 1 種，皆屬人為栽植作為園藝景觀植栽，生

長狀況良好。 

表 4-2 萬年溪水岸生態檢核調查植物歸隸特性表 

歸隸屬性 類型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小計 

分類 

科 0 5 46 11 62 

屬 0 7 89 23 119 

種 0 7 107 26 140 



生長型 

喬木 0 7 51 8 66 

灌木 0 0 13 2 15 

木質藤本 0 0 2 0 2 

草質藤本 0 0 6 0 6 

草本 0 0 35 16 51 

屬性 

原生 0 2 47 10 59 

特有 0 1 4 1 6 

歸化 0 0 25 2 27 

入侵 0 0 8 2 10 

栽培 0 4 23 11 38 

 

2. 鳥類 

(1)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 6 目 13 科 17 種，包括鳩鴿科的紅鳩、珠頸

斑鳩、野鴿；秧雞科的紅冠水雞；雨燕科的小雨燕；雀科的麻雀；

燕科的洋燕、家燕；鶺鴒科的白鶺鴒；鵯科的白頭翁；伯勞科的紅

尾伯勞；鴉科的樹鵲；椋鳥科的白尾八哥；繡眼科的綠繡眼；夜鷹

科的南亞夜鷹；鷺科的小白鷺、黑冠麻鷺。於當日調查現況白尾八

哥應為當地優勢物種，其次為珠頸斑鳩與麻雀。名錄如表 4-3 所

示。 

(2) 特有性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臺灣特有亞種包含白頭翁、樹鵲等共 2 種，

外來種共紀錄野鴿、白尾八哥共 2 種。 

(3) 保育類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紅尾伯勞為第三類保育物種。 

表 4-3 萬年溪水岸鳥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遷徙屬性 

鴿形目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R 

鴿形目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R 

鴿形目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Gmelin Ais  I 

鶴行目 秧雞科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chloropus   R 

雨燕目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R 

雀形目 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R 

雀形目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R,W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類 遷徙屬性 

雀形目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R,W,S 

雀形目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 

雀形目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Es  R 

雀形目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Linnaeus  Ⅲ W,T 

雀形目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Es  R 

雀形目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Ais  I 

雀形目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R 

夜鷹目 夜鷹科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R 

鵜形目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R,W,T 

鵜形目 鷺科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R 

6 目 13 科 17 種 4 種 1 種 -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Es」指臺灣特有亞種；「Ais」指外來種。  

註 2：保育類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備註」一欄，英文代碼第 1 碼為留候鳥屬性(R：留鳥；W：冬候鳥；S：夏候鳥；T：過境鳥；I：引

進種)，以「/」隔開者為本物種兼具多種屬性族群。 

3. 哺乳類 

(1)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紀錄 1 目 1 科 1 種哺乳類生物，紀錄物種為尖鼠

科的臭鼩，於萬年公園埤塘旁所捕捉。名錄如表 4-4 所示。 

(2) 特有性 

本次調查並未紀錄到特有性物種。 

(3) 保育類 

本次調查並未記錄到保育類物種。 

表 4-4 萬年溪水岸哺乳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鼩形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1 目 1 科 1 種 1 種 0 種 

註 1：「特有種」一欄「E」指臺灣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4. 兩棲類 

(1)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 1 目 1 科 1 種，記錄物種為叉舌蛙科的澤

蛙。澤蛙皆於埤塘旁或草生地周邊活動，本次調查以聽蛙鳴方式辨

認，因調查範圍於都市內，故當日於所聽蛙鳴聲較少。名錄如表 4-

5 所示。 

(2) 特有性 



本次調查並未紀錄到特有性物種。 

(3) 保育類 

本次調查並未記錄到保育類物種。 

表 4-5 萬年溪水岸兩棲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無尾目 赤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1 目 1 科 1 種 1 種 0 種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5. 爬蟲類 

(1)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 2 目 2 科 3 種，記錄物種為石龍子科的麗紋

石龍子；地龜科的斑龜、紅耳泥龜，皆為都市區域常見爬蟲類。名

錄如表 4-6 所示。 

(2) 特有性 

本次調查共紀錄紅耳泥龜 1 種外來種生物。 

(3) 保育類 

本次調查尚未發現保育類。 

表 4-6 萬年溪水岸爬蟲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有鱗目 石龍子科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龜鱉目 地龜科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龜鱉目 地龜科 紅耳泥龜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Ais  

2 目 2 科 3 種 1 種 0 種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6. 昆蟲類 

(1)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 2 目 3 科 4 種，包括粉蝶科的台灣黃蝶及台

灣紋白蝶；弄蝶科的禾弄蝶；細蟌科的青紋細蟌，於當日現況台灣

紋白蝶應為當地優勢物種，大部分於人行道旁馬櫻丹及矮仙丹周

圍。名錄如表 4-7 所示。 

(2) 特有性 



本次調查台灣特有亞種生物共紀錄台灣紋白蝶 1 種。 

(3) 保育類 

本次調查尚未發現保育類。 

表 4-7 萬年溪水岸昆蟲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性 

鱗翅目 粉蝶科 臺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鱗翅目 粉蝶科 台灣紋白蝶 Pieris canidia Es  

鱗翅目 弄蝶科 禾弄蝶 Borbo cinnara   

青蛉目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2 目 3 科 4 種 1 種 0 種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7. 魚類 

(1)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 3 目 3 科 5 種，包括麗魚科的厚唇雙冠麗

魚、口服非鲫雜交種；鯉科的鲫魚及鯉魚；甲鯰科的琵琶鼠。名錄

如表 4-8 所示。 

(2) 特有性 

本計畫調查記錄厚唇雙冠麗魚、口孵非鯽雜交種、鯉魚、琵琶

鼠等共 4 種外來種魚類。 

(3) 保育類 

本計畫未記錄保育類魚種。 

(4) 樣站概述 

本計畫水域測站為萬年公園埤塘、萬年溪鄰近萬年公園處、萬

年溪鄰近復興公園處各一測站，萬年公園埤塘內主要棲息魚種為鯽

魚，另外厚唇雙冠麗魚、口孵非鯽雜交種、鯉魚、琵琶鼠等 4 種魚

類主要棲息於萬年溪跌水工兩側流速較緩處。 

表 4-8 萬年溪水岸魚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 

有 

性 

保 

育 

類 

鱸形目 麗魚科 厚唇雙冠麗魚 Amphilophus labiatus Ais  



鱸形目 麗魚科 口孵非鯽雜交種 Oreochromis sp. Ais  

鯉形目 鯉科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鯉形目 鯉科 鯉魚 Cyprinus carpio Ais  

鯰形目 甲鯰科 琵琶鼠 Pterygoplichthys sp. Ais  

3 目 3 科 5 種 4 種 0 種 

註 1：「Ais」指外來種。  

註 2：保育類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8. 底棲生物 

(1) 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 1 目 1 科 1 種，包括蘋果螺科的福壽螺。名

錄如表 4-9 所示。 

(2) 特有性 

本計畫調查記錄福壽螺 1 種外來種底棲生物 

(3) 保育類 

本計畫未記錄保育類底棲生物。 

(4) 樣站概述 

本計畫水域測站為萬年公園埤塘、萬年溪鄰近萬年公園處、萬

年溪鄰近復興公園處各一測站，於萬年溪測站因所屬渠道兩旁為混

凝土護岸無植被生長較無法提供底棲生物生長。 

表 4-9 萬年溪水岸底棲生物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類 

中腹足目 福壽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e Ais   

1 目 1 科 1 種 1 種 0 種 

註 1：「Ais」指外來種。  

註 2：保育類等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環境、生物及工作照 

本案環境、生物及工作照如圖 4-3 所示。 



  
萬年公園環境照 萬年公園環境照 

  
工作照-植物調查 工作照-鼠籠布置 

  
生物照-樹鵲 生物照-黑冠麻鷺 

  

生物照-鯽魚 生物照-澤蛙 

圖 4-3 萬年溪水岸環境、工作及生物圖 

 生態評析 

1. 生態議題 



(1) 萬年溪水岸空間環境改善工程於陸域生態部分多屬都市或鄉村區域

常見之物種，水域生態則多為外來種。 

(2) 本案為環境營造，完工後若未新植原生種植栽，容易被外來種侵略。 

2. 建議保育對策 

(1) 「補償」：於完工後再於現地種植原生種植栽以利環境綠化使用，建

議以誘鳥植物(苦練、樟樹等)及誘蝶植物(小實女貞、月橘、射干等)

優先考量。 

(2) 「減輕」：施工中所產生廢棄物須集中管理，以便免鳥類啄食。 

(3) 「減輕」：避免晨昏及傍晚施工，以影響鳥類作息。 

(4) 「減輕」：辦理揚塵抑制作業，例如：使用防塵網或禾桿覆蓋，大配

工地車輛清洗槽等措施避免揚塵。 

3. 生態關注圖 

本案因位於屏東市中心，鄰近皆劃設為人為干擾區。生態關注圖如

圖 4-4 所示。 



 
圖 4-4 萬年溪水岸空間生態關注圖 

  



 自主檢查表 

表 4-10 萬年溪水岸空間環境改善工程自主檢查表 

主辦機關 屏東縣政府水利處 

 

工程名稱 萬年溪水岸空間環境改善工程 

承攬廠商 宏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位點 

地點：屏東縣屏東市 

TWD97 座標 

萬年公園:197057.173 Y：2507250.308 

復興公園:196814.917 Y：2506591.403 

編號 項目 檢查標準 
檢查日期 

     

1 植被保護 

[減輕]辦理揚塵抑制作業，例如：

使用防塵網或禾桿覆蓋，大配工

地車輛清洗槽等措施避免揚塵。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2 物種保護 
[減輕]避免晨昏及傍晚施工，以影

響鳥類作息。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3 物種保護 
[減輕]施工中所產生廢棄物須集中

管理，以便免鳥類啄食。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4 植被復育 

[補償]於完工後再於現地種植原生

種植栽以利環境綠化使用，建議

以誘鳥植物(苦練、樟樹等)及誘蝶

植物(小實女貞、月橘、射干等)優

先考量。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是□否 

□尚未執

行期程 

異常狀況處理 

異常狀況類型 
□生態保護目標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工便道闢設過大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異常狀況說明  解決對策  

備註： 

一、本表於設計階段由生態團隊依生態友善措施研擬，於施工期間據以執行。 

二、本表於工程期間，由監造單位隨工地安全檢查填寫。 

三、如發現異常，保留對象發生損傷、斷裂、搬動、移除、干擾、破壞、衰弱或死亡等異常狀況，請註明

敘述處理方式，第一時間通報主辦機關。 

四、廠商每月填寫一次，生態團對 3 個月抽查一次。 

       承攬廠商(簽名)：                       日期： 

編號 1紀錄照片 編號 3紀錄照片 編號 4紀錄照片 

   

