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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左岸」：計畫介紹
傳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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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新
竹
左
岸

本
計
畫

新竹市「水與環境」二軸一區之一
配合周邊地貌治理，提供民眾優質景
觀生活的環境

左岸水環境長期棲地復育規劃，銜接
國土綠網政策

提昇水環境改善的生態復育效益
公私協力、環境教育網絡及生態資料
庫建置，強化在地社群及民眾的生態
意識與保育能量

水
與
環
境

前瞻水環境建設三大主軸之一
改善水質、營造多樣性棲地、環境永
續及復育

恢復河川生命力



4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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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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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動物調查規劃

• 中型哺乳動物族群與廊道調查
 台灣野兔、白鼻心、鼬獾及食蟹獴
等

 每2公里設置1部自動相機

• 全區霜毛蝠與其他蝙蝠調查(1
次)
 蝙蝠超音波偵測
 潛在蝙蝠棲所調查

• 日、夜間穿越線調查(1次)
 哺乳動物、鳥類、兩棲爬蟲類、
蝴蝶與蜻蜓

陸域生態資源調查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 10.07.13開始執行調查

109.07.13-18架設，至少放置1季



7棲地與植物調查規劃

植物種類與分布文獻蒐集

衛星影像判釋標定
(棲地調查與準備) 稀有植物

調查

製作敏感棲地與物種分布圖

保育復育課題與對策

棲地現地調查與室內製圖

棲地與植物調查

棲地調查方法
(參考新竹林管處區域綠網計畫)

外來入侵
植物調查

外來植物分布(範例)

 植物調查
 於109年7-8月，進行棲地圖調繪、基地範圍內
不同類型棲地植物名錄製作、稀有植物調查、
外來入侵植物調查，產出其分布圖

 針對棲地復育、劣化棲地改善提出對策，如優
質棲地營造、稀有植物保育復育、銀合歡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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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籠誘捕法配合手投網捕撈

 訪談當地釣客補充生態資料

手投網法

魚類
蝦蟹

 定點目視法為主，輔以蝦籠誘捕法

 設立2X2公尺方格，以望遠鏡監測
灘地
蟹類

定點目視法 觀測蟹類數量

 作業方法

1. 以棲地分布圖盤點、篩選生態敏感區域

2. 針對感潮帶以下招潮蟹類潛在棲地，工作範圍
全域則以快速棲地評估盤點初級原生魚類潛在
棲地進行1次調查

3. 人工濕地以盤點水域生態現況為主

4. 以棲地分布圖農牧用地邊緣設置螢火蟲調查樣
線，計算單位捕獲量並掌握族群活動狀況

 對策盤點

 研擬外來種移除計畫，營造原生魚類適生空間

 規劃關注區域，避免招潮蟹主要棲地被過度擾動

 針對現地螢火蟲族群，盤點保育與棲地連結方案

水域生物與螢火蟲調查規劃

螢火蟲調查樣線(紅色部分)

9-10月份間調查

7月份調查

誘捕法



9軟硬體設施改善調查規劃

保育措施生態議題常見工程

生物橫向阻隔

干擾濱溪植被

降低棲地多樣性

保留濱溪植被、選擇移除外來種

河道、高灘地整理

 配合生態調查工作執行，彙整計畫範圍內既存結構物功能、潛在生態
影響、評估改善潛力與方向

 回饋「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設計廠商有效的生態改善規劃
 針對現有解說設施、動線提出盤點與改善建議，並納入交流工作坊中，
蒐集使用者經驗作為調整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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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0KM

工作方案：生態情報地圖與平台銜接綠網
1.生態情報地圖產出

2.環境教育網絡銜接國土綠網保育機制
• 左岸區域/流域尺度的跨部門經營管理
對話平台，對接新竹綠網保育盤點平台
會議

彙整文獻、地景、
現地調查，形成
生態情報資料庫

依據主辦單位需
求，產出不同標
的之生態情報圖

依據關鍵物種需
求，研擬務實可
行的保育對策

供保育策略擬定、
環境營造及維護管

理工作使用



11階段性公開工作成果

1. 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計畫範圍、圖資、影像、生態調查、文史…等資料
 依據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更新

