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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係基於過往新

竹左岸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成果，強調透過生態文史資料蒐集與詮釋，跨越

公私部門進行協力合作，以生態情報圖、資料庫與線上展示系統、環境教

育網絡倡議等方案作為工作方法，提供關注物種盤點、棲地改善、生態復

育、環境教育方案等未來新竹左岸水環境在維護管理、方案規劃等面向之

有效參考資料，也提出與國土綠網計畫切合，實現區域藍綠帶復育的長期

願景。相關工作方案的推展與資源，更於本計畫內依據不同使用者背景、

使用目標等特性整合為資料運用的指引方案，可提供不同業務與策略推廣

使用。 

本計畫的執行，使新竹左岸區域的生態文史資源有效整合於書面、圖

面資料中，更提供可用於未來精確規劃的生態情報地圖資料，讓不同背景

的權益關係人依據需求取用。這些資料也是提供給未來水環境規劃或其他

環境治理的重要資訊。 

 

一、歷史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 

本計畫「歷史與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以頭前溪流域周邊的竹

塹地區為範疇，蒐集、盤點歷史人文遊憩資料蒐集，進行整理、詮釋

等工作，除產出歷史文獻編目、人文遊憩資源盤點表之外，更納入本

計畫開發「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網站」作為資料庫查詢成果，並據

此發展文史面向的導覽計畫「河圳歷史風貌-穿梭古今新竹左岸」與書

冊編輯。計畫中亦盤點未來可交流串聯的關注在地潛力單位，提供未

來在結合國土綠網計畫執行棲地復育工作時的潛在諮詢或合作對象，

也為新竹左岸發展環境教育網絡提供人文歷史面向之基礎。 

另外，本工作項目中的生態文獻蒐集部分，以臺灣生物多樣性網

絡、研究文獻蒐集等方式，盤點出霜毛蝠、中小型哺乳動物、陸生螢

火蟲、臺灣大豆、柳絲藻、禾草芋蘭等關鍵物種，提供計畫內生態調

查動線、期程規劃，及配合產出後續棲地復育規劃。又生態資料之盤

點，其中具有明確空間資訊的部份，亦納入本計畫生態情報資料庫內

進行發佈，提供後續關注頭前溪生態或環境治理的人員參考運用。 

本章所盤點之生態、文史資料，除了指引本計畫之現地作業以外，

亦配合整理為「遊憩資料盤點」與「解說資料盤點」兩個資料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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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彙整遊憩利用的空間節點，以及具有環境文史教育解說潛力的點位

資料，可作為後續辦理環境教育或解說導覽的重要參考資料。此二資

料集已納入本計畫生態情報資料庫內進行發佈。 

條列「歷史與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工作項目成果如下： 

(1) 盤點、整理歷史人文遊憩資料並進行整理與詮釋工作，蒐集資料

條目共1,538筆彙整成資料庫，納入「生態情報網」中。 

(2) 彙整歷史文獻編目88條目、人文遊憩資源盤點表。 

(3) 蒐集、盤點生態文獻資料，共彙整63篇與生態調查資料。 

(4) 盤點「遊憩資料盤點」與「解說資料盤點」資料集，共71個點位。 

(5) 彙整前述資料上傳於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6) 將歷史與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成果編列成冊。 

 
二、生態調查及對策 

本計畫之核心概念，為透過生態、文史盤點調查，以及公私協力

方案，建立完整且可行的新竹左岸生態保育對策。109年7月至10月間

投入至少68.5人日執行生態調查，共計產出1,519筆觀察資料。此外，

建立包含陸域、水域之主要動植物等類群的名錄資料，與過往物種調

查記錄對照。並透過關鍵物種(中小型哺乳動物、霜毛蝠、臺灣窗螢、

灘地蟹類、臺灣大豆等)的專題調查，提供其分布狀況、生態課題、以

及細節保育對策。 

此外，針對工作範圍內，本計畫也提供詳細的軟硬體設施、空間

盤點成果，以提供未來此地的環境治理單位、關注團體參考。透過彙

整大量的現地資訊，本章工作項目提供基礎資料，並進一步於期末報

告書內第六章彙整為未來與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可對接的實

際操作方案。 

條列「生態調查及對策」工作項目成果如下： 

(1) 執行陸域動物資源生態調查，建置新竹左岸陸域動物名錄，包含

哺乳類、鳥類、兩棲類、爬蟲類、蝴蝶、蜻蜓，並進行關鍵物種專題

調查，包含霜毛蝠與其他蝙蝠調查、中型哺乳動物群族與廊道調查(紅
外線自動相機) 。 

(2) 執行植物資源態調查，建置新竹左岸植物名錄，並進行關鍵物種

專題調查，包含稀有植物臺灣大豆、外來植物現況與處理方案。 



 iii 

(3) 配合文獻蒐集與關鍵物種調查進行棲地圖調繪。產出新竹左岸7類
型主要棲地說明與分布圖，並分為4級棲地生態品質，依據關鍵物種

調查成果指認9種重要關注棲地。 

(4) 執行水域生態調查，建置新竹左岸魚類、淡水蝦蟹類，並進行關

鍵物種專題調查，包含灘地蟹類調查、螢火蟲調查。 

(5) 進行新竹左岸軟硬體設施生態友善改善措施盤點，協助新竹左岸

水環境工程計畫處理生態議題。 

(6) 將生態調查及對策完整內容編列成冊。 

 
三、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 

本計畫彙整計畫內調查之生態文史資料及外部資料，建立生態情

報資料庫，於資訊公開與資料流通兩個面向進行加值服務。其中在資

訊公開的部分，透過建置民眾資訊網(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以親民

友善的設計理念，視覺化地呈現左岸地區生態物種與人文歷史的背景

知識，並建置資料查找的服務，讓使用者能夠便利地查詢資料庫所蒐

整的生態及文史資料，並於互動導覽情報地圖中呈現資料分布狀況。 

此外，在資料流通面，本系統蒐整了計畫範圍內之調查資料及利

用介接與匯入的方式所串接的外部資料，於本系統中進行資料彙集，

並可利用資料集的方式對外發布本計畫之調查成果，供學術團體或一

般民眾下載進行加值利用。另因應環境教育的需求，本系統建置環境

教育專區，可作為相關環境教案、活動辦理成果之資料流通平台，同

時建立現地生態情報回饋機制，鼓勵民眾一齊參與生態調查工作，提

升公私協力合作力道，最終達到人與環境共存共榮之發展目標。 

條列「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工作項目成果如下： 

(1) 以FAIR科學資料管理原則管理和開放計畫收集整合的生態、文史

資料與空間圖資。 

(2) 利用前項彙整的資料建置生態情報地圖資料庫，以視覺化互動地

理資訊平台提供不同使用者瞭解左岸生態、文史、遊憩的導覽資訊。 

(3) 網站的環境教育專區亦提供生態、歷史資訊查詢及資料下載功能；

環境導覽計畫及相關資料集亦可由專區下載。 

(4) 民眾可運用個人的行動裝置安裝iNaturalist App拍攝、上傳左岸的

生物和棲地照片，上傳的生物照片由iNaturalist平台和社群協助鑑定物

種，並定期自動透過API匯入本計畫建置的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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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計畫以響應式網頁技術應用生態情報資料庫建置便於民眾利用