 

 



 生態檢核自評表 

表 4-11 萬年溪水岸空間環境改善工程自評表 

工程

基本

資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萬年溪水岸空間環境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黃苑景觀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屏東縣政府水利處 營造廠商 
宏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 ______ 市 ( 縣 )______ 區 ( 鄉、鎮、市 )______ 里

(村)______鄰 

TWD97 座標 

萬年公園 X：197057.173 Y：2507250.308 

復興公園 X：196814.917 Y：2506591.403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199,000 

工程目的 萬年溪水岸親水濕地公園營造-復興公園(6.8 公頃)、萬年公園(2.7 公頃)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攔水堰(橡皮壩)工程、碼頭及膜構工程、既有建築改善工程、景觀工程、植栽及照明等工程。 

預期效益 
創造平時提供居民休憩活動、涵養水源，並兼具萬年溪自然環境教育之空間；汛期時，具有滯洪效益，降低都是因劇烈的氣

候變遷所帶來的危害，實現屏東市成為友善、慢活及健康的新城市。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

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蒐集調

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

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萬年溪、牛稠溪及殺蛇溪                   

  □否 

工程

計畫

核定

階段 

三、 

生態保育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

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

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劃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團

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蒐集調

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對策 

調查評析、生態保育方

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

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

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計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

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

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

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

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

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

管理

階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

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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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嘉義市埤麻腳排水水質改善暨水岸環境再

造工程計畫 
設計單位 

湯城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工程期程 預計民國109年04月~110年12月 監造廠商 
湯城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主辦機關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營造廠商 
三裕正營造有限公

司 

基地位置 

地點：嘉義市西區大溪里(何庄段1號) 

TWD97 座標 X:188627.467 

Y:2597648.595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新台幣60,000千元 

工程目的 

利用嘉義市大溪里何庄段1號土地進行現地水質淨化規劃及水岸環境活化工程，

除可截流上游大溪厝分線內居民雜排水進行水質淨化外，應可寄望透過環境活化

再造流程，提供當地人民一個近水休憩空間。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利用自然淨化工法(礫間接觸氧化法及人工濕地)進行上游居民生活雜排水進行截

流淨化；並就環境再造構思，增加景觀綠美化、休憩設施及透水鋪面設施；採外

利用礫間接觸曝氣槽頂部增設休閒運動空間，有效利用場址空間。 

預期效益 

1.透過自然工法達到上游居民生活雜排水淨化；預期將可該埤麻腳排水水體水質

由嚴重污染河段(RPI=7)減輕污染至中度污染河段(RPI=5.5)。 

2.建築生態展示場地，除可營造生態棲息地、提升生物多樣性，更可重新打造在

地水岸活化空間，增添在地休憩環境。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

容 
檢核事項 備註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 址 位

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

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 

關 注 物

種 及 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鄰近土地公廟老榕樹及既有針葉樹。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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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區南側鄰近埤麻腳排水水系；工區西北側500公尺

處有舊人工養鴨埤塘。 

□否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 案 評

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計畫成立以 LID 理念，朝向自然淨化工法(人工溼地)設

置方式進行整體水體水質淨化之執行目標。整體規劃

仍待後續工區範圍之用地確認。 

□否：  

-- 

採 用 策

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

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針對可能影響之生物棲地，以朝向自然淨化工法(人工

溼地)設置方式進行整體水體水質淨化之執行目標。整

體規劃仍待後續工區範圍之用地確認。 

□否 

-- 

經 費 編

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否：計畫申請過程，時間較短，來不及編列相關經費預算，

故合併於規劃設計階段一併辦理。 

-- 

四、 

民眾參與 

現 場 勘

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

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前期階段主要先與當地里民服務處及社區發展協會進行

初步溝通，後於規劃設計階段再循序朝開居民說明會或

居民工作坊模式詳加討論。  

□否 

-- 

五、 

資訊公開 

計 畫 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相關工程計畫內容皆於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資訊公開

網頁(水及土壤保護科)。 

https://epb.chiayi.gov.tw/News.aspx?n=4059&sms=12004□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

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本案邀請嘉義大學生態專業團隊共同組成跨領域工作團

隊。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 態 環

境 及 議

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本次環境調查除預定工區範圍(嘉義市大溪里何庄段1地

號)外，亦增加外圍環境生態歷史文獻及現勘調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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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基於工程範圍為(嘉義市大溪里何庄段1地號)，其現況

屬於產業道路、土地公廟及鄰近居民逕行使用耕種及鐵

皮屋、廢棄鴨寮設施為主。其在避免影響既成道路通行

及土地公廟，其生態保全對象為土地公廟之老榕樹及鄰

近幾株遮蔭樹種。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 查 評

析、生 

態 保 育

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本案工程範圍為(嘉義市大溪里何庄段1地號)，現況為

一處荒廢用地，除雜草廢棄鴨寮外，其他多為當地民眾

逕行利用作為種菜耕農使用作；為避免影響原有交通動

線，其土地範圍內之道路予以迴避，予以縮小工區範

圍；此外為增加生態多樣性、降低生態環境影響，除以

人工溼地工法營造生態棲息區外，針對考量路面承載立

及結構安全範圍外之地區，則以增加綠地植栽及透水性

鋪面作為規劃。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 劃 說

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本案於規劃設計階段共辦理3場次規劃說明會及1次鄰近

地土討論工作坊。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 劃 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相關工程計畫內容皆於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資訊公開

網頁(水及土壤保護科)。 

https://epb.chiayi.gov.tw/News.aspx?n=4059&sms=12004□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

容 
檢核事項 備註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

團隊 

■是：本案邀請嘉義大學生態專業團隊共同組成跨領域工作團

隊。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 態 保

育措施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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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工 程

方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 計 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相關工程計畫內容皆於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資訊公開

網頁(水及土壤保護科)。 

https://epb.chiayi.gov.tw/News.aspx?n=4059&sms=12004□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

容 
檢核事項 備註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

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註：由臺南大學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設計監造單位及施工

廠商組成跨領域團隊。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 工 廠

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註1：由臺南大學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設計監造單位及施工

廠商組成跨領域團隊 

註2：施工前由跨領域團隊辦理工區生態環境現勘及施工調

查，予以擬定生態保育措施及方案。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

納入宣導。 

■是 □否 

註1：施工前由跨領域團隊辦理工區生態環境現勘及施工調

查，予以擬定生態保育措施及方案。 

註2：於整體施工計畫書第十一章 環境保護執行計畫內，針對

環境生態保護及生態檢核作業執行要求，設置專節說明。 

 

 施 工 計

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

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註：於整體施工計畫書第十一章 環境保護執行計畫內，針對

環境生態保護及生態檢核作業執行要求，設置專節說明。並

於施工圖說內，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生 態 保

育 品 質

管 理 措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履約文件內，明訂辦理施工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並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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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註1：於整體施工計畫書第十一章 環境保護執行計畫內，針對

環境生態保護及生態檢核作業執行要求，設置專節說明。並

於施工圖說內，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註2：依據工地環境生態擬定自主檢查，施工現況並無環境生

態異常情況產生。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

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註1：施工中除了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外，亦由跨

領域專業團隊，評估施工過程之生態影響，並予以討論後擬

定施工方案進行討論。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註1：歷次工程督導作業，亦一併查看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

況。 

註2：目前已完成生態檢核施工前、中之方案討論執行會議，

會議中除由跨領域專業團隊外，亦由主辦機關與會討論並予

以指導。 

 

三、 

民眾參與 

施 工 說

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註：因防疫期間無法召開會議，目前正籌劃以書面訪談方式

辦理。 

籌辦

中 

四、 

資訊公開 

施 工 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相關工程計畫內容皆於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資訊公開網頁

(水及土壤保護科)。 

https://epb.chiayi.gov.tw/News.aspx?n=4059&sms=12004 

 

維

護

一、 

生態效益 

生 態 效

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

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

施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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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階

段 

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 測 、

評 估 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

中 



 

 

 



1. 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東石漁港水環境營造

東石漁港周邊溼地生態豐富、環境多樣，西側有東石潟湖及外傘

頂洲，北側有北港溪及鰲鼓溼地，南側為朴子溪河口溼地，如圖

2.1.2-8所示，說明如下。根據文獻資料調查結果，現地並未發現關注

物種，且後續工程位於漁港內部作業區、魚市場、觀景平台等使用已

久設施，將不影響周邊生態發展。

1.東石潟湖及外傘頂洲

東石海域開放、海水交換尚佳，為貝類重要養殖區。外傘頂沙

洲內側海域，底棲生動物種類約 73種以上。而此區架設之蚵架提

供紅嘴鷗、黑嘴鷗等鷗科棲息。

2.北港溪

北港溪魚類達 19科 30種，其中河口處以彈塗魚及漢氏稜鯷為

優勢種；出海口甲殼類有 5科 12種，包括 4種蝦類、8種蟹類；而

出海口底棲類則有 7科 8種，其中以藤壺出現的數量最多。

3.鰲鼓溼地

鰲鼓溼地鳥類達 28科、75種。含特有亞種 5種，分別為大卷

尾、白頭翁、金背鳩及褐頭鷦鶯。保育類鳥類共 10種，一級保育

類有東方白鸛、黑面琵鷺和遊隼；二級保育類有小燕鷗、白琵鷺、

東方澤鵟和黑翅鳶；三級保育類有大杓鷸和紅尾伯勞。

4.朴子溪河口溼地

朴子溪出海口由灘地和紅樹林組成，土壤富含豐富營養物，孕

育多樣溼地動物，其中以海岸無脊椎動物最多，如招潮蟹、彈塗魚、

螺類、腹足類等。此外，根據鳥會調查紀錄，此區共有 179種鳥類，

其中以紅嘴鷗為大宗，其次是雁鴨科的小水鴨、尖尾鴨、赤頸鴨、

琵嘴鴨等。

1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東石漁港拍攝) 工程設施照片(既有人行設施)

工程設施照片(既有人行設施) 水岸及護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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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東石海岸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 紀錄日期 107.12.25

工程期程 108.10～109.12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159,581

基地位置 行政區：_  嘉義 縣_東石__鄉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東石漁港早期以傳統漁業漁港功能為主，近年來融入觀光遊憩元素，陸續建立漁人碼頭等親水、綠美化及遊憩設施，逐漸轉型為結合漁業觀光之多元