2. iNaturalist專案建置
 蒐集計畫範圍與外拓1km空間範圍的公民科學記錄
 透過API介接「生態情報資料庫」，利用公民科學社

群能量，維繫新竹左岸水環境計畫的生態資料更新

•計畫內生態文史文獻整理、調查資料、工作坊記錄、出版品與操作手冊等
工作產出，透過中研院「資料寄存所」網站發佈與保存
 妥善整理階段性計畫資料，以利機關資訊管理與研究發表使用
 提供關注本計畫進程的水環境社群參與、討論的資料素材，強化公私
部門溝通交流成效。

https://www.inaturalist.org/projects/f1ab8d38-d518-40c5-9e7a-c5243f28d760https://data.depositar.io/en/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

https://www.inaturalist.org/projects/f1ab8d38-d518-40c5-9e7a-c5243f28d760
https://data.depositar.io/en/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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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展現左岸特色，串連多元成果及活化再應用

地理資訊圖台 環境教育專區

生態導覽地圖

設計多元主題導覽地圖，展現水環境亮點
建立兼具親民及知性應用的資訊網站

建立開放流通的資料平台，
促進資料加值應用

生物資料 人文歷史 休閒遊憩

公民科學協
作平台

計畫資料
匯入

開放資料管
理協作平台

資 料 庫 建 置

資料應用及展示

metadata

地圖及影像

介接/匯入

metadata

其他資料

相關單位
資料庫

資料集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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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與進度
 藉由本計畫執行歷史與生態資料盤點、生態調查與保育對策規劃、建立
生態情報資料庫、建立公私協力網絡、連結國土綠網成果等工作項目，
期望能達成新竹左岸之環境復育，進而恢復頭前溪的河川生命力。



14

水環境工作坊辦理預告
類型 場次與主題 時間 地點

NGO
意見交流

漫遊頭前溪左岸：計畫說明工作坊 8/6(四) 13:30-16:30 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活
動中心

漫遊頭前溪左岸：從淨溪淨灘連動頭前溪 8/30(日)  09:00-12:00 荒野保護協會
新竹分會

環境教育

用手機記錄頭前溪自然生態iNaturalist工作
坊 9/6(日)  09:00-12:00 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活

動中心

新竹都市近郊的關注物種與生態課題 9/25(五)  18:30-21:30 場地確認中～

教育訓練

新竹左岸補綠網：前瞻水環境X國土綠網 8/27(四)  13:30-16:30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新竹左岸生態文史資訊蒐集成果與利用 9/21(一)  13:30-16:30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計畫期末前成果報告 10/15(四)  13:30-
16:30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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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左岸」：調查成果公開
傳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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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左岸周遭法定環境敏感區與關注區域套疊
查詢套疊周邊生態敏感區域
 國家級重要濕地
 飲用、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保安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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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左岸周遭棲地變遷初步分析

1966年：辮狀河道、河畔草地、農業使用為主 2018年後：農業用地、都市綠地、草生地為主

2016-2018國土測繪中心正射影像1966Cororna衛星影像(中央研究院GIS中心)

http://gis.rchss.sinica.edu.tw/corona/DS1035-2100DA135_c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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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腹幽蟌

青紋細蟌

毛蟹

經國大橋到中山高間｜柯子湖人工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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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裳蜻蜓

八哥

棕背伯勞

經國大橋到中山高間｜柯子湖人工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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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雉

鷺鷥

紅冠水雞

經國大橋到中山高間｜柯子湖人工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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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藻

毛蟹

長葉豇豆

中山高至頭前溪橋｜運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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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雲雀

台灣大豆

八哥

中山高至頭前溪橋｜運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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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高至頭前溪橋｜運動公園

蜜源植物、台灣大豆

翠鳥

草花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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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鴿

頭前溪橋到舊社大橋｜宏城駕訓班、前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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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橋到舊社大橋｜宏城駕訓班、前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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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環蛺蝶

頭前溪橋到舊社大橋｜宏城駕訓班、前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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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斑蝶

金背鳩

大卷尾

舊社大橋到空軍基地｜溪埔子人工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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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嘴鴨