電腦及各種行動裝置瀏覽的左岸生態情報地圖網站。 

(6) 網站發佈：https://ecomap.hccepb.gov.tw/ 

 
四、建立公私協力網絡 

本計畫透過8場水環境工作坊，積極連結各類權益關係人，依據

其可能在新竹左岸生態保育扮演的角色，將之納入新竹左岸環境治理

的協力社群。過程中，逐漸辨識與聚焦新竹左岸的自然保育與環境議

題，凝聚權益關係人之間的共識，持續累積關注量能。同時，強化在

地社區與關注團體實際參與頭前溪自然觀察乃至於環境治理的能力，

並促成跨權責單位的交流與溝通，提出頭前溪流域公私協力治理平台

之開端。 

此外，新竹左岸水環境教育素材豐富，為使讓在地居民與遊客深

入瞭解新竹左岸，本計畫將生態與文史調查成果轉化為三份具體的生

態導覽計畫，分別針對不同類型的來訪者，提供適合的活動形式與內

容。此三份生態導覽計畫可做為新竹左岸環境教育發展之基礎架構，

每份計畫可再延伸擴增內容，公開提供予致力於新竹左岸環境文史教

育之團體與個人運用，提升在地民眾參與推廣水環境教育之程度。 

條列「建立公私協力網絡」工作項目成果如下： 

(a) 辦理NGO意見交流工作坊2場、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2場、教育訓

練工作坊4場，共計8場水環境工作坊、參與289人次。達到盤點關注團

體、凝聚地方共識、釐清議題、在地培力等成效。 

(b) 基於生態調查與工作坊成果，研擬三項可實際操作之生態導覽計

畫(與河同行、河圳歷史風貌、與河交朋友)，包含大綱、導覽目的與

教育意義、參與人數、導覽路線規劃、解說內容、互動活動說明、相

關設備需求。 

(c) 定期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公開階段性成果。 

(d) 編撰刊物兩冊，「頭前溪－說古道今、生態文史、暢快漫遊」為

生態情報調查彙整出版品，內容包含新竹左岸生態文史資料、規劃、

願景；「頭前溪溪遊趣」為推廣教育文宣，以平易近人風格書寫新竹

左岸的故事。 

 
五、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本計畫彙整計畫範圍基礎資料、生態調查成果、盤點解說資源之

點位、生態友善措施建議及其他政府公開資料，以地理資訊系統繪製

https://ecomap.hccep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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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的圖層，透過套疊不同的圖層產出相應的生態情報地圖，可做

為棲地規劃、環境教育、環境變遷應對以及未來政策擬定等作為之空

間資訊分析的基礎。另外，在地公民與關注團體可以從環境教育協力

網絡切入銜接國土綠網機制，在多次的水環境工作坊中，溝通環境教

育協力網絡之機制，並帶入國土綠網概念，以空間盤點與資訊公開做

為在地培力之基礎，強化社群的知識資源，持續累積行動量能，繼而

在未來能夠與國土綠網政策目標連結。 

整體而言，本計畫依據盤點之生態情報地圖、文獻資源及工作坊

等成果，研擬新竹左岸重要棲地保育對策，從棲地復育、民眾參與、

環境教育等不同面向，回應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之基礎概念「新

生荒野、還地於河」，提出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育、應用水環境計

畫改善頭前溪水質、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

略落實、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推動淨溪方案，共六項具體可

行之保育對策，並詳細擬定短期可操作步驟、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向、

實施範圍、所需設施以及經費，推展新竹左岸的未來發展方向能夠切

和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 

條列「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路建置計畫(107年-110年)成果」，

工作項目成果如下： 

(a) 依據藍帶綠帶網絡串連理念，以縫補生態敏感區間隙缺口、恢復

生態廊道功能為目標，提出生態情報地圖(共彙整36個不同主題之圖

層)，以開放之gpkg與kmz格式提供主辦單位與關注團體利用，作為後

續建置討論或交流平台的空間資訊核心。 

(b) 提出環境教育網絡(本計畫工作坊與邀請交流對象)的綜合評析與

後續推動方案擬定，作為對接綠網的基礎社群資源。 

(c) 依據藍帶綠帶網絡串連理念，以縫補生態敏感區間隙缺口、恢復

生態廊道功能為目標，研擬6項保育對策(野生動物廊道串連、物種保

育與棲地復育、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應用水環境計畫改

善頭前溪水質、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推動淨溪方案)，並詳細

提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方向。 

(d) 6項保育對策之內容、實施步驟、實施範圍、相關設施及所需經費，

做為串連新竹左岸重要棲地的生態復育計畫及未來規劃建議，提供後

續水環境改善計畫或其他環境管理作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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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 計畫緣由與目的 

近年來行政院規劃擴大全面基礎建設，積極推動前瞻性基礎建設

之各項設施以改善投資環境。前瞻性基礎建設中之水環境建設包含

「水與發展」、「水與安全」及「水與環境」三大主軸。其中「水與

環境」的計畫目標包括：改善水質污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

永續生態環境以及環境復育等。其中，環境復育並恢復河川生命力應

為本計畫之重點與著力之處。經過長期調查、謹慎評估後，完整規劃

對應之方法，修復人類造成的環境影響及損害，讓生物物種在本計畫

範圍之棲地上恢復穩定族群，期望可與該地生態系達成長久之平衡。 

新竹市擁有多樣水環境，並擬具「水與環境」二軸一區的系統框

架，包含頭前溪河川生態景觀軸、17公里海岸生態景觀軸以及新竹漁

港形象景觀區，作為生態城市之治理藍圖。而新竹左岸在中央與地方

合作下，配合周邊地貌治理，提供民眾優質景觀生活的環境。然頭前

溪大環境隨都市化開發利用逐步改變，過去棲息溪岸的原生生物族群

被迫遷移或滅絕，進而影響環境與生態的完整，使生物多樣性趨於單

調、貧瘠，對鄰里社區經營、教育發展都有影響。是故，新竹市政府

於第四批次水環境計畫案內，經提報核定「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一案，期透過生態文史資源調查盤點、資料

庫與平台建置、公私協力網絡交流等工作，回饋新竹左岸之水環境長

期棲地復育規劃，更切合銜接國土綠網政策。 

本計畫透過新竹左岸之文獻蒐集與環境生態調查，用於擬定活化

頭前溪下游河川生命力之對策；本計畫亦透過公私協力、環境教育網

絡建構，強化在地社群的環境生態意識。最後，藉由應用資料庫建置

及教育推廣，提升民眾對環境保護的意識與意願，並銜接國土綠網計

畫生態廊道、民眾參與等核心概念，以提昇水環境建設親水環境及生

態復育的效益。 

1.2 計畫範圍環境概述 
本計畫執行範圍依據邀標書與第四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計