化漁港。惟港區因地層下陷、海浪淘刷及結構老舊等因素，整體環境已有改善必要，後續藉由專業的規劃、提供具體的改善方案。

工程概要

1. 環港道路改善工程

2. 區內道路及排水改善工程

3. 戶外地景工程

4. 魚市場環境改善

5.停車場綠美化建置

6.中央景觀台改善工程

7.商店街前鋪面改善工程

8.親子戲水區防水改善工程

預期效益

1. 親水：結合景觀步道及觀景點改善，落實親水環境。

2.生態：整理作業區東側綠地，打造生態空間。

3. 安全：改善排水問題，提昇環境安全。

4. 活力：創造觀光話題並結合周邊資源，促進地方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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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

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東石潟湖、朴子溪河口溼地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1)  東石海域為貝類重要養殖區，底棲生動物種類約      73      種以上。而此區架設之蚵架提供紅嘴鷗、黑嘴鷗等鷗科棲息。

(2)   朴子溪出海口由灘地和紅樹林組成，以海岸無脊椎動物最多，如招潮蟹、彈塗魚、螺類、腹足類等。此區共有      179      種鳥類  ，

其中以紅嘴鷗為大宗，其次是雁鴨科的小水鴨、尖尾鴨、赤頸鴨、琵嘴鴨等。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工址位於漁港區，且漁港內部工程不影響周邊生態環境  。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農業處漁業科及漁會召開會議，及舉辦地方民眾說明會，廣納民眾意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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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於      107      年      4      月      10      日辦理東石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民眾說明會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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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資料來源：嘉義縣 106 年度東石海岸濕地背景環境生物監測及生態保育行動計畫，嘉義縣政府，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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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白水湖水環境營造

計畫位置於朴子溪河口溼地範圍內(圖 2.2.2-5)，根據環境生物監

測與調查研究顯示，本據點周邊可能出現之生態物種如下。後續工程

方案將以低衝擊開發為原則，提出減輕生態環境壓力之相關對策，方

能進行各項改善工程。

1.大型底棲動物：溼地範圍內共計約 46種，計畫位置包含 7種，其

中鐘螺科、粗肋織紋螺和鐵尖海蜷為優勢種。 

2.鳥類：溼地範圍內共計 24科 62種鳥類，保育類有有大杓鷸、小燕

鷗及黑面琵鷺。而本計畫位置發現 21種鳥類，其中黑腹燕鷗、洋

燕、蒼鷺、鸕鷀等數量最多，保育類則有小燕鷗。

3. 植物：溼地範圍內共計 43種植物，優勢物種為海茄苳、水筆仔、

鹽地鼠尾粟、鯽魚膽、海雀稗及木麻黃等，計畫位置則以海雀稗為

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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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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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朴子溪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白水湖水環境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招標辦理中 紀錄日期 107.12.25

工程期程 108.10～109.12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92,603

基地位置 行政區：_  嘉義 縣_  東石 鄉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規劃將以白水湖滯洪池為發展核心，透過廊道串連，以及於大片藍色基地適當添加綠資源等策略，突顯周邊既有資源，發展兼具遊憩及教育價值之空間，豐富沿

岸風光。

工程概要

1.滯洪池環境教育體驗:利用大面積蚵架意象，呈現沿岸養殖產業與沿海岸的環境與生態發展，以此作為民眾教育體驗之場所。並將既有良好狀態之設施保留，搭

配舊時鹽田鐵路景觀步道，於路徑上適當設置教育平台及解說教育設施，提供民眾環境教育的解說與互動空間。

2.環池路徑體驗:回復舊鹽田鐵道路徑，重現早期鹽業地景，並提供民眾遊賞及教育之功能。鐵道路徑與周邊社區串連形成完整的環池路線，提供民眾騎乘自行車

及遊賞之路徑。

3.沿岸綠景空間營造:計畫區各分區植栽種植主要應選擇防風定沙、耐鹽之海濱植物，並以在地原生樹種為優先考量，利於後續之維護管理。根據上述之配置原則，

配合計畫區各分區之功能與特性需求，提出植栽選種之策略與建議如海桐、黃槿、水黃皮、濱刀豆、鯽魚膽、欖仁等。

預期效益 本計畫將建設嘉義海岸景觀營造及生態示範。除了打造滯洪池周邊休憩廊道空間，更營造濱海植物示範綠美化的環境教育空間。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

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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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朴子溪河口溼地  保育類有有大杓鷸、小燕鷗及黑面琵鷺。而本計畫位置發現之保育類有小燕鷗。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計畫位置於朴子溪河口溼地範圍內，工址附近為鹽田靜水區。

  □否 

生態環境及議

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計畫位置於朴子溪河口溼地範圍內，物種包括  :
1.  大型底棲動物：溼地範圍內共計約      46      種，計畫位置包含      7      種，其中鐘螺科、粗肋織紋螺和鐵尖海蜷為優勢種。 

        2.  鳥類  :  溼地範圍內共計      24      科      62      種鳥類，保育類有有大杓鷸、小燕鷗及黑面琵鷺。而本計畫位置發現      21      種鳥類，其中黑腹燕鷗、洋燕  、

蒼鷺、鸕鷀等數量最多，保育類則有小燕鷗。

        3.  植物  :   溼地範圍內共計      43      種植物，優勢物種為海茄苳、水筆仔、鹽地鼠尾粟、鯽魚膽、海雀稗及木麻黃等，計畫位置則以海雀稗為

大宗。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針對周邊之農地、蚵棚、廢棄鹽田等，雖以人為使用區域為主，但本工程仍會持續關注周邊生態狀況及是否有需保全對象之出現，且均

將採生態保全策略為主。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以不破壞生物既有棲地條件為原則，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規

劃「滯洪池環境教育體驗」、「環池路徑體驗」、「沿岸綠景空間營造」等示範工程。工址選擇既有人為活動區為主，採用生態工法及低衝擊

開發等手法；避免干擾現有生物棲地，並強化其生態營造，以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為目標。

  □否：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

配置方案?

  ■是：各據點之環境營造，均將先調查是否有關注物種或重要棲地之確實分布，落實研擬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提出對環境最少衝擊

之工程配置方案。本次提案非屬水利工程  (  護岸、堤防、固床工等  )  ，設計理念根據水環境條件，適當融入環境全面性的改變、調節性價

值、支持功能、文化功能等目的。本設計以減輕策略提出工程設計，包括  沿岸綠景空間營造增加綠覆率環境。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

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並召開跨局處會議，邀請景觀總顧問及相關單位提供意見，歷次會議東石鄉公

所皆派員參加，並於鄉公所辦理地方說明會。民間團體亦出席提供意見，供規劃單位修正報告。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於      106      年      10      月      19      日辦理民眾說明會公開資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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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態資

料覆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資料

建檔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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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嘉義縣沿海風華再現計畫－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營造

布袋港南側緊鄰好美寮溼地及布袋鹽田濕地(圖 5.6-1)，孕育豐富

的物種，為重要的生態棲地。本計畫位置為人為使用已久之已開發港

區，未包含溼地範圍，將不影響溼地生態；若後續鄰近溼地之工程方

案，也將以不干擾生態環境為原則，進行港區內各項環境營造作業。

根據環境生物監測與調查研究顯示，好美寮溼地及布袋鹽田濕地可能

出現之生態物種說明如下。

1.魚類：魚類約有 19科 23種，其中以慈鯛科的吳郭魚數量最多。

2.鳥類：鳥類約有 51種，數量較多的科種為鷸科及鴴科。其中保育

類物種共有 7種，包含保育類Ⅰ級（瀕臨絕種）黑面琵鷺、白琵鷺；

Ⅱ級（珍貴稀有）魚鷹、紅隼、黑嘴鷗、小燕鷗，以及Ⅲ級（其他

應予保育）紅尾伯勞等。

3. 植物：多為鹽田及潮溝邊常見的耐鹽植物，鮮少喬木。以多年生禾

本科、莎草科和菊科等植物為主，如鹽地鼠尾粟、海馬齒、裸花鹼

蓬、海雀稗等海濱植物，分佈於鹽田、溝渠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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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域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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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朴子溪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布袋港風華再現水環境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招標辦理中 紀錄日期 107.12.25

工程期程 108.10～109.12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291,347

基地位置 行政區：_  嘉義 縣_  布袋 鎮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布袋漁港應結合自身擁有的產業活動資源，深化在地特色；並發揮區位優勢，串連周邊多樣的自然、人文空間，營造舒適宜人的遊憩空間，同時強化

觀光吸引力。本計畫提出空間發展構想，包括七大分區，分別為「商港娛樂區」、「漁筏停泊區」、「水質淨化區」、「活動水域區」、「鹽業文化

區」、「地方文史區」、「溼地生態區」，並以上海路為主要軸線，串聯各分區及布袋南堤，完善整體動線規劃。

工程概要

1.鹽管溝排水鹽田主題活動區：運用廢棄鹽田規劃生態體驗區，豐富在地活動體驗，呼應鹽山的空間意象。回復周邊鹽鐵鐵軌意象營造地景，強化觀
光與在地文化的結合。

2.鹽管溝排水生態鹽田鹽鐵地景區：將鹽鐵路徑轉化成體驗路徑，並將舊時鹽鐵工作站作為教育解說的服務站點，重現鹽鐵與產業工作的空間，深化
鹽田觀光及教育的獨特主題性。

3.鹽管溝排水社區生活區：於鹽管溝排水水岸，透過步行空間設計、休憩節點空間規劃、矮牆型式改變等策略，強化社區與鹽管溝排水的互動模式。

4.布袋右岸海堤景觀營造：為促進整區活動發展，串連東西兩側景觀，將透過增設堤上步道及既有步道改善等方式，提升在地休閒遊憩功能。

5.布袋南堤環境營造：結合堤防步道改善工程與沿岸水環境營造，改善既有步道舖片及南岸堤岸優化，串聯第一漁港及觀光魚市，將行人帶入布袋南
堤遊賞漁港景色。

6.漁港景觀風貌改善策略：可將第一碼頭、第二碼頭之漁船遷移至第三碼頭，並結合周邊觀光資源，加入遊艇、帆船等水上活動，使觀光遊憩功能更
多元

7.鹽管溝排水水質改善：將於菜脯業者分佈最密集之見龍里，內田抽水站西北側國有地作為菜脯廢液處理廠位址。透過流水迴流稀釋、接觸曝氣等生
物處理系統，及設置耐鹽溼地之水質淨化手法，改善水質現況。

預期效益 本計畫將建設嘉義海岸景觀營造及棲地營造，增設休憩設施。除了打造親水空間外，更營造景觀綠美化、親水遊憩、寓教於樂的環境教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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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好美寮溼地及布袋鹽田濕地，保育類物種共有      7      種，包含保育類Ⅰ級（瀕臨絕種）黑面琵鷺、白琵鷺；Ⅱ級（珍貴稀有）魚鷹  、