䱗

大水莞

舊社大橋到空軍基地｜溪埔子人工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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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社大橋到空軍基地｜溪埔子人工溼地

小鷿鷈

褐斑蜻蜓

琵琶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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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基地到舊港大橋｜濱溪田園與感潮泥灘地

斑龜

澤蛙

彩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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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基地到舊港大橋｜濱溪田園與感潮泥灘地

ba c

ed f

hg i

a.北方丑招潮蟹｜b.麗彩擬瘦招潮蟹｜c.台灣厚蟹｜d.乳白南方招潮蟹｜e.弧邊管招潮蟹
f. 角眼切腹蟹｜ g.雙齒近相手蟹｜ h.粗腿擬瘦招潮蟹｜ i.德氏仿厚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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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基地到舊港大橋｜濱溪田園與感潮泥灘地

釣客活動

濱海採集

欖綠青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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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植被類型：原生植物優勢的區域
• 河床：甜根子草地
• 濱溪：白茅草地、水柳林
• 高灘地：白羊草與臭根子草地、耐溼植物優勢
的濕草地

白茅草地

甜根子草地

耐濕植物優勢濕草地河畔林(水柳)白羊草與臭根子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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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毛蝠在新竹左岸的活動頻繁
• 2020.07.13-15間調查，霜毛蝠在傍晚，由新竹市六燃一帶出發
後往北飛行，於新竹左岸全區域均錄得霜毛蝠的音頻

六燃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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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公地範位內農耕需更生態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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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物種復育會遭遇的外來種課題

斑腿樹蛙

外來魚類

美國螯蝦

運動公園生態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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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里機場外圍排水起點以北是較重要的水域棲地

紅螯螳臂蟹

麗彩擬瘦招潮蟹

弧邊管招潮蟹

渠道感潮範圍有小片泥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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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公園周邊台灣大豆棲地擾動頻繁

• 於2020.07.22-23調查到兩筆
台灣大豆記錄，2020.07.30
現勘，已有一個位置遭刈草
清除

• 生育地易有強烈人為干擾

2020.07.22

2020.07.30



39

新竹左岸的濱溪樹林內有野生動物活動

• 柯子湖溼地周邊：白鼻心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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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的濱溪樹林內有野生動物活動

• 柯子湖溼地周邊：白鼻心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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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的濱溪樹林內有野生動物活動

• 柯子湖溼地周邊：竹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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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的濱溪樹林內有野生動物活動

• 舊社大橋附近：臭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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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的濱溪樹林內的野生動物活動

• 溪埔子人工溼地：黑冠麻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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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的濱溪樹林內的野生動物活動

• 潛在干擾：犬貓數量很多，不利野生動物棲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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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親近左岸？新竹左岸水環境發展的現況
王博



46前瞻基礎建設水與環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願景

營造水綠融合，提升環境優化並恢復自然河川，建構永續之生活環境。

策略



47新竹市政府全國水環境計畫第三批次提案複評



48新竹市政府全國水環境計畫第三批次提案複評



49新竹市政府全國水環境計畫第三批次提案複評



50新竹市政府全國水環境計畫第三批次提案複評



51新竹市政府全國水環境計畫第三批次提案複評



52新竹市政府全國水環境計畫第三批次提案複評



53頭前溪水系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54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55頭前溪兩岸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56頭前溪兩岸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57新竹市國土計畫草案－國土功能分區模擬示意



58第二批次平面配置圖－野餐草原分區



59第三批次平面配置圖－柯子湖人工濕地



60第三批次平面配置圖－溪埔子人工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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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補綠網：前瞻水環境藍圖對接國土綠網
傳鎧



62生態網絡(Ecological Network)的核心概念與精神

 保存重要的生態系統、棲地、物種與地景
 關鍵物種的棲地面積足以維持其有利的保育狀態
 有擴散或遷徙需求的物種能有足夠的成功機率
 復原被破壞的關鍵環境系統
 建立關鍵環境系統面對威脅時的緩衝區