畫書訂定，為自竹港大橋往上游至經國大橋之頭前溪南側水岸，以堤

防外公有之高灘地至頭前溪深槽區邊界(通常為低水護岸或常流水與

左岸相交處)為主(如圖1.2-1)，全長約10公里，面積約190公頃，並視

調查或資源盤點所需擴大作業範圍。計畫範圍內包含流動水域、泥灘

地、水田、旱田、人工濕地、河道草叢、溪畔次生林、公園綠地草原、

停車場設施、道路等不同土地利用景觀。臨溪高灘地上，由上游至下

游處分別有柯子湖(生態)、頭前溪運動公園、溪埔子(濱水田園)等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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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施，提供大眾親水、污水處理、在地滯洪、保育緩衝等不同功

能，環境現況複雜，亦有多樣動植物生存活動於計畫範圍內水陸域棲

地內。本計畫之左岸作業範圍，可於計畫建置之資料公開頁面取得kml
檔(連結：https://reurl.cc/14pX6Y)。 

 
圖 1.2-1 本計畫頭前溪河段概況與周遭環境 

1.3 工作項目與預期成果 

1.3.1 歷史與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 
(1)相關資料包含： 

(a)人文歷史環境調查。 

(b)生態調查，含植物資源與動物資源。 

(2)資料蒐集盤點包括： 

(a)蒐集計畫範圍及鄰近區域過往生態及人文歷史調查或研究文

獻資料(包含學術研究、環境監測資料、重要文史資產或傳統生

態知識紀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之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TBN)、公民科學資料庫、地方文史資料庫或其他主管單位相關

計畫等)。 

(b)盤點計畫區域及鄰近周邊所具有之生態及人文歷史資源與課

題(針對保育類、稀有種類、外來種、潛在棲地分布與重要人文

資產等)。 

https://reurl.cc/14pX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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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資料於結案時須編列成冊(紙本書10本，含光碟3片)及交付300
萬畫素以上之原始資料檔案。 

1.3.2 生態調查及對策 
生態資源調查：請針對植物資源、動物資源(淡水魚類、蝦蟹、哺

乳動物、鳥類、兩棲爬蟲類、蝴蝶、蜻蜓、螢火蟲等)進行一季以上的

調查，作為關鍵物種調查之基礎。 

(1)關鍵物種專題調查：根據生態調查文獻資料盤點關鍵物種，並針對

潛在分布棲地或具棲地復育可行性之場域，辦理關鍵物種之專題調查

與棲地評估。關鍵物種調查需記錄座標、數量、棲地偏好等資訊。 

(2)棲地圖調繪：配合文獻蒐集及關鍵物種調查，進行計畫區域棲地現

地調查與品質評估，產出區域內重要棲地及各類棲地分布圖，並依棲

地品質繪製敏感分級，作為生態復育及區域利用規劃之基礎。 

(3)相關資料於結案時須編列成冊(紙本書10本，含光碟3片)及交付300
萬畫素以上之原始資料檔案。 

1.3.3 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 
在開放、應用、跨領域，以及協作性的資料密集科學原則下，讓

新竹市的生態資料符合「找得到、拿得到、看得懂、可再用」的FAIR
科學資料管理，整合生態相關圖資，以展現資料視覺化的生態地理空

間資訊應用情景。圖資彙整的核心任務為將前述調查資料數據化與結

構化，達到資料典藏與流通活用的目的，提供學界、民眾與政府機關

進行環境教育教材的利用及資訊交流，並提供後續資料擴充與線上雙

向互動功能。 

(1)本計畫前述蒐集、調查的生態及文史資料，建立點、線、面之空間

資料及其屬性資料庫，作為後續空間規劃、教育、導覽之基礎，並提

供後續資料擴充之相容性。 

(2)運用上述資料，建立互動式民眾導覽地理資訊平台，包含左岸沿岸

之生態、文史、休閒遊憩等多元主題之導覽資訊，提供不同使用者之

分眾需求。 

(3)建置環境教育專區，提供使用者查詢更詳細的專業資訊、環境教案；

計畫中所調查之生態、文史數據及空間資料評估使用情形，規劃資料

下載區或API發佈服務，使學界、民間、各政府機關皆可取得及再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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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環境教育專區亦可提供民眾回饋現地生態資訊及照片，增加自然觀

察愛好者之資訊交流及互動，運用現行公民科學的風氣，建立資料持

續更新累積之機制。 

(5)民眾導覽地圖應可支援電腦、平板及手機，可使用於Google chrome、
Safari等常用瀏覽器。 

(6)本計畫所使用之資料庫及各類伺服器以「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

造計畫—全線濱河自行車綠廊道景觀優化工程」之「監視系統與智慧

平台系統建置服務」所建置的軟硬體設備相輔佐，互相連結共容，建

置過程中需與市政府溝通主系統選擇，於測試區完成測驗後再上到正

式區上線使用。 

1.3.4 建立公私協力網絡 
(1)辦理水環境工作坊 —含場地、講師出席費、相關事務費 

(a)NGO意見交流工作坊(2場)：以長期關注新竹市地區水環境發

展，持續進行環境教育活動的團體為目標，發展資訊交流與溝

通的管道，凝聚水環境教育在地共識與力量。需盤點相關團體

並製作通訊清單，辦理工作坊，收集整理意見，成為情報網資訊

來源之一。 

(b)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2場)：以市民為對象(每場至少50名)，
邀集專家學者(每場至少2名)、相關部會與公民團體，共同說明

新竹左岸環境營造規劃，並邀請環境教育的老師講解說明新竹

市之生態議題，推動資訊公開，讓地方人士與民眾獲得全面性

的理解與基礎在地生態知識。 

(c)教育訓練工作坊(3場)：辦理對象為新竹市政府內部相關成員

(每場至少30名、專家學者2名)，說明新竹左岸之整體規劃與生

態目標、調查之階段性成果，及後期資料庫建置後的應用方法

等，使此計畫可永續發展。 

(d)以上辦理成果整理至報告書內，成為長期發展願景的參考。 

(2)擬定生態導覽計畫  

(a)研擬生態導覽計畫(至少3類)及活動內容：立基於前期生態調

查與工作坊之成果，規劃後續生態導覽計畫，增進民眾參與與

推廣水環境教育。計畫中需包括導覽主題與大綱、導覽目的與

教育意義、參與人數、導覽路線規劃、解說內容、互動活動說明、

相關設備需求等。 

(b)導覽計畫以書面及圖片說明，納至報告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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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階段性公開工作成果 

(a)前期調查工作與資料庫建置之進度成果，每月至少一次定期

更新至公開網站或平面刊物(300萬畫素以上之原始資料檔案)。  

(4) 刊物製作印刷  

(a)生態情報調查彙整之出版品：彙整計畫中生態情報地圖調查

之成果，與新竹左岸整體規劃願景、內容、階段性成果(含前述

之工作坊等)，整併進行中英文文字編輯及圖說美編，集結成冊

印製出版，共50冊，以作紀錄與推廣。 

(b)推廣教育文宣：精簡上述出版品之內容，以大眾與孩童易懂

的中英文圖說方式說明，增進推廣教育簡便性，印製宣導小書

冊共200份。 

1.3.5 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本計畫須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107年-110年)成