紅隼、黑嘴鷗、小燕鷗，以及Ⅲ級（其他應予保育）紅尾伯勞等。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工址位於布袋港，南側緊鄰好美寮溼地及布袋鹽田濕地，。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本計畫位置未包含溼地範圍，將不影響前述兩大溼地生態。根據環境生物監測與調查研究顯示，好美寮溼地及布袋鹽田濕地可

能出現之生態物種說明如下。

1.  魚類：魚類約有      19      科      23      種，其中以慈鯛科的吳郭魚數量最多。
2.  鳥類：鳥類約有      51      種，數量較多的科種為鷸科及鴴科。其中保育類物種共有      7      種，包含保育類Ⅰ級（瀕臨絕種）黑面琵鷺、

白琵鷺；Ⅱ級（珍貴稀有）魚鷹、紅隼、黑嘴鷗、小燕鷗，以及Ⅲ級（其他應予保育）紅尾伯勞等。

3.  植物：多為鹽田及潮溝邊常見的耐鹽植物，鮮少喬木。以多年生禾本科、莎草科和菊科等植物為主，如鹽地鼠尾粟、海馬齒  、

裸花鹼蓬、海雀稗等海濱植物，分佈於鹽田、溝渠旁。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針對周邊雖以人為使用區域為主，但本工程仍會持續關注周邊生態狀況及是否有需保全對象之出現，且均將採生態保全策略為

主。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本計畫將結合堤防步道改善工程與沿岸的水環境營造，及周邊高跟鞋教堂、海岸自行車道、布袋港水產物流專區等資源，在工

程輕量化之原則下，打造生態、產業、觀光體驗共存共享的觀光遊憩景點。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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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本次提案非屬水利工程  (  護岸、堤防、固床工等  )  ，設計理念根據水環境條件，適當融入環境全面性的改變、調節性價值、支持

功能、文化功能等目的。  各據點之環境營造，均將先調查是否有關注物種或重要棲地之確實分布，落實研擬迴避、縮小、減輕

與補償策略，提出對環境最少衝擊之工程配置方案。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並舉辦地方民眾說明會，廣納民眾意見。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於      106      年      10      月      19      日、  107      年      7      月      26      日辦理民眾說明會公開資訊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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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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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鹿草後巷翻轉水環境營

造

計畫範圍於鹿草鄉鴨母寮排水，範圍周邊可能出現之生態物種，

鳥類以麻雀、白喉文鳥、小卷尾、斑文鳥、金斑鴴、燕鴴為主，此外

也為諸羅樹蛙、南海溪蟹、斑龜等特殊物種棲息之環境。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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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朴子溪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鹿草後巷翻轉水環境營造 設計單位 招標辦理中 紀錄日期 107.12.25

工程期程 108.10-109.12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82,677

基地位置 行政區：_  嘉義 縣_  鹿草 鄉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本計畫將結合排水改善工程與沿岸的水環境營造，及周邊社區產業及觀光遊憩等資源，打造生態、產業、觀光體驗共存共享的觀光遊憩景點。

工程概要

1. 鹿草門廳水岸景觀工程

2. 迎賓水岸環境景觀工程

3. 綠蔭步行水岸景觀工程

4. 鴨母寮排水護岸改善工程

預期效益
本計畫將建設嘉義鹿草景觀營造及棲地營造。除了打造圳路周邊親水及舒適步行空間外，更營造水岸景觀綠美化、親水遊憩、寓教於樂的環境教育空

間。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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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計畫範圍內可能有  諸羅樹蛙、南海溪蟹、斑龜等特殊物種。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工址位於八掌溪流域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本計畫範圍於鹿草鄉鴨母寮排水，範圍周邊可能出現之生態物種，  鳥類以麻雀、白喉文鳥、小卷尾、斑文鳥、金斑鴴、燕鴴為

主，此外，也為諸羅樹蛙、南海溪蟹、斑龜等特殊物種棲息之環境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以不破壞生物既有棲地條件為原則，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否：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本次提案非屬水利工程  (  護岸、堤防、固床工等  )  ，設計理念根據水環境條件，適當融入環境全面性的改變、調節性價值、支持

功能、文化功能等目的。  工址選擇既有人為活動區為主，採用生態工法及低衝擊開發等手法；避免干擾現有生物棲地，並強化

其生態營造，以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為目標。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並於      107      年      3      月      9      日、  3      月      13      日參與鹿草鄉公所舉辦之鄉政顧問會議  ，

了解在地居民對於鴨母寮排水整治的看法，廣納各方意見。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於      107      年      7      月      26      日辦理鴨母寮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民眾說明會  。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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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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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中埔藍綠生活軸線水環

境營造

計畫範圍於赤蘭溪舊河道白石硅圳，根據環境生物監測與調查研

究顯示，本計畫範圍周邊可能出現之生態物種如下：

1.魚類：以慈鯛科之吳郭魚、鯉科之粗首鱲、鰕虎科之明潭吻鰕虎與

斑帶吻鰕虎。

2.水生昆蟲：以雙翅目搖蚊科、蜉蝣目姬蜉蝣科及毛翅目網石蠶科。

3.鳥類：小環頸鴴、紅鳩、棕沙燕、麻雀、小雨燕、赤腰燕等。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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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八掌溪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中埔藍綠生活軸線水環境營造 設計單位 招標辦理中 紀錄日期 107.12.25

工程期程 108.10-109.12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74,442

基地位置 行政區：_  嘉義 縣_  中埔 鄉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水環境改善規劃原則包括：藍、綠帶水岸及綠帶空間規劃，引入低衝擊開發構想，導入適當親水遊憩活動，並針對既有服務設施功能予以加強，提升

整體水環境美質與休憩品質。

工程概要

1.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

2. 生活小品環境營造工程

3. 舊河路意境空間

4. 白石硅圳護岸改善工程

預期效益

1. 親水：結合景觀步道及賞景空間，落實親水環境

2. 生態：透過河岸植生綠美化，打造生態空間

3. 安全：掌握水質狀況及遊憩設施維護，提昇環境安全

4. 活力：創造觀光話題並結合周邊資源，促進地方活力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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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工址位於赤蘭溪流域。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水域生態  :  魚類以慈鯛科之吳郭魚、鯉科之粗首鱲、鰕虎科之明潭吻鰕虎與斑帶吻鰕虎數量較多。水生昆蟲以雙翅目搖蚊科、蜉

蝣目姬蜉蝣科及毛翅目網石蠶科數量較多。

陸域生態  :  鳥類以小環頸鴴、紅鳩、棕沙燕、麻雀、小雨燕、赤腰燕等數量較多。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本計畫範圍於赤蘭溪舊河道，周邊多為住宅、工廠、果園等人為使用區域，文獻資料與現地並未發現關注物種。經評估生態、

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並辦理民眾說明會，了解在地居民對於赤蘭溪整治的看法，廣納各方

意見。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於      107      年      7      月      26      日辦理民眾說明會  。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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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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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水環境改善計畫

大崙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檢核詳下表。

大崙段 889地號埤塘 大崙段 594地號埤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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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嘉南大圳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磐禹建築

師事務所

工程名稱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辦理提案中 紀錄日期 107.11.12

工程期程 107.09～109.12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41,5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_  嘉義 縣_水上__鄉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以水上鄉大崙村內之 889地號及 594地號埤塘範圍內為主，包括：藍、綠帶水岸及綠帶空間規劃，引入低衝擊開發構想，導入適當親水遊憩活動，並

針對既有服務設施功能予以加強，提升整體889地號及 594地號埤塘親水水環境美質與休憩品質。

工程概要

5. 水上鄉新大崙段889地號埤塘水環境改善

6. 水上鄉新大崙段594地號埤塘水環境營造

7. 大崙水系淹水問題改善(排水系統清淤)

預期效益

1. 增加區域親水空間及高灘地利用空間約 1.3 公頃。

2. 增加 2處埤塘水環境營造景觀工程，同時作為遊憩及生態教育處所。

3. 增設 2處礫間淨化示範區，作為水質淨化及示範教育基地。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磐禹建築師事務所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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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紅冠水雞、諸羅樹蛙、毛蕨、水丁香、水毛花、水莞等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嘉南大圳灌溉水系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鳥類物種以紅冠水雞為主要優勢種，及諸羅樹蛙等物種。植物分布包括毛蕨、水丁香、水毛花、水莞等普遍分布之原生草本植

物為主  。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本次提案非屬水利工程  (  護岸、堤防、固床工等  )  ，設計理念根據水環境條件，適當融入環境全面性的改變、調節性價值、支持

功能、文化功能等目的。工址水域生態以埤塘型人工湖的埤塘，以現有      889      地號及      594      地號埤塘範圍內為主，減少對生態之影

響  。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以局部清淤及增設周邊汙水截水溝等阻止附近民間廢水排入埤塘中，設立環湖步道並增加水上浮島等鳥類棲地  。

  □否：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埤塘周邊採多孔隙生態棲地概念設計，並增加挺水植物與浮水植物等複層式生態棲地，來營造小生物棲地之生存環境  。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並召開跨局處會議，邀請景觀總顧問及相關單位提供意見，會議水上

鄉公所皆派員參加，並於鄉公所辦理地方說明會。民間團體（大崙社區協會）亦出席提供意見，供規劃單位修正報告。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辦理民眾說明會、縣府新聞稿公開資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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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 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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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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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新埤滯洪池水環境

營造

新埤滯洪池與六腳朴子溪親水公園環境營造地理位置鄰近，

故生態環境調查內容相同。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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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朴子溪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新埤滯洪池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07.12.25

工程期程 210 日曆天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33,849

基地位置 行政區：_  嘉義 縣_  太保 市和 六腳 鄉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新埤滯洪池位於朴子溪流域中游，鄰近太保和朴子市的縣治特區，周邊重要景點包括：故宮南院、蒜頭糖廠。水環境將透過藍、綠帶水岸及綠帶空間

規劃，引入低衝擊開發構想，導入適當親水遊憩活動，並針對既有服務設施功能予以加強，提升整體水環境美質與休憩品質，加值地區觀光發展。

工程概要
本計畫屬於前瞻基礎建設之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位置位於嘉義縣六腳鄉之新埤滯洪池，本計畫工程項目包含 1. 藍綠地景景觀工程 2.水文化地景工程

3.入口景觀環境工程 4.植被過濾帶景觀工程

預期效益

1. 景觀生態效益：建設朴子溪水系中游景觀營造及棲地營造，增設引水設施。除了打造親水空間外，更營造景觀綠美化、親水遊憩、寓教於樂的環境

教育空間。

2. 觀光遊憩效益：可活化及整合周邊觀光資源，包含故宮南院、蒜頭糖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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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1)  環頸雉：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  二級  )  ，草地、蔗園為其生存環境，近年嘉義平原開發嚴重，數量有明顯減少。