核心區：具有高度生態保育價值的棲地，具有高度生物多樣性
或稀有物種，物種族群可長期存續，並向外擴散到其他區域

緩衝區：圍繞核心區、復育區、廊道的區域，避免受到外部的
負面影響

生態廊道：連結核心區，使物種可在核心區間遷移擴散，包括
線性連接二核心區的廊道，及數個棲地區塊組成的踏腳石廊道

復育區：復育或規劃成良好棲地的區域，最後可形成核心區，
以強化生態系功能完整性及增加生物族群

永續利用區：以永續方式經營自然資源及適度經濟活動，可維
持生態系服務，支持部份生物的生存及移動

資料來源：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計
畫



63生態保育課題保育需求與分析

•依區域環境特性綜整資訊盤點結果，針對綠網關注
區域與課題進行保育需求與分析

•建議優先推動綠網之區域與對接
1. 農地環境
2. 海岸生態造林
3. 埤塘環境
4. 草生地環境
5. 河川水域
6. 淡水河口溼地
7. 海岸環境
8. 國土計畫功能分區資料對接

推動綠網工作(六大面向)
王佳琪、石芝菁、羅尤娟、夏榮生，2019。國土生態綠網
之實務工作與效益。台灣林業45(1)：專輯 共享森林生態系
服務價值

資料來源：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計
畫



64關注棲地指認-竹苗平原(3c)

•自然資源集中於水域廊道及溼地

苗栗市農田

頭屋老田寮溪

香山濕地/ 
半鹹水草澤與溼草地、潮間帶

頭前溪/ 辮狀河

資料來源：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計
畫



65關注生物盤點

•竹苗平原已盤點之關注生物種類與棲地偏好盤點
棲地類型 陸域植物 陸域動物 水域動物

A森林 2種：水筆仔、台灣假黃楊
20種：石虎、魚鷹、大冠鷲、灰面鵟鷹、鳳頭蒼鷹
赤腹鷹、日本松雀鷹、松雀鷹、北雀鷹、蒼鷹、黑
鳶、東方鵟、鵟、領角鴞、黃鸝、紫綬帶、台灣藍
鵲、白耳畫眉、鉛色水鶇、台北樹蛙

－

B草地與
灌叢

13種：台灣紺菊、椬梧、高氏柴胡、
華薊、小燈籠草、長葉茅膏菜、霞山
大戟、大胡枝子、百金花、光巾草、
三葉蔓荊、尼氏畫眉草、新竹地錦

10種：石虎、環頸雉、黑翅鳶、東方鵟、鵟、紅隼
紅尾伯勞、台灣畫眉、八哥、短耳鴞 －

C草澤地 2種：野生稻、長葉茅膏菜 7種：東方澤鵟、花澤鵟、彩鷸、諾氏鷸、黦鷸、
半蹼鷸、草花蛇

5種：飯島氏銀鮈、七星鱧、高
體鰟鮍、蓋斑鬥魚、日本沼蝦

D流動水
域 3種：台灣大豆、柳絲藻、水筆仔 2種：鉛色水鶇、鴛鴦

17種：飯島氏銀鮈、日本鰻鱺、
纓口台鰍、台灣間爬岩鰍、七星
鱧、短吻小鰾鮈、高體鰟鮍、蓋
斑鬥魚、花鰻鱺、雙帶縞鰕虎、
褐塘鱧、日本絨螯蟹、字紋弓蟹、
日本沼蝦、大和沼蝦、貪食沼蝦、
寬掌沼蝦