果，依據藍帶綠帶網絡串連理念，以縫補生態敏感區間隙缺口、恢復

生態廊道功能為目標。本計畫應研擬保育對策，提出串連左岸重要棲

地的生態復育計畫及規劃建議(包括建議計畫內容、實施步驟、實施範

圍、相關設施及所需經費)，交機關後續備用。 

1.4 工作期程與進度 
本計畫工作項目ㄊ除需待核定後移機發佈、刊物輸出等項目外，

其餘工作皆已完成。進度記錄與預計進度對照圖，請見圖1.4-1。本計

畫履約項目與報告書的章節對照表，請見表1.4-1。 

 
圖 1.4-1 計畫執行期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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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本計畫履約與工作內容對照表 

項

次 
邀標書提報 
案件項目 

邀標書提報案件內容 對應章節或附錄 

一 

歷史與生態文

獻資料蒐集盤

點 

人文歷史環境調查 2.3、2.4 

生態調查(含植物資源與動物資源) 2.4 

蒐集計畫範圍及鄰近區域過往生態及人文歷史調查或研究文獻資料(包含學術研究、環境監測資料、

重要文史資產或傳統生態知識記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之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公民科

學資料庫、地方文史資料庫或其他主管單位相關計畫等)。 

2.2、2.3、2.4、附錄

二、三、六、七 

盤點計畫區域及鄰近周邊所具有之生態及人文歷史資源與課題(針對保育類、稀有種類、外來種、潛

在棲地分布與重要人文資產等)。 

2.4、3.1、附錄三至七 

上述資料於結案時須編列成冊(紙本書 10 本，含光碟 3 片)及交付 300 萬畫素(2048*1536)以上之原始

資料檔案。 

輸出檢附 

二 
生態調查及對

策 

生態資源調查：植物資源 3.4、附錄九、十、十七 

生態資源調查：動物資源-淡水魚類、蝦蟹、哺乳動物、鳥類、兩棲爬蟲類、蝴蝶、蜻蜓、螢火蟲

等。 

3.3、3.5、附錄八、九、

十一、十三、十七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根據生態調查文獻資料盤點關鍵物種，並針對潛在分布棲地或具棲地復育可行

性之場域，辦理關鍵物種之專題調查與棲地評估。關鍵物種調查需紀錄坐標、數量、棲地偏好等。 

3.3.2、3.4.3、3.5.2、

3.7、附錄十七 

棲地圖調繪：配合文獻蒐集及關鍵物種調查，進行計畫區域棲地現地調查與品質評估，產出區域內

重要棲地及各類棲地分布圖，並依棲地品質繪製敏感分級，作為生態復育及區域利用規劃之基礎。 

3.4.1、6.3 

相關資料於結案時須編列成冊(紙本書 10 本，含光碟 3 片)及交付 300 萬畫素(2048*1536)以上之原始

資料檔案。 

編列成冊輸出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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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本計畫履約與工作內容對照表(續) 
項

次 
邀標書提報 
案件項目 

邀標書提報案件內容 對應章節或附錄 

三 
建立生態情

報資料庫 

在開放、應用、跨領域，以及協作性的資料密集科學原則下，讓新竹市的生態資料符合「找得到、拿

得到、看得懂、可再用」的 FAIR 科學資料管理，整合生態相關圖資，以展現資料視覺化的生態地理

空間資訊應用情景。 

4.2.1、4.3、附錄二

十 

本計畫前述蒐集、調查的生態及文史資料，建立點、線、面之空間資料及其屬性資料庫，作為後續空

間規劃、教育、導覽之基礎，並提供後續資料擴充之相容性。 
4.2.2、4.3、附錄二

十 

運用上述資料，建立互動式民眾導覽地理資訊平台，包含左岸沿岸之生態、文史、休閒遊憩等多元主

題之導覽資訊，提供不同使用者之分眾需求。 
4.3、附錄二十 

建置環境教育專業區，提供使用者查詢更詳細的專業資訊、環境教案；計畫中所調查之生態、文史數

據及空間資料評估使用情形，規劃資料下載區或 API 發佈服務，使學界、民間、各政府機關皆可取得

及再運用。 

4.3、附錄二十 

環境教育專區亦可提供民眾回饋現地生態資訊及照片，增加自然觀查愛好者之資訊交流及互動，運用

現行公民科學的風氣，建立資料持續更新累積之機制。 
4.3、4.4、附錄二

十 

民眾導覽地圖應可支援電腦、平板及手機，可使用於 Google chrome、Safari 等常用瀏覽器。 4.3 
本案所使用之資料庫及各類伺服器以「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全線濱河自行車綠廊道景觀

優化工程」之「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建置服務」所建置的軟硬體設備相輔佐，互相連結共容，建

置過程中需與市政府溝通主系統選擇，於測試區完成驗測後再上到正式區上線使用。 

4.3、4.4、附錄十

八、十九、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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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本計畫履約與工作內容對照表(續) 
項

次 
邀標書提報 
案件項目 

邀標書提報案件內容 對應章節或附錄 

四 
建立公私協

力網絡 

辦理水環境 
工作坊 

NGO 意見交流工作坊 (2 場)：以長期關注新竹市地區水環境發展，持續進行環

境教育活動的團體為目標，發展資訊交流與溝通的管道，凝聚水環境教育在地共

識與力量。需盤點相關團體並製作通訊清單，辦理工作坊，收集整理意見，成為

情報網資訊來源之一。 

5.3.1、6.4、附錄二十

一、二十二 

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 (2 場)：以市民為對象(每場至少 50 名)，邀集專家學者(每
場至少 2 名)、相關部會與公民團體，共同說明新竹左岸環境營造規劃，並邀請

環境教育的老師講解說明新竹市之生態議題，推動資訊公開，讓地方人士與民眾

獲得全面性的理解與基礎在地生態知識。 

5.3.2、6.4、附錄二十一 

教育訓練工作坊 (3 場)：辦理對象為新竹市政府內部相關成員(每場至少 30 名、

專家學者 2 名)，說明新竹左岸之整體規劃與生態目標、調查之階段性成果，及

後期資料庫建置後的應用方法等，使此計畫可永續發展。 

5.3.3、6.4、附錄二十一 

擬定生態導覽

計畫 

研擬生態導覽計畫(至少 3 類)及活動內容：立基於前期生態調查與工作坊之成

果，規劃後續生態導覽計畫，增進民眾參與與推廣水環境教育。計畫中須包括導

覽主題與大綱、導覽目的與教育意義、參與人數、導覽路線規劃、解說內容、互

動活動說明、相關設備需求等。 

5.4、附錄二十三 

導覽計畫以書面及圖片說明，納至報告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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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本計畫履約與工作內容對照表(續) 
項

次 
邀標書提報 
案件項目 

邀標書提報案件內容 對應章節或附錄 

四 
建立公私協力

網絡(續) 

階段性公

開工作成

果 

前期調查工作與資料庫建置之進度成果，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更新至公開網站

或平面刊物(300 萬畫素(2048*1536)以上之原始資料檔案)。 
5.5、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刊物製作