(2)  黑翅鳶：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  二級  )  ，草地、農地為其主要棲地，與環頸雉相似，但因平地造林面積甚廣，族群數量仍

可維持穩定。

(3)  燕鴴：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  二級  )  ，夏候鳥，棲息於開闊草地或農田。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工址附近有既有朴子溪親水公園濕地、微型文創園區圳路。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1)  水系中以慈鯛科魚類為優勢種，在九月份豐水期記錄到花鰍的存在。

(2)  蝦蟹類仍以粗糙沼蝦、日本沼蝦為主，另有少量的字紋弓蟹。螺貝類則有唯一的一種：福壽螺。

(3)  烏類共      52      種，兩生類      4      種，爬蟲類      13      種，哺乳類      10      種，蝶類      56      種。鳥類為彩鷂、畫眉、紅尾伯勞等。兩棲類仍以黑眶蟾
蛤及澤灶為普遍分布的種類，小雨蛙與貢得氏赤蛙平均每月調查發現      1      隻。

(4)  哺乳類東亞家蝠數量在      500      隻以上，其餘物種則以錢鼠、小黃腹鼠、鬼鼠較多。

(5)  蝶類組成仍以弄蝶科、粉蝶科、灰蝶科、鳳蝶科、蚊蝶科為主，其中粉蝶科的白粉蝶及灰蝶科的藍灰蝶數量最多。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河岸草生地之植物組成大多為常見之多年生草本植物，其餘則為農地及次生林。爬蟲類數量平均偏少，蝎虎、斯文豪氏攀蜥稍

多，其中保育類有雨傘節、眼鏡蛇、臺灣草蜥、麗紋石龍子，但數量都不多。因此均將採生態保全策略為主。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新埤滯洪池水環境計畫將以減量化之親水設計為主，包括環池步道、點狀式的透水廣場及教育解說設施，並局部設置濕地淨化

池，以水生植物淨化提升環境保護功能，並以      LID      低衝擊開發設計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否：                                       

35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各據點之環境營造，均將先調查是否有關注物種或重要棲地之確實分布，落實研擬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提出對環境

最少衝擊之工程配置方案。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並召開跨局處會議，邀請景觀總顧問及相關單位提供意見，歷次會議

六腳鄉公所皆派員參加，並於鄉公所辦理地方說明會。民間團體  (  邑米社區大學  )  亦出席提供意見，供規劃單位修正報告。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辦理民眾說明會、縣府新聞稿公開資訊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本次提案非屬水利工程  (  護岸、堤防、固床工等  )  ，設計理念根據水環境條件，適當融入環境全面性的改變、調節性價值、支

持功能、文化功能等目的。本設計皆以減輕策略提出設計工法，包含選擇之鋪面材質及植栽種類，降低後續管理成本，促進

環境永續經營；將綠化面積最大化作為目標，並於種植多樣植栽，營造生物棲地環境，復育自然生態。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與在地      NGO      團體邑米社區大學合作，辦理水環境工作坊，將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公開討論，並與民眾意見交流，收集當地資訊  ，

納入作為設計調整方向。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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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資料來源：朴子溪河川情勢調查報告，經濟部水利署，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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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番路鄉仁義潭水

環境營造

本計畫區鄰近「八掌溪河川情勢調查」之忠義橋站。

(1) 水域生態

魚類以野生孔雀魚為主。蝦蟹類仍以日本沼蝦為主。

螺貝類則以瘤蜷為主。

(2) 陸域生態

鳥類以小白鷺、小環頸鴴、紅冠水雞及棕三趾鶉為

主。哺乳類以田鼷鼠、小黃腹鼠及錢鼠為主。兩棲類以

白頜樹蛙、黑眶蟾蜍、中國樹蟾及面天樹蛙為主。植物

以草本植物為主。

(3) 特殊物種

本區特殊物種說明如下，本案改善範圍以堤頂道路

景觀與堤後植被為主，應無明顯生態課題。

黑鳶、大冠鷲、鳳頭蒼鷹、魚鷹、領角鴞：珍貴稀

有保育類野生動物(二級)，留鳥猛禽；大赤啄木：珍貴

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二級)，淺山少見的鳥種；燕鴴：

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二級)，夏候鳥，棲息於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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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或農田。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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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八掌溪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番路鄉仁義潭水環境改善工程 設計單位 招標辦理中 紀錄日期 106.11.23

工程期程 107.04～108.10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143,723

基地位置 行政區：_  嘉義 縣_  番路 鄉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以生態休閒為主題，配合仁義潭水岸的環境條件，規劃適當的環潭步道與水岸自行車系統，運用生態工法與減法設計方式，建構「生態、休憩、安

全」核心價值，達到人為活動與自然棲地的平衡發展。

工程概要

1. 入口景觀節點改善:仁義潭聯外道路入口處之仁義潭水庫紀念地標，可以成為本區的入口意象區域。

2. 停車場景觀改善工程:仁義潭生態停車場應用透水性鋪裝材料鋪設地面，並間隔栽植一定量的喬木等綠化植物，形成綠蔭覆蓋，將停車空間與園林

綠化空間有機結合。

3. 林蔭大道景觀改善工程:建議經由本計畫，除兩側植栽的補植及優化，重新恢復居民過往記憶中之林蔭大道外，並於壩頂步道與嘉 127 連接處，經由

鋪面型式之改變，打造節點空間之意象，降低通過車輛之速度，保障遊客及行人之安全，並與壩頂步道串聯成完整之遊憩動線。

預期效益 本計畫實施後，預計可活化及整合嘉義縣番路鄉鄰近區域觀光景點，並有助於活絡周邊觀光旅館資源，串聯整體嘉義縣觀光產業的發展。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40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周邊可能出現之關注物種

(1)  黑鳶、大冠鷲、鳳頭蒼鷹、魚鷹、領角鴞：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  二級  )  ，留鳥猛禽

(2)   大赤啄木：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  二級  )  ，淺山少見的鳥種

(3)   燕鴴：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  二級  )  ，夏候鳥，棲息於開闊草地或農田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工址附近有既有滯洪池、朴子溪親水公園濕地、微型文創園區圳路。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1)  水域生態：魚類以野生孔雀魚為主。蝦蟹類仍以日本沼蝦為主。螺貝類則以瘤蜷為主。

(2)  陸域生態：鳥類以小白鷺、小環頸鴴、紅冠水雞及棕三趾鶉為主。哺乳類以田鼷鼠、小黃腹鼠及錢鼠為主。兩棲類以白頜樹

蛙、黑眶蟾蜍、中國樹蟾及面天樹蛙為主。植物以草本植物為主。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若只是改善堤頂道路景觀與堤後植被，應無明顯生態課題。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以生態休閒為主題，配合仁義潭水岸的環境條件，規劃適當的環潭步道與水岸自行車系統，運用生態工法與減法設計方式，建

構「生態、休憩、安全」核心價值，達到人為活動與自然棲地的平衡發展。

  □否：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本次提案非屬水利工程  (  護岸、堤防、固床工等  )  ，設計理念根據水環境條件，適當融入環境全面性的改變、調節性價值、支持

功能、文化功能等目的。  各據點之環境營造，均將先調查是否有關注物種或重要棲地之確實分布，落實研擬迴避、縮小、減輕

與補償策略，提出對環境最少衝擊之工程配置方案。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並召開跨局處會議，邀請景觀總顧問及相關單位提供意見，歷次會議

番路鄉公所皆派員參加，並於鄉公所辦理地方說明會。民間團體亦出席提供意見，供規劃單位修正報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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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辦理民眾說明會、縣府新聞稿公開資訊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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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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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嘉義縣八掌溪及朴子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六腳休憩廊道及

水環境營造(延伸段)

六腳休憩廊道及水環境營造(延伸段)與六腳休憩廊道及水

環境營造生態環境調查內容相同。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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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朴子溪水系 填表人
嘉義縣政府 /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稱 六腳休憩廊道及水環境營造(延伸段) 設計單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紀錄日期 108.01.03

工程期程 240 日曆天 監造廠商 -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嘉義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45,229

基地位置 行政區：_  嘉義 縣_  太保 市和 六腳 鄉        ；      TWD97 座標  X：                  Y：                 

工程目的
六腳休憩廊道位於朴子溪及六腳排水之間，鄰近太保和朴子市的縣治特區，重要景點包括：故宮南院、蒜頭糖廠及朴子溪親水公園。水環境將透過藍、

綠帶水岸及綠帶空間規劃，融合田園地景核在地文化，營造宜人的休憩廊道，並針對既有服務設施功能予以加強，提升整體水環境美質與觀光效益。

工程概要 本計畫屬於前瞻基礎建設之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位置位於嘉義縣六腳鄉之六腳自行車休憩廊道，本計畫工程項目為親水廊道改善工程。

預期效益

1. 景觀生態效益：建設朴子溪水系中游景觀營造及棲地營造，增設引水設施。除了打造滯洪池周邊水環境親水空間外，更營造景觀綠美化、親水遊憩、

寓教於樂的環境教育空間。

2. 觀光遊憩效益：可活化及整合周邊觀光資源。透過各項計畫增設休憩廊道設計，包括新埤環滯洪池自行車道，以及六腳休憩廊道(串連既有自行車道

橋，以及六腳蒜頭糖廠小火車鐵路延伸路段結合軌道前瞻基礎建設內容之加乘效果，健全嘉義縣自行車道路網，提供更優質的人本交通及遊憩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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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提

報核定

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1)  環頸雉：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  二級  )  ，草地、蔗園為其生存環境，近年嘉義平原開發嚴重，數量有明顯減少。

(2)  黑翅鳶：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  二級  )  ，草地、農地為其主要棲地，與環頸雉相似，但因平地造林面積甚廣，族群數量仍

可維持穩定。

(3)  燕鴴：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  二級  )  ，夏候鳥，棲息於開闊草地或農田。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工址附近有既有滯洪池、朴子溪親水公園濕地、微型文創園區圳路。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1)  水系中以慈鯛科魚類為優勢種，在九月份豐水期記錄到花鰍的存在。

(2)  蝦蟹類仍以粗糙沼蝦、日本沼蝦為主，另有少量的字紋弓蟹。螺貝類則有唯一的一種：福壽螺。

(3)  烏類共      52      種，兩生類      4      種，爬蟲類      13      種，哺乳類      10      種，蝶類      56      種。鳥類為彩鷂、畫眉、紅尾伯勞等。兩棲類仍以黑眶蟾
蛤及澤灶為普遍分布的種類，小雨蛙與貢得氏赤蛙平均每月調查發現      1      隻。