E靜態水
域 －

15種：鴛鴦、黑面琵鷺、魚鷹、東方澤鵟、花澤鵟
黑鳶、水雉、諾氏鷸、黦鷸、半蹼鷸、黑嘴鷗、玄
燕鷗、白眉燕鷗、小燕鷗、草花蛇

7種：飯島氏銀鮈、日本鰻鱺、
七星鱧、高體鰟鮍、蓋斑鬥魚、
花鰻鱺、日本沼蝦

F海岸 4種：椬梧、雲林莞草、光巾草、水筆
仔

16種：唐白鷺、黑面琵鷺、東方鵟、鵟、諾氏鷸、
黦鷸、大杓鷸、半蹼鷸、黑嘴鷗、玄燕鷗、白眉燕
鷗、小燕鷗、紅燕鷗、蒼燕鷗、鳳頭燕鷗、遊隼

2種：日本絨螯蟹、字紋弓蟹

G裸露與
稀疏植被

區
－ 2種：環頸雉、燕鴴 －

H農牧用
地 3種：稻搓菜、日本鯽魚草、野生稻

13種：石虎、環頸雉、花澤鵟、彩鷸、水雉、諾氏
鷸、黦鷸、半蹼鷸、紅隼、紅尾伯勞、八哥、草花
蛇、台北樹蛙

－

I都市綠地
與開放空

間
2種：日本鯽魚草、華薊 6種：鳳頭蒼鷹、領角鴞、紅尾伯勞、黃鸝、台灣

藍鵲、八哥 －

J建成地區 1種：新竹地錦 2種：霜毛蝠、八哥 －資料來源：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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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北沿海棲地(許厝港濕地、稀有草生植物環境)

桃園埤塘

新竹沿海棲地
(香山濕地、新竹十七公里海岸、礫石灘棲地)

苗栗草生環境(稀有草生植物)

石虎重要棲地

淡水河水域廊道(四斑細聰、雙截蜻蜓、賽琳蜻蜓、三角蜻蜓)

藻礁棲地

槲櫟重要棲地

桃竹沿海棲地(新豐濕地、礫石灘棲地)

苗栗沿海棲地(礫石灘棲地)

草鴞棲地

觀音山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棲息環境

苗栗埤塘(水生昆蟲、柴棺龜)

火炎山自然保留區

生態綠網圖
逐一辨認應予以保護、
連結之區域，轉化為
生態綠網之不同組成
元素

資料來源：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計
畫



67生態保育課題保育需求與分析-河川水域

•河川水域為獨特且具連結性之
生態廊道，然而缺乏基礎研究
 缺乏物種分布、棲地偏好、敏感
棲地類型、生態敏感河段等資料

•主要環境課題不易處理
 河川橫向構造物阻隔洄游路徑

(棲地破碎)、開發導致棲地消失、
水質汙染、外來種入侵、違法捕
魚

•建議優先與前瞻水環境河川改
善計畫對接(恢復水岸生命力)，
研提綠網工作(原生植被復育、
水域廊道連結、瀕危物種保育)
之指引原則與方法

縣市 水環境改善計畫

新北市
(轄區範圍)

 新店溪系整治及水環境營造
 大漢溪系整治及水環境營造
 淡水河系整治及水環境營造
 新北市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二重疏洪道出口堰親水環境再造計畫
 都市方舟水環境營造計畫
 新北市水質改善工程計畫
 新北市休憩廊道環境營造

桃園市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社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新竹市

 新竹市頭前溪左岸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
 新竹17公里海岸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
 新竹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計畫
 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青草湖周邊景觀改善與清淤工程

新竹縣
 頭前溪整體水岸環境營造計畫
 鹽港溪上游生活圈水環境景觀改善計畫
 新竹海岸線水環境整體改善計畫

苗栗縣

 西湖溪整體環境營造計畫
 苗栗縣大安溪生態景觀公園亮點計畫
 中港溪東興堤岸河廊營造計畫工程
 後龍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龍鳳、外埔漁港排水及環境整體營造工程
 竹南鎮水岸環境改善工程計畫

計畫範圍內水環境改善計畫/已核定28件

資料來源：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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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廊道範圍與棲地盤點

保留關鍵棲地

確認關注生物與其利用的關鍵棲地

擴大自然棲地

點狀自然棲地營造(周邊非自然可用土地)

既有公園綠地生態化

盤
點

保
留

營
造

劣化棲地改善

•「新竹市頭前溪左岸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為例
 透過資料盤點、分析，保留生態關鍵棲地，並於改善計畫規劃劣
化棲地改善、自然棲地營造工作

棲地盤點

關鍵棲地保留與營造規劃(示意)

水環境計畫推動綠網工作之參考流程

資料來源：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計
畫



69區域綠網工作發展重點區域

①

資料來源：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計
畫



70

頭前溪左岸濱溪緩衝帶生態廊道串連破碎地景



711904年頭前溪沿岸的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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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頭前溪的生態廊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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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頭前溪的生態廊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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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頭前溪的生態廊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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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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