印刷 

生態情報調查彙整之出版品：彙整計畫中生態情報地圖調查之成果，與新竹

左岸整體規劃願景、內容、階段性成果(含前述之工作坊等)，整併進行中英文

文字編輯及圖說美編，集結成冊印製出版，共 50 冊，以作紀錄與推廣。 

5.6、書樣於附錄二十四至二

十五，核定後印製成冊 

推廣教育文宣：精簡上述出版品之內容，以大眾與孩童易懂的中英文圖說方

式說明，增進推廣教育簡便性，印製宣導小書冊共 200 份。 

五 

切合國土生態

保育綠色網絡

建置計畫(107
年-110 年)成果 

依據藍帶綠帶網絡串連理念，以縫補生態敏感區間隙缺口、恢復生態廊道功能為目標，研

擬保育對策。 
3.6、3.7、6.2、6.3、6.4、6.5 

提出各項保育對策之串連左岸重要棲地的生態復育計畫及規劃建議(包括建議計畫內容、實

施步驟、實施範圍、相關設施及所需經費)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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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已於109年6月24日台生字第109012號函繳交實施計畫書

(期初報告)，並經109年8月13日竹市環廢字第1090021360號函核定審

查意見回覆後，於109年8月18日台生字第109024號函送交實施計畫書

(期初報告)核定本。 

期中報告書於109年9月30日台生字第109030號函繳交，並經109
年11月16日竹市環廢字第1090031283號函核定審查意見回覆後，於

109年11月19日台生字第109045號函送交期中報告書核定本。 

期末報告於109年12月4日台生字第109051號函繳交，並經109年
12月21日竹市環廢字第1090035573號函通知修正後再審。修訂本(本
報告書)於109年12月25日台生字第109055號函繳交。 

1.5 計畫關鍵課題綜合整理 
頭前溪為西台灣的重要河川，亦於過往有豐富的調查與發展規劃，

然於本次新竹左岸水環境營造範圍內，過往盤點之生態、文史資源需

要更新、資料庫化與詮釋，更需將此類資訊完整轉換為環境規劃可操

作之方法。因此，「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將可發揮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潛力，精細盤點本區域內的資源，並拓展

公私協力網絡的能量，以利未來此區段內的環境營造，更可建立本區

內長期維管的生態監測指標。此外，透過本計畫連結國土生態保育綠

色網絡計畫的積極目標，積極推動頭前溪左岸成為重要的藍綠帶縫補

焦點。 

本計畫以「歷史與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生態調查及對策」

為主要的資料蒐集方案，並依據兩工作項目之成果，於「建立公私協

力平台網絡」辦理之活動內與關注團體溝通確認。其後，本計畫成果

將可於「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工

項下，作為未來新竹左岸水環境規劃、以及更上位國土計畫之藍綠帶

縫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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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計畫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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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與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 

2.1 計畫課題分析 
新竹市左岸水環境區域，於前期各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中，已經

核定「新竹左岸頭前溪堤後坡環境改善工程」、「新竹左岸頭前溪橋

下簡易綠美化工程」、「新竹市左岸舊港高灘地景觀綠美化改善工程」、

「高灘地水環境綠化改善工程」、「新竹市左岸沿線景觀改善計畫」、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新竹左岸出入口景觀改善計

畫」等工程或環境改善方案。第三批次「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

計畫」中，提出(1)人工濕地強化棲地營造及原生水生植物復育；(2)活
動草坪低度維護管理、自然演替草原再造新生荒野；(3)重點區域入侵

種清除；(4)主要人為活動區及自行車道側自然雜林清整；(5)植物保育

與復育；(6)鳥類棲地營造及保育等生態保育策略，供後續水環境改善

計畫規劃參考。 

然以上工程執行後，生態友善措施的效益尚未經有效評估。第三

批次計畫內所盤點之生態友善策略，雖可提供生態關注區域圖與迴避、

縮小、減輕、補償之生態保育措施給主辦單位參考，卻還未能有效回

饋現地生態與環境人文資訊，提供未來維管階段之環境教育規劃。另

外，相關規劃中新竹左岸區域內針對生態、棲地、關注物種等議題的

調查亦顯不足。因此，本工作項目「歷史與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

執行成果，除據以引導計畫內「生態調查與對策」規劃調查方案、提

供「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之資料素材外，亦可以生態和文史資料的

盤點與詮釋，回饋「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 

2.2 工作方法 

2.2.1 歷史文獻資料蒐集盤點 
本計畫內歷史資料蒐集，綜合參酌現有之線上文史資料庫、實體

史料與相關論著，從中汲取頭前溪流域內地景、自然資源利用、經濟

產業發展、族群、信仰、住民與河川關係變遷、水利建設之史料，進

行文獻之編目、詮釋、應用等作業。此類資料之蒐集，可協助盤點流

域內之環境教育指認水環境營造之標的。於本計畫中，其操作流程如

下圖2.2.1-1。 

 

圖 2.2.1-1 歷史資料蒐集盤點作業流程 

資料庫、實體史

料蒐集

資料編目與資料

庫化

資料公開與詮釋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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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庫或書目包括：國家文化資料庫、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

引文索引資料庫、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新竹市地方寶藏資料庫、

漢藉電子文獻資料庫、新竹縣采訪冊、地方志書、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新竹百年歷史地圖、臺灣省新竹州街庄要覽輯存、各次竹塹學論壇研

討會文集、日文文獻等，其後依據資料蒐集狀況調整蒐藏方針。 

蒐集資料編目後，提出頭前溪流域內相關主題之文獻列表1份。

並採用4.2.2節提出之文史資料庫欄位整理文獻資料，以銜接後期資訊

作業。其後，資料的時空間分布可回饋後續棲地復育對策規劃、環境

教育主題發展，並提供未來水環境改善計畫規劃參考。歷史資料經整

理之後，文史資料將可被納入生態情報資料庫內，並運用於系統內的

導覽等功能。 

2.2.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 
生態文獻資料主要可分為書面文獻以及生態資料庫資訊，書面文

獻來源主要以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生態調查計畫、政府研

究資訊系統等，其具有固定發表程序和格式，可視為嚴謹且可信的資

料來源。而近年許多政府單位已建置具規模的生態資料庫及地理資訊

圖資，內容主要為物種的分類資料、空間分布資料、調查記錄資料為

主，搭配物種型態及習性的描述資料、照片資料等。此外，網路資訊

(如Facebook社團、生物相關論壇等)、公民科學(如路殺社、iNaturalist
等)與訪談紀錄等，亦可提供部分相關訊息，進而協助生態資料完整性。 

本計畫將上述這些資訊彙整後萃取出該地區的關注物種、保育物

種、學界研究或潛在議題等資訊，掌握基地範圍周邊的生態背景，提

供快速檢索與初步釐清關鍵生態議題，並轉化為計畫生態調查的辦理

方向。於計畫中後期，亦回饋導入本計畫建置資料庫，及標定關注物

種及棲地復育等策略，進而協助評估相關工作。生態資料資料來源初

步研析及分類，如表2.2.2-1。 

表 2.2.2-1 生態資訊來源的分類與內容 

生態敏感區 生態文獻資訊 民間團體 政府機關 

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地 
國家(自然)公園 
國家重要濕地 
沿海重要濕地 

政府機關研究計

畫 
大專院校論文 
自然保育季刊 
猛禽研究會 
網路與訪談紀錄 
現生天然植群圖 

社區林業計畫 
農村再生計畫 
申請綠保標章農戶 
生態農園 
臺灣蝴蝶保育協會 
荒野保護協會 
地球公民基金會 
臺灣濕地保護聯盟 

林務局 
水利署 
水土保持局 
國道高速公路局 
公路總局 
國家公園 
風景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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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遊樂區 
保安林 
國家風景區 
重要野鳥棲地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