(4)  哺乳類東亞家蝠數量在      500      隻以上，其餘物種則以錢鼠、小黃腹鼠、鬼鼠較多。

(5)  蝶類組成仍以弄蝶科、粉蝶科、灰蝶科、鳳蝶科、蚊蝶科為主，其中粉蝶科的白粉蝶及灰蝶科的藍灰蝶數量最多。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河岸草生地之植物組成大多為常見之多年生草本植物，其餘則為農地及次生林。爬蟲類數量平均偏少，蝎虎、斯文豪氏攀蜥稍

多，其中保育類有雨傘節、眼鏡蛇、臺灣草蜥、麗紋石龍子，但數量都不多。因此均將採生態保全策略為主。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新埤滯洪池水環境計畫將以減量化之親水設計為主，包括環池步道、點狀式的透水廣場及教育解說設施，並局部設置濕地淨化

池，以水生植物淨化提升環境保護功能，並以      LID      低衝擊開發設計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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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

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本次提案非屬水利工程  (  護岸、堤防、固床工等  )  ，設計理念根據水環境條件，適當融入環境全面性的改變、調節性價值、支持

功能、文化功能等目的。  各據點之環境營造，均將先調查是否有關注物種或重要棲地之確實分布，落實研擬迴避、縮小、減輕

與補償策略，提出對環境最少衝擊之工程配置方案。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計畫先期規劃階段已與縣府水利單位多次工作會議研商，並召開跨局處會議，邀請景觀總顧問及相關單位提供意見，歷次會議

六腳鄉公所皆派員參加，並於鄉公所辦理地方說明會。民間團體  (  邑米社區大學  )  亦出席提供意見，供規劃單位修正報告。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辦理民眾說明會、縣府新聞稿公開資訊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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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資料來源：朴子溪河川情勢調查報告，經濟部水利署，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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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名稱：臺中市綠川水環境改善計畫(信義南街至大明路)污水截流及環

境復原計畫-第二工區 

二、 簡介： 

    「綠川」位於臺中市最早的都市計畫區域，也是緊鄰火車站的門戶之

河，經歷過日據時代、中區建城，充滿人文及歷史記憶，是最能代表臺中

的河川。市府首先啟動「新盛綠川廊道計畫」，以水潔淨、水安全、水空

間為三大主軸，為綠川(雙十路-民權路)段，帶來人潮及商機讓舊城新生，

緊接著完工啟用的綠川(復興路至愛國街)，更集合了社區、文創以及生活，

讓綠川顯露另一種飄著書香的文藝風情。延續前期綠川之成功經驗，綠川

三期(信義南街至大明路段)改善工程將水岸通行空間結合大車站計畫及綠

空鐵道計畫等連結臺中市綠園道系統，編織更完整的水與綠的網絡。 

    本計畫導入低衝擊開發工法及海綿城市概念，在防洪安全的前提下，

透過污水截流及礫間淨化處理系統藉以改善綠川水質；在景觀營造方面更

連結在地特性，除了中興大學配合拆除原有校園圍牆、機車道調整及新增

美村路口，創造大面積綠意空間，延伸整體視覺感受並改善學府路口用路

交通安全外，更將復興園道串連五權車站，提升整體綠色運具效能，並在

周邊綠地空間內增設具有創意巧思＂水的淨化＂之共融式遊具，讓不同年

齡層的民眾都可找到屬於自己的休憩空間。配合施工範圍、工項特性及不

同經費補助來源，共拆分為 5 個工程分別執行，本案係為永和街至大明路 

河段污水截流工程。 

  



三、 生態檢核(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理)：  

(一) 生態關注區位圖 

 

(二) 生態議題分析 

水域生態共發現 5 科 7 種 80 隻次，蝦蟹螺貝類 8 科 8 種 89 隻，蜻蛉目

成蟲 3 科 10 種 63 隻次，水生昆蟲 4 目 8 科，多數屬外來種或廣佈性生

物，並無稀有種生物。 

本次為調查為水域棲地屬兩面水泥的棲地，底質為礫石，水量尚屬充沛，

河道限縮，流速較快，底質擾動較大，周邊仍有多處民生廢水排入，因

此水色輕度混濁，稍有異味，水中仍可發現 2 種沉水性植物生長-聚藻和

龍鬚草，其餘均生長於邊坡或土丘的親水性或廣部性物種，水中生物則

以雜交吳郭魚最為優勢。 



(三) 生態保育措施 

1. 水質改善後可提供水中有機質來源、提供動物、昆蟲棲息躲藏、降

低水溫形成為棲地等多重生態功能，多數以保留為原則。 

2. 綠川水流充沛，但河道環境過於單調，以現地環境特性適度進行多

樣形態的水域環境等仿自然溪流之多樣環境營造。河道中保留現

有的且以為自然生態之礫石灘環境，提供水域多樣的環境予生物

棲息利用，有助於生物多樣性的提升。 

3. 選擇不同型態(如沉水性、挺水性)的水生植物，使其錯落生長營造

出空間結構的異質性，預期對於魚類、兩生類、蜻蜓及小型鳥類的

空間分布、族群數量及物種多樣性都有顯著的助益。 

4. 計畫區域內河道為水泥鋪底，硬體結構單調相似，造成此段流速、

底質等變化程度不足建議改善工程可嘗試應用新型工法調整渠道

底質並增加斷面上的變化，營造出水域的深淺變化與水流的快慢

流速，例如流速較緩的潭區，與流速較快的的礫灘區等。來增加水

域環境的異質性，以提供多樣的水生生物棲息利用，進而提高水域

生態的多樣性。 

(四) 生態保全對象及施工擾動範圍 

對於水中的物種而言，本工程河段中並無十分重要的關注區域。 

(五) 位置圖 

 



(六) 生態檢核資料 

截至現階段之生態檢核自評表及生態檢核報告。 

(七) 異常狀況處理計畫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1. 異常狀況處理計畫 

 

2.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3. 異常事件處置概況：無 



四、 工程資訊：包含項目如下： 

工

程

基

本

資

料 

1. 工程位置座標 
地點：台中市南區積善里 

TWD97 座標 X：2116642Y：2668609 
2. 主要工項 污水截流 

3. 核定金額 43,250,000 
4. 預算金額 35,850,000 
5. 決標金額 35,500,000 
6. 施工廠商 欽成營造 
7. 開工日期 108/5/27 
8. 完工日期 109/5/13 
9. 異常事件處置概況 無 
10. 生態保育措施執行情形 施工前中後生態檢核 

11. 施工前後照片  
施工前 

 
施工後 

 
  



五、 民眾參與之舉辦訊息、會議紀錄(照片)、現勘紀錄(照片)、回應情形 

 
20191104_樹健檢會勘 201900627_民眾訪談 

 

 

六、 計畫成果(照片、影片)： 

 
 

七、 相關新聞：提供新聞連結或新聞、臉書截圖。 

新聞連結：詳水利大台中 FB 

[綠川經驗延伸 中市府攜手興大打造「水岸大學城」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

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51456)detail/id/907/unit/5/mid
/118)  

綠川全流域整治，再創綠川風采新樂章[新聞發布｜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https://enews.epa.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52480bd4-0e12-4568-a853-
b24946551bd3) 

[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活絡舊城區！綠川串連水岸、鐵道環境 預計年底完

工](https://www.taichung.gov.tw/1548053/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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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臺中市綠川水質現地處理設施 水系名稱  綠川排水 填表人 陳坤元 

工程名稱 臺中市綠川水質現地處理設施工程 設計單位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紀錄日期 110.06.22 

工程期程 108 年 5 月 23 日~109 年 11 月 12 日 監造廠商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 施工廠商 山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228,000  

基地位置 行政區：台中市(縣)大里區(鄉、鎮、市)永隆里(村)        ；      TWD97 座標  X：216622.446 Y：2667644.167 

工程目的 
為改善綠川各河段水質污染問題，計畫主軸分為水潔淨、水安全、水空間等三個方向，首為淨化水質，以截流方式截取上游污染水源，經由礫間處理將 

水質淨化後放流回綠川運用，達到水質淨化目地。 

工程概要 
臺中市綠川水質現地處理設施工程北側為大明路、東側為環河路，西側及南側為旱溪河道，污水處理處理容量為 12,000 CMD（平均日流量），流程採用

礫間淨化處理，放流水經出流水槽輸送管排放至旱溪河道，污泥經污泥輸送管流放至污水下水道人孔。 

預期效益 

透過「臺中市綠川水質現地處理設施工程」操作削減或隔離污染源，預期綠川整治河段的水質由嚴重污染程度改善至輕度污染程度，提升綠川下游之水

體水質，使綠川全線皆可提供優質的近水空間，藉由綠川滯洪能力提昇，重新尋回周邊居民與水的記憶，創造水岸公共空間的親暱生活感受，讓河川找

回新生命。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2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經調查後工址內無任何關注物種，並且範圍原屬排水溝渠，無重要之生物棲地環境。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已於 108 年 3 月 28 日召開民眾說明會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已於 108 年 3 月 28 日辦理地方說明會，向在地居民、NGO 組織及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說明工程計畫內容，俾利各方人員瞭解本

案之設計方向。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羽林生態股份有限公司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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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已於 108 年 3 月 28 日辦理地方說明會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108 年 8 月辦理生態檢核報告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相關告示牌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一、 工程名稱：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信義南街至大明路)污水截流及環

境復原計畫-第一工區 

二、 簡介： 

    「綠川」位於臺中市最早的都市計畫區域，也是緊鄰火車站的門戶之

河，經歷過日據時代、中區建城，充滿人文及歷史記憶，是最能代表臺中

的河川。市府首先啟動「新盛綠川廊道計畫」，以水潔淨、水安全、水空

間為三大主軸，為綠川(雙十路-民權路)段，帶來人潮及商機讓舊城新生，

緊接著完工啟用的綠川(復興路至愛國街)，更集合了社區、文創以及生活，

讓綠川顯露另一種飄著書香的文藝風情。延續前期綠川之成功經驗，綠川

三期(信義南街至大明路段)改善工程將水岸通行空間結合大車站計畫及綠

空鐵道計畫等連結臺中市綠園道系統，編織更完整的水與綠的網絡。 

    本計畫導入低衝擊開發工法及海綿城市概念，在防洪安全的前提下，

透過污水截流及礫間淨化處理系統藉以改善綠川水質；在景觀營造方面更

連結在地特性，除了中興大學配合拆除原有校園圍牆、機車道調整及新增

美村路口，創造大面積綠意空間，延伸整體視覺感受並改善學府路口用路

交通安全外，更將復興園道串連五權車站，提升整體綠色運具效能，並在

周邊綠地空間內增設具有創意巧思”水的淨化”之共融式遊具，讓不同年

齡層的民眾都可找到屬於自己的休憩空間。配合施工範圍、工項特性及不

同經費補助來源，共拆分為 5 個工程分別執行，本案係為信義南街至永和

街河段污水截流工程。 

  