育區 

臺灣蛙類重要棲

地 
國土利用調查成

果 
石虎重要棲地 
淺山生態系研究 
地質地景點位 

野鳥協會 

eBird 
iNaturalist 
台灣動物路死觀察

網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本計畫已匯整多篇計畫區域周邊生態調查研究文獻，配合套疊特

殊地區、敏感地區及關注物種等圖層，並針對潛在生態系統特性與保

育類物種等生態課題，分析整理如第3.1節。 

2.2.3 文獻資料盤點成果單獨編列成冊 
依據邀標書之需求，本章內容與相關附錄，將於期末報告審査核

定後，編列成冊並輸出紙本書10本、光碟3片，送交主管單位保存參

考。 

2.3 歷史人文遊憩資料蒐集盤點 
本計畫於期程內持續蒐集文史文獻，並將彙整所蒐集之文獻編目

(書目欄位排版格例參考APA第六版、史料部分參考國立臺灣大學「臺

大歷史學報」)。編目結果以xml、html等易於交換之格式發佈於資料

公開平台。 

本計畫現已整理頭前溪區域文史相關文獻書目，彙整於中研院資

料寄存所網站(資料連結：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hcc_tcr_ec
omap_2020-02)，總計88篇相關文獻，包含歷史文件、方志、地方史書、

學術論文、規劃管理計畫及導覽手冊等類型資料，條列呈現方式如圖

2.3-1。 

另，與頭前溪相關之文史資料庫，先依據其資料性質，區分為文

獻與文物兩大分類，並收整相關文史素材於其中，整理其欄位資料以

提供資料庫前端查詢使用，共計彙整1,538條資源，文獻類因數量較多，

請以研究資料寄存所發佈之資料檔案為主(資料連結：https://data.depo
sitar.io/dataset/hcc_tcr_ecomap_2020-02/resource/37b17840-f4b5-4c22-b
097-6ddc2de16d4e)，文物類請見本報告書附錄三。這些內容均已完整

收納入「生態情報網」中，可供閱覽者查詢瞭解。 

綜整以上計畫期程中盤點之新竹左岸歷史文獻資料，本節分別就

新竹水環境營造－微笑水岸計畫、流域周邊人文遊憩資源盤點成果、

計畫範圍周邊歷史發展概述分別詳加敘述，並據此文獻分析與詮釋發

展新竹左岸環境營造的初步環境史。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hcc_tcr_ecomap_2020-02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hcc_tcr_ecomap_2020-02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hcc_tcr_ecomap_2020-02/resource/37b17840-f4b5-4c22-b097-6ddc2de16d4e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hcc_tcr_ecomap_2020-02/resource/37b17840-f4b5-4c22-b097-6ddc2de16d4e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hcc_tcr_ecomap_2020-02/resource/37b17840-f4b5-4c22-b097-6ddc2de16d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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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文史文獻條目收集狀況示意 

2.3.1 新竹水環境營造－微笑水岸計畫 
新竹市是一個被水環繞的城市，擁有河川、漁港、海岸、水圳，

發展開放式的水環境成為城市治理的重要戰略，故以環市水環境的架

構為基礎，以內為步行城市體系、外為微笑水岸建置。微笑水岸建置

架構包含了位於新竹縣市交界處的「新竹左岸生態景觀軸」、頭前溪

出海口的「新竹漁人碼頭景觀區」及綿延新竹海岸線的「17公里海岸

生態景觀軸」(圖2.3.1-1)，於上述二軸一區的系統框架下發展相對應

之概念，主要以保留並重整水域本身的自然生態為主，使人可以親近

參與水域及周邊環境，縫合與環境的斷裂。 

表 2.3.1-1 微笑水岸二軸一區發展方向及核心價值概念 
名稱 新竹左岸生態景觀軸 新竹漁人碼頭景觀區 17 公里海岸生態景觀軸 
概念 還地於河 海陸梳理 迂迴讓道 
內容 作為城市景觀藍帶，但在

周邊高密度開發下遭受

破壞。應設置緩衝帶，加

入生態景觀元素，恢復河

川生命力。 

作為台灣西海岸主要之遠

洋漁港，應加入更多海洋元

素，體現更多具有海港特色

之景觀空間。 

沿海岸區域，在安全前提下

應重現豐富多樣的生態。 

規劃

目標 
1. 保留現況生態 
2. 有限人為介入 

1. 動線與泊位梳理配套 
2. 樹林與生態串連保留 

1. 強化現地生態 
2. 連結社區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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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造荒野新生 3. 海岸與溪岸交會亮點 3. 多樣騎乘體驗 
*資料來源：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2019 

 
圖 2.3.1-1 微笑水岸二軸一區規劃略圖 

在微笑水岸計畫架構之下，依據景觀及生態的特性規劃之主要二

軸為東西向之頭前溪(新竹左岸)及南北向之17公里海岸線等二軸線，

新竹左岸的主要課題，為透過緩衝區的設置與景觀營造等方案，使水

域景觀藍帶回復自然生命力；17公里海岸線的主要課題，為兼顧水域

安全與生態復育，進行妥善的環境分區規劃管理。兩軸之間則透過隆

恩圳、客雅溪等水圳、排水系統等景觀營造串連。於該微笑水岸架構

內，又建立五項策略：(1)恢復河海荒野的環境、(2)打造水域多樣自然

的地景、(3)導引人為活動空間的介入、(4)建立環境熱點溝通平台、(5)
生態為基底的規劃方法，如表2.3.1-2所示。以此為基礎，使後續第一

批次「點」的塑造、第二批次「線」的連結、第三四批次「網」的串

連能逐步完整計畫。目前為止，水環境核定各批次工程與其他水岸相

關計畫串聯成V字型微笑水岸，後續如何將這些計畫進行整合及連繫，

連結生態復育及人為活動，並給予相對應的配套措施及資源，將會是

新竹市左岸水環境計畫努力的方向。 

表 2.3.1-2 完成核心概念之五項策略 
策

略 
恢復河海荒野

的環境 
打造水域多樣

自然的地景 
導引人為活動

空間的介入 
建立環境熱點溝通

平台 
生態為基底

的規劃方法 
內

容 
 河性/海相 
 生態盤點 
 生物聚落的體

系 

 水質改善 
 強化生物聚落 
 塑造新生荒野 

 結合社區、促

進轉型 
 有限人為介入 
 迂迴讓道 

 環境推廣教育 
 環境生態工作坊 
 生態專家學者訪

談 

 上位政策 
 總體規劃 
 河川復育 
 海相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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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原生物種  順應河相的河

川復育 
 多樣自然體驗  生態檢核工作會

議 
 頭前溪整合會議 

*資料來源：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2019 

「新竹左岸河川生態景觀軸」之核心概念為「還地於河」，故藉

由少量的人為介入修補，完善現有出入口、自行車道及連接通道，將

人為活動集中為原則，進行水環境改善計畫各批次的提案工作。前批

次計畫內，確立將人為活動集中至目前規劃為運動公園周邊的觀點，

又依據現地特性規劃帶狀草原及緩衝區，並以已完成之柯子湖、溪埔

子兩處人工濕地豐富特殊的植栽景觀做為生態節點，將新竹頭前溪左

岸劃分為8段，規劃人為活動區、緩衝區、農田生態區、環境教育區、

草原生態區共五種區域，形成了8段5分區的架構，如圖2.3.1-2所示，

也希望藉由重新檢討種植規範，讓頭前溪的高灘地亦有種植喬木的可

能，使河岸自然環境更豐富多元。 

 
資料來源：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2019 

圖 2.3.1-2 新竹左岸區域整體規劃 

第一批次工程為點的塑造，主要目標為人為設施拆除，回復灘地

地景，增加親水意願，降低對生態的影響程度。工程內容包含環境綠

化、梳理動線(出入口及車道改善)、鋪面改善(自行車道、停車場及人

行道)、環境植栽綠化、公園環境改善及既有場地整理；第二批次為線

的串連，目標為連接左岸景點，故規劃建置整體指標導覽系統，並於

高灘地草原與休憩區進行植栽整理及環境營造，使左岸觀光具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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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第三批次則延續第一批次計畫增加舊港大橋、古賢、柯子湖溪之

出入口及周邊環境改善，並規劃豐富自行車道兩側植栽，創造多樣化

生態環境、提供環境教育及休憩節點。第四批次(即本計畫)除了進行

生態補充調查及圖資建置外，也將環境教育規劃納入重點工作項目中，

期望結合人文及生態資源，提升民眾環境意識。第一至四批次之工程

名稱及內容統整於表2.3.1-3中。 

表 2.3.1-3 新竹左岸第一至四批次工程名稱及內容 
工程名稱 工程內容 

第一批次 

1-1 新竹左岸頭前溪堤後坡環境

改善工程-二期 

1. 高灘地出入口改善(舊社、前溪、水源、千甲) 
2. 既有停車空間及鋪面改善 
3. 環境整理及景觀綠化 

1-2 新竹左岸頭前溪橋下簡易綠

美化工程 

新竹左岸棒球公園新建及周邊景觀優化工程 
左岸頭前溪二十張犁環境改善工程 
1. 既有灘地運動場地環境整理營造及綠化 
2. 橋下閒置空間設置滑板公園 

1-3 新竹市左岸舊港高灘地景觀

綠美化改善工程 

1. 高灘地廣場環境營造 
2. 整理動線 
3. 環境綠化及廢棄物移除 

第二批次 

2-1 高灘地水環境綠化改善工程-
第一期 高灘地草原與休憩區植栽整理、環境營造 

2-2 新竹市左岸沿線景觀改善計

畫 
整體左岸指標導覽系統，整合出入口及景點，統一導覽

指標系統。 
第三批次 

3-1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

計畫 

1. 自行車道路網優化-7 公頃 
2. 濕地特色景觀-4 公頃 
3. 濱水廊道植栽-10 km 
4. 前溪草原改善計畫-4 公頃 
5. 左岸警示通報系統 

3-2 新竹左岸出入口景觀改善計

畫 

1. 高灘地出入口改善(古賢、柯子湖、舊港) 
2. 停車場、活動廣場、車道改善 
3. 植栽與周邊環境改善 
4. 排水系統建置 
5. 出入口意象與指標 

第四批次 

4-1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路建置計畫 

1. 歷史與生態補充調查 
2. 盤點文獻資料及評估棲地敏感區特性 
3. 生態情報資料圖資 
4. 本計畫須符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107-

110 年內容) 

4-2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

善工程計畫 

1. 不宜或強勢物種移除 
2. 保存現有生態棲地工程 
3. 高灘地草原喬木種植工程 
4. 亮點物種恢復及復育工程 
5. 濱水生態廊道建置工程 

4-3 隆恩堰千甲段景觀改 
善計畫 

1. 水岸環境及滯洪水池 
2. 綠坡與生態綠步道串聯 
3. 相關服務空間(如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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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何姓溪滯洪池生態步 
道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滯洪池周邊綠化 
2. 水岸步行動線串聯建置 
3. 生態教育輕便車道(與在地之人文及歷史結合) 

*本計畫整理自第三批次提案複評簡報與第四批次核定計畫公文 

 

 
本計畫整理自第三批次提案複評簡報與第四批次核定計畫公文 

圖 2.3.1-3 新竹左岸第一至四批次工程位置 

經過第一、二、三批次的基礎鋪設後(見圖2.3.1-3)，周邊設施及交

通動線漸趨完善，而在水環境改善計畫的宗旨下，新竹左岸將以生態

保育發展、達到環境資源永續為目標，第四批次於左岸之計畫將整合

前期各批次之成果(各批次計畫名稱及內容詳表2.3.1-3)，兼顧營造多

樣性生態棲地及減少人為擾動，以豐富原生物種棲息需求，擴大執行

成效，由點線串連成網，打造串連頭前溪上、下游30公里濱溪生態廊

道願景。而本計畫即為新竹左岸水環境改善已核定的四項計畫中之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經濟部經授水

字第10920201110號函)，除了進行生態補充調查及圖資建置作為左岸

生態廊道之生態背景資料外，也將環境教育規劃納入重點工作項目中，

期望結合人文及生態資源，提升民眾環境意識。 

2.3.2 流域周邊人文遊憩資源盤點 
據「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規劃」(經濟部

水利署，2015)，將頭前溪左岸高灘地規劃為生態保護及環境教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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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人工複合式空間，允許有限度地人為活動，包括親水活動及運動

遊憩，並且因其地勢低平易到達，亦可做為臨時避難空間。「新竹左

岸整體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書」(新竹市政府，2019)則提出八段五分

區規劃，欲集中人為活動，以帶狀草原作為緩衝，並於濕地周邊規劃

環境教育區，期望提供民眾親近自然生態的契機。 

本計畫基地位於頭前溪左岸，以南與新竹舊城區比鄰，有多樣古

蹟及歷史建築、眷村及戰地文化，呈現新竹人文多樣性，與溪流與人

文歷史發展的緊密性。水環境第一批次及第三批次分別對七個出入口

進行整理(圖2.3.2-1)，包含停車場鋪面改善、順暢出入口、重劃車道動

線，串聯頭前溪陸及沿岸動線，強化交通樞紐，使民眾方便進入左岸

濱溪帶，同時也達成環境教育場域應有的交通易達性之條件。 

除本計畫外，新竹水環境第四批次計畫核定「隆恩堰千甲段景觀

改善計畫」及「何姓溪滯洪池生態步道水環境改善計畫」，要求加強

環境植栽綠化，減少人工設施建置，更需結合在地生態及人文歷史，

納入周邊古蹟及場域，以規劃未來環境教育的發展。然環境教育規劃

工作常牽涉持有不同立場與背景脈絡的多元權益關係人，如何建立良

好的雙向溝通與信任關係，在蒐集多方意見的同時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與資源磨耗，將大幅影響工作的推展。因此現階段盤點了基地周邊可