三、 生態檢核(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理)：  

(一) 生態關注區位圖 

 

(二) 生態議題分析 

    本次調查水域棲地部份屬三面水泥的棲地，水量尚屬充沛，溪床僅

少數區域有土丘，周邊有多處民生廢水排入，因此水色輕度混濁，稍有

異味，水中僅有 1 種沉水性植物生長-龍鬚草，其餘均生長於邊坡或土

丘的親水性或廣部性物種，水中生物則仍以雜交吳郭魚最為優勢。 

    調查發現水生植物(綠川溝渠內)共記錄 10 科 14 屬 15 種，均生長

於綠川溝渠範圍內，除龍鬚草為沉水性水生植物，其餘多數為親水性植

物，如木賊、水丁香和風車草等，主要位於水邊的邊坡、土丘等地，另

有廣部性的陽性植物，如大花咸豐草、鱧腸、榕樹和磚子苗等。 

  



(三) 生態保育措施 

    水質改善後可提供水中有機質來源、提供動物、昆蟲棲息躲藏、降

低水溫形成為棲地等多重生態功能，多數以保留為原則。 

1. 綠川水流充沛，但河道環境過於單調，以現地環境特性適度進行

多樣形態的水域環境等仿自然溪流之多樣環境營造。河道中保留

現有的且以為自然生態之礫石灘環境，提供水域多樣的環境予生

物棲息利用，有助於生物多樣性的提升。 

2. 選擇不同型態(如沉水性、挺水性)的水生植物，使其錯落生長營造

出空間結構的異質性，預期對於魚類、兩生類、蜻蜓及小型鳥類

的空間分布、族群數量及物種多樣性都有顯著的助益。 

3. 計畫區域內河道為水泥鋪底，硬體結構單調相似，造成此段流速、

底質等變化程度不足建議改善工程可嘗試應用新型工法調整渠道

底質並增加斷面上的變化，營造出水域的深淺變化與水流的快慢

流速，例如流速較緩的潭區，與流速較快的的礫灘區等。來增加

水域環境的異質性，以提供多樣的水生生物棲息利用，進而提高

水域生態的多樣性。 

(四) 生態保全對象及施工擾動範圍 

對於水中的物種而言，本工程河段中並無十分重要的關注區域。 

  



(五) 位置圖 

 

 

(六) 生態檢核資料 

截至現階段之生態檢核自評表及生態檢核報告。 

 

  



(七) 異常狀況處理計畫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1. 異常狀況處理計畫 

 

2. 異常事件處置概況 

無。 

四、 工程資訊：包含項目如下：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1. 工程位置座標 
地點：台中市南區長榮里 

TWD97座標 X：217086 Y：2669288 
2. 主要工項 污水截流 
3. 核定金額 57,525,000 
4. 預算金額 40,150,000 
5. 決標金額 39,700,000 
6. 施工廠商 欽成營造 
7. 開工日期 108/3/12 
8. 完工日期 109/6/15 
9. 異常事件處置概況 無 
10. 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11. 施工前後照片 
 

施工前 

 
施工後 

 
  



五、 民眾參與之舉辦訊息、會議紀錄(照片)、現勘紀錄(照片)、回應情形 

  
20191104_樹健檢會勘 201900627_民眾訪談 

六、 計畫成果(照片、影片)：施工中。 

 

 
七、 相關新聞： 

新聞連結：詳水利大台中 FB 

•[綠川經驗延伸 中市府攜手興大打造「水岸大學城」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

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51456)detail/id/907/unit/5/mid
/118)  

•綠川全流域整治，再創綠川風采新樂章[新聞發布｜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https://enews.epa.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52480bd4-0e12-4568-a853-
b24946551bd3) 

•[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活絡舊城區！綠川串連水岸、鐵道環境 預計年底完

工](https://www.taichung.gov.tw/1548053/post)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51456)detail/id/907/unit/5/mid/118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51456)detail/id/907/unit/5/mid/118
https://enews.epa.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52480bd4-0e12-4568-a853-b24946551bd3
https://enews.epa.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52480bd4-0e12-4568-a853-b24946551bd3
https://www.taichung.gov.tw/1548053/post


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臺南市水質淨化場功能提升及設施改

善 
設計單位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7.07.06~107.12.28 監造廠商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萬田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大腳腿排水水淨場、永康大排水淨

場、永康滯洪池水淨場、港尾溝溪水

淨場及仁德排水水淨場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25,600 

工程目的 提昇臺南市各水質淨化場之最佳化操作及處理效益，以改善河川水體水質。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屬功能提昇工程 

預期效益 

改善部分水淨場截流量，增加水質處理率，並針對參訪及操作人員之安全進行

規劃設計，進而符合「前瞻計畫」污水截流及水源淨化等目標，創造優質親水

空間。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

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2.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2 

 

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3.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4.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5.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6.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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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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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料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臺南市港尾溝溪疏洪道污水截流工程 設計單位 萬銘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8.12~109.11 監造廠商 萬銘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水利局 營造廠商 (尚未發包) 

基地位置 

地點：臺南市歸仁區武東里及大潭里 
座標： 
工程最北端大武路二段及中正南路二段路口

TWD97座標 X:2535731.688、Y:175567.754 
工程最西南端長榮路一段陸橋前 
TWD97座標 X:174674.780、Y:2534503.734 
工程最東南端長榮大學校門口約100公尺處 
TWD97坐標 X:175550.600、Y:2534107.864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本工程發包工程費約5,095萬
元整，總工程費約6,025萬元

整 

工程目的 

依「2018第一次二仁溪污染整治民間討論會暨二仁溪守護聯盟會議」提案內

容，因應沙崙綠能科學城之開發建置污水專管系統，未來整個高鐵台南站特定

區的廢污水會以污水專管送至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處理後再放流。本工程冀希

藉由晴天污水截流大潭社區周遭排水水體(排水箱涵及明渠大排-中洲溝)中之污

水並納入前開科學城污水專管，期待可經由本工程改善港尾溝溪疏洪道之水

質，並進一步改善港尾溝溪疏洪道匯入之二仁溪水質。 

工程類型 □交通、□港灣、□水利、■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本工程將截流進入港尾溝溪疏洪道之前位於長榮路一段(高速公路陸橋前)的排水

箱涵(截流點1)及位於長榮大學校門口以東約100公尺的明渠大排-中洲溝(截流點

2)。 
於(截流點1)既有排水箱涵旁新設截流站，並以重力方式銜接至本工程新設污水

人孔，並沿長榮路一段向東、中正南路三段路口轉北，最終於大武路二段路口

銜接至綠能科學城污水專管 G025a 人孔。 
於(截流點2)明渠大排-中洲溝旁新設截流站及揚水站，以壓力方式沿中洲溝向

西、長榮路口轉北、長榮路一段向西，並約於長榮路一段297號前接入本工程新

設人孔，並以重力方式延長榮路一段向西，最終於中正南路三段路口接入前開

本城新設重力管系統。本段壓力管之管徑為直徑150mm、管線長度約700m；重

力管為管徑300mm、管線長度約200m。 
本工程除前開管線數量外，另有 P900型人孔5座、P1200型人孔23座、P1500型
人孔1座、截流站(含沉沙)矩形人孔1座及揚水站1座。 

預期效益 

本工程完工後可將大潭社區及鄰近區域之污水截流並納入「沙崙綠能科學城污

水專管」最終進入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處理。 

預計截流工程完成後，每日截流水量可達2,500CMD(晴天流量為：排水箱涵

2,000CMD 及中洲溝500CMD)，經計算生化需氧量(BOD)可削減量至少79kg/day、

化學需氧量(COD)可削減量至少251kg/day 及 SS 削減量至少70k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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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參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料、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料

蒐集調查 

地理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留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林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類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老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林、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略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略，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本工程選用管線推進工程，可縮小開挖面積及餘土數量，可有效

減輕環境及該區生物之影響) 
  □否 

經費編列 是否有編列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參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理現場勘查，說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見？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領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基本資料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料?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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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略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參與 

規劃說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理規劃說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見?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領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見往復確認可行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參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領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尚未發

包> 

施工廠商 1.是否辦理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練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說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理措施 

1.履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異常情況處理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行，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行狀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參與 

施工說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理施工說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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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理

階

段 

一、 

生態效益 

生態效益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理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狀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行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益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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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鳳山圳滯洪池水質淨化場 設計單位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施工：107/01/31~108/08/03 

成效評估：109/03~112/02 
監造廠商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興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高雄市（縣）鳥松區（鄉、鎮、市）

仁美里（村）   鄰 
TWD97座標 X：186022.346 Y：2504409.378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30,000 

工程目的 
因鳳山圳及坔埔排水尚未完全截流，使得鳳山溪整體水體水質仍改善有限。為

使鳳山溪水質再提升，續推動此計畫來強化整治鳳山溪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鳳山圳截流處理、坔埔排水水淨場處理 

鳳山圳排水污水處理流程為：鳳山圳排水截流口 → 既有 MM 截流站 → 鳳山水

資中心 

坔埔排水污水處理流程為：坔埔排水取水口 → 進流抽水井 → 接觸曝氣氧化槽 

→ 礫石過濾區 → 出流水槽 → 放流至北側鳳山圳滯洪池 

預期效益 

1. 藉由整治坔埔排水及鳳山圳排水，達成營造市民休憩散步的綠色水岸、水

岸親水綠地、恢復水岸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境等4大目標 

2. 為改善鳳山圳污染，規劃在鳳山圳下游北側滯洪池出口處設置攔水壩(壩體

高度0.5 m)，經由約125 m 之截流管(管徑400 mm)後排入既有 MM 截流站

中，再經由既有截流管排入污水處理廠，設計截流量為6,000CMD，最大截

流量為15,000 CMD 

3. 坔埔排水水質淨化場設置槽體，設計處理水量為3,500 CMD，設計進流污

染濃度為 BOD：18.0 mg/L、SS：40.0 mg/L、NH3-N：7.5 mg/L；設計削減

率為 BOD：50 %、SS：80 %、NH3-N：50 %；處理方法採用接觸曝氣氧

化法，並設置進出流整流渠、礫石過濾區及污泥沉澱槽，池槽寬度9 m，長

度 27.8 m，深度5.9 m，預期可至少削減分別 BOD 31.5 kg/day、SS 112.7 

kg/day 及 NH3-N 13.13 kg/day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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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鳳山圳 

  □否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依據「鳳山溪排水系統及環境營造規劃（含治理計

畫）治理規劃報告」生態調查結果研擬工程配置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非於本工程中編列，另有專案執行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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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一、 工程名稱：黎明溝水環境改善計畫 

二、 簡介 

惠來溪系統河岸形式多為水泥護岸，整體視覺景觀相對灰冷且僵硬，本工

程計畫將運用污水截流、淨水再生及河岸綠化等三大工程手段，使惠來溪系統

整體水環境能夠大幅改善，再次與河岸親近。期望在兼顧防汛安全及河川生態

之前提下，引入藍帶遊憩空間，最終達到市民能親近自然環境、城市能提昇視

覺意象之雙重目標。黎明溝水域環境營造完成後，將使民眾對於整體環境舒適

度大幅提昇，同時，亦提供生物休憩空間需求，創造生態多樣化環境，透過河

岸親水空間之環境營造，導引周邊民眾及銀髮族群能多加親近水域，以達成營

造水與綠樂活空間。 

 
惠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位置略圖 

 
  



三、 生態檢核(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理) 

(一) 生態關注區位圖 

生態調查範圍為本工區黎明社區旁之黎明溝，上游干城街 166 巷 12 弄至

下游龍富路 5 段間河段，共計 462.57 公尺。陸域生態調查範圍為工區河段周

界範圍 500 公尺，另選擇二處水質調查取樣位置如下圖。 

 
(二) 生態議題分析 

調查範圍以人造設施、公園綠地及草生荒地為主，另有零星次生林及水

域環境分布。人造設施主要為民宅，公園綠地多栽植小葉欖仁、樟樹、楓香

及榕樹等物種，草生荒地常出現大花咸豐草、長穎星草、雙花草、高野黍及

大黍等物種，次生林常可見構樹及血桐，水域環境常可見甕菜、風車草、齒

葉睡蓮及竹仔菜等物種。本次調查時已施工，河道及邊坡正進行工程。 

陸域動物主要以適應人為干擾，如東亞家蝠、白頭翁、洋燕及白粉蝶等

平地較常見之物種為優勢。水域動物則以耐汙染較高之雜交吳郭魚為優勢物

種。 



(三) 生態保育措施 

(四) 生態保全對象及施工擾動範圍 

編號 物種 胸圍（m） 樹高（m） 
GPS 座標 

X Y 
0638002 榕樹 4.88 5.50 212124 2672519 
0638004 榕樹 4.87 5.18 212124 2672510 
0638006 榕樹 8.80 5.90 212107 2672519 
0719004 榕樹 2.70 5.40 211910 2672066 

註：座標系統為 TWD97（二度分帶）。 
 

 
資料來源：本團隊製作 
底圖來源：福衛二號遙測影像 

受保護樹木及植物樣區分布圖 



 
資料來源：本團隊製作 
底圖來源：福衛二號遙測影像 

施工前保育類分布圖 
  



(五) 位置圖 

 
調查路線、鼠籠與水域點位分布圖 

(六) 生態檢核資料 

計畫沿線環境 計畫沿線環境 



計畫沿線環境 計畫沿線環境 

鳥類調查工作照 哺乳類調查工作照 

 
 

夜間調查工作照 植物調查工作照 

木槿 白鶴芋 



假千日紅 矮仙丹花 

H1 樣區  H2 樣區 

東亞家蝠 鬼鼠 

紅鳩 珠頸斑鳩 



棕背伯勞 白腹秧雞 

斑文鳥 白頭翁 

疣尾蝎虎 鱉 

水域環境照 水域環境照 



水棲昆蟲調查 魚類調查 

魚類調查 雜交吳郭魚 

線鱧 福壽螺 
 

  



(七) 異常狀況處理計畫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1. 異常狀況處理計畫 

 
 

2.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無。 

3. 異常事件處置概況 

無。 

  



四、 工程資訊：包含項目如下： 

工程

基本

資料 

1. 工程位置座標 120.630103、24.157388 

2. 主要工項 
取水口攔污設施、初沉池、水資中心循

環備用水井、渠道型濕地 
3. 核定金額 676,000,000 
4. 預算金額  
5. 決標金額  
6. 施工廠商 五湖四海營造有限公司 
7. 開工日期  
8. 完工日期  
9. 異常事件處置概況  
10. 生態保育措施執行情形  

11. 施工前後照片 

 
施工後 
 

  



五、 民眾參與之舉辦訊息、會議紀錄(照片)、現勘紀錄(照片)、回應情形 

1061229 黎明溝施工前地方說明會 1060816 黎明溝地方說明會 
 

六、 計畫成果(照片、影片)： 

 
 
 



七、 相關新聞：提供新聞連結或新聞、臉書截圖 

新聞連結： 

(一) 中市再增添會呼吸河川 黎明溝水岸空間開工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7152/post) 

(二) 守護黎明溝生態 中市府與黎明國中合辦河川復育研習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7163/post) 

(三) 黎明溝水環境改善啟用 呈現嶄新水岸環境景象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7176/post) 

(四) 中市惠來溪、潮洋溪水水質淨化及環境景觀工程 打造永續水環境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207190/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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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黎明溝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系名稱 惠來溪改道接進下游並地下化-烏溪支流 填表人  

工程名稱 黎明溝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紀錄日期 107.9.1 

工程期程 107 年 1 月 26 日~107 年 8 月 22 日 監造廠商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 

工程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 施工廠商 五湖四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列附件) 

工程預算/經費 

（千元） 
36,570  

基地位置 行政區：台中市(縣)南屯區(鄉、鎮、市)黎明里(村)        ；      TWD97 座標  X：120.629820 Y：24.156730 

工程目的 
黎明溝堤防與整體水域之自然生態風貌及休憩機能仍欠缺，不易民眾親近且視覺景觀冰冷。此處水域環境亦時常受到上游污水偷排影響，故透過本案將

進行水域環境改善營造及污染防治機制 

工程概要 
本計畫依據「臺中市水系景觀環境營造實施計畫報告」，以「安居養樂生活河」生態迎賓河為發展主軸，打造黎明溝成為辨識臺中市的主要意象。工程

內容為「安居養樂生活河段」及「黎明溝生態基流補注」兩項要點 

預期效益 

隨著都市發展，環境生活品質及永續經營已成為民眾關注之主要議題。黎明溝在地方民眾自發性清潔維護之下，維持良好生態，具備環境教育機能。水

利局亦針對黎明溝提出環境景觀營造之前期規劃，在確保防洪排水之機能目標下，尋求「治水」、「利水」、「親水」及「活水」之機能，積極對水路空間

多元化利用，提高都市在地文化與生活價值，營造友善水岸空間，重新賦予黎明溝新活力，期望在兼顧河川生態及無障礙空間需求之前提下，引入休閒

遊憩空間，使民眾更親近自然環境、提昇視覺意象之雙重目標。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計

畫提報

核定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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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

及重要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生態環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

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經調查後工址內無任何關注物種，並且範圍原屬排水溝渠，無重要之生物棲地環境。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

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調查設

計階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

措施及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透過辦理地方說明會，向在地居民、NGO 組織及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說明工程計畫內容，俾利各方人員瞭解本案之設計方向。     

  □否：                                       

施工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

及工程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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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

品質管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

態資料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相關告示牌   □否：                                       

維護管

理階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態檢核

資料建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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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興化廍排水水質淨化場新建工程 
設計單位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365日完工，另90天試運轉 

開工日期:108年6月21日 
監造廠商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營造廠商 閎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屏東縣萬丹鄉甘棠村 
TWD97座標 X：196643.753 Y：2493492.411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114,800 

(含成效評估) 

工程目的 

 

削減水體污染、改善東港溪水體水質、提升東港溪水體可利用性。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興化廍排水水質淨化場工程係新建處理10,000 CMD 水質淨化處理設施，削減水

體污染量，改善興化廍排水水質。 

預期效益 
興化廍排水水質淨化場工程預期每日 BOD 削減367公斤(削減率約79%)、SS 削

減699公斤(削減率約87%)、NH3-N 削減65公斤(削減率約59%)。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2 

 

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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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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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鴨母港溝補助水處理工程」 
設計單位 

 九碁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9/03/05~ 109/11/29 監造廠商  九碁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勁竹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_新北_市(縣)_蘆洲  區(鄉、

鎮、市)______里(村)______鄰 

TWD97 座 標 X ： 121.4683_Y ：

25.0763_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46,000 

工程目的 補助鴨母港溝水源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_________     

工程概要 新建污水處理站 

預期效益 改善鴨母港溝水質及補注水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

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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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工區範圍避開生物棲地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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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

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

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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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龍頸溪、萬巒排水排水水質淨化工程 
設計單位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9.6.1-112.2.28(32個月) 監造廠商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營造廠商 閎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屏東縣竹田鄉及萬巒鄉 

TWD97座標 

龍 頸 溪 X ： 203927.440Y ：

2498121.034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參仟貳佰肆拾捌萬元 

工程目的 減水體污染、改善東港溪水體水質、提升東港溪水體可利用性。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_________     

工程概要 
龍頸溪工程係於東港溪萬巒大橋至潮州大橋河段高灘地，設置牧草施灌區或其 

他削減水體污染量之水質淨化設施，改善龍頸溪排水分洪道及萬巒排水水質。 

預期效益 

龍頸溪工程：利用植物植生方式施作漫地流場址或其他水質淨化設施，提供水 

質現地處理工法教育宣導功能，促成水域生態復育、水質自然淨化等環境生態 

效益。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

護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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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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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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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鹽水溪水環境

改善計畫-安順排水水質淨化場擴建 
設計單位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7.10.10～108.12.10 監造廠商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_ 臺南 _市(縣)___安南__區(鄉、鎮、

市)___ 州南___里(村)______鄰 
TWD97座標 X：170751.179 Y：2551980.506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66,700 

工程目的 

 

提升削減水體污染量、汰換更新老舊設備，以提升安順排水水體可利用性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____     

工程概要 水質淨化設施 

預期效益 
擴建本場處理單元及汰換更新老舊設備，提升安順排水水質淨化場處理量及處

理效益，並降低操作風險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

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2.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

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

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於既有廠內施工，施工區域與周界有相當距離隔絕。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

種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於既有廠內施工，施工區域與周界有相當距離隔絕。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

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於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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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

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於既有廠內施工，施工區域與周界有相當距離隔絕。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於既有廠內施工，施工區域與周界有相當距離隔絕。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

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於既有廠內施工，施工區域與周界有相當距

離隔絕。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7.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8.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9.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於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參予人員皆具環境工程背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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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既有廠內施工，無關注物種。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工程告示牌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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