作為生態環境與文化歷史教育場所之建築景觀、相關協會團體及社區

活動。事先盤點公私協力網絡的潛在單位，做為參與資訊交流及溝通

的參考，藉由溝通平台統整頭前溪生態人文資源以提供環境教育的素

材。初步盤點之相關單位表列於表2.3.2-1。 

(1)環境教育場所及文史建築 

新竹市內有四個經環保署認證通過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新竹市濱海低碳環境教育中心」為焚化廠與環保局共構，以廢

熱、汽電共生、回收發電等低碳科技規劃兼具環保科技與教育學

習的園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污水處理廠」關注產品生

產過程的污水處理，規劃環境教育課程，主題包含水資源及再生

能源，說明污水處理的重要性及水資源的可貴；「客雅水資源環

境教育中心」之環境教育課程則以水的循環、生活污水的來源及

瞭解水資源回收中心之必要性為規劃方向；「春池玻璃資源再生

教育學堂」位於玻璃公司內，從事廢玻璃回收循環再利用已久，

秉持環保理念進行環保整合及智慧轉型，為繼續堅持環保理念，

設計教案讓民眾瞭解資源循環利用對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新竹水道取水口展示館」是為保護日據時期所建設之水道

而成立，完整保存了取水、淨水到給水的主要設施，並介紹新竹

水資源整體歷史，為完整性高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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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海軍第六燃料廠舊址」(含煙囪、廠房與房舍)曾經

文資審議，亦為關注物種霜毛蝠的全台唯一已知繁殖地。現規劃

的隆恩堰千甲段景觀改善計畫以隆恩圳為主軸，配合景觀綠化，

連結兒童探索館、文創館及國際展演中心。何姓溪滯洪池生態步

道水環境改善計畫結合周邊戰地景觀文化，以既有古輕便車道配

合景觀綠化，串聯取水口古蹟館、槺榔庄農村文物陳列館、康樂

公園、康朗段防空碉堡。 

(2)生態關注團體及社區協會 

環境教育常透過學校體系及非學校體系等方式進行，結合社

區及關注團體亦是促使民間參與環境關懷的重要方式，如台中市

筏子溪自107年起以荒野保護協會為首，號召民眾投入定期淨溪，

清理垃圾伴隨著溪流環境認識，至109年筏子溪成為處理河川廢棄

物的示範河川，建立起公民常態參與的新模式。在地組織及NGO
的協力往往能促成社區民眾參與，亦是環境教育重要的一環。 

新竹左岸重點生態關注團體，如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及

荒野保護協會，旨在保護新竹地區自然生態環境、推廣自然保育

與環境教育、培養關心環境議題團隊、提供生態課程及講座。此

外，社區協會也為推動環境教育注入活力，如新竹市里巴哈克協

會位於本計畫基地東側千甲里，以樸門厚土種植法經營千甲農場，

並陪伴千甲一帶都市原住民聚落發展。千甲社區發展協會與區公

所合作，盤點千甲與水源社區的生態景觀與人文藝術亮點，發展

社區微旅行。康樂社區發展協會位於舊港大橋南側，係以務農為

主的社區，周邊自然文物眾多，已有結合發展觀光的基礎。 

(3)文史協會與工作室 

新竹的多元歷史塑造眷村、戰地、客家等文化景觀，國定及

市定古蹟於新竹舊城區內非常豐富。市內有許多文史工作者致力

於保存文化資產、記錄新竹文史、文化推廣及老屋活化。如竹掃

把聯盟關注文化資產保存議題、金山面文史工作室則有感於客家

文化消失而成立、見域工作室發行地方生活誌介紹新竹生活面貌

並辦理小旅行活動，其他相關工作室亦致力於期刊出版、歷史走

讀活動，期望能將過去的新竹記憶深耕於民眾心裡。 

(4)市集 

農夫市集為民眾定期資訊交流與集會的場域，亦為生產者與

消費者面對面的平台，讓在地農產品可深入周邊社區。竹蜻蜓綠

市集及香山綠市集皆是以農產品銷售為主，不定期和社區大學、

公益團體合作，推廣永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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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計畫期間盤點基地周邊的生態環境與歷史文化教育場域，以

及在地相關團體、社區發展協會、工作室等，除了為後續盤點公私協

力網絡提供基礎，亦可作為新竹左岸未來發展環境教育網絡規劃的參

考。雖然流域周邊的相關團體與活動距離本計畫基地範圍稍有距離，

但仍然有盤點到部分團體與活動會以新竹左岸水環境作為關注點之

一，例如將新竹左岸列入景點遊程或環境教育點位，顯示新竹左岸水

環境作為在地生態與人文遊憩資源的價值。 

 

圖 2.3.2-1 水環境計畫改善.交通樞紐與建築、相關團體之相對位置 

表 2.3.2-1 基地周邊關注團體及景觀文化 
建築、園區、景觀 

1 新竹市濱海低碳環境教育中心 10 新竹水道取水口展示館 
2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污水處理廠 11 何姓溪滯洪池預定地 
3 客雅水資源環境教育中心 12 槺榔庄農村文物陳列館 
4 春池玻璃資源再生教育學堂 13 康樂公園 
5 新竹市立動物園 14 康朗段防空碉堡 
6 隆恩圳 15 日治時代海軍第六燃料廠舊址 
7 兒童探索館 16 新竹市眷村博物館 
8 文創館 17 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 
9 國際展演中心 18 黑蝙蝠中隊文物紀念館 

協會團體 
1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14 我們要喝乾淨水行動聯盟 
2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15 草根意識工作室 
3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16 竹北社區大學 
4 台灣河溪網 17 新竹縣生態休閒發展協會 
5 新竹市里巴哈克協會 18 新竹市體育會木球協會 
6 康樂社區發展協會 19 新竹市滑板協會 
7 朝山社區發展協會 20 新竹市體育會慢壘協會 
8 關西鎮鄉土文化協會 21 新竹市活力棒球協會 
9 新竹市生態保育志工隊 22 LASS (環境感測器網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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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山少年 23 紅蜻蜓水資源巡守隊 
11 溪埔仔水資源巡守隊 24 浸水里水環境巡守隊 
12 海山社區水環境巡守隊 25 康樂里水環境河川巡守隊 
13 新竹市藝起風藝術導覽志工隊   

文史工作室 
1 竹掃把聯盟 7 新竹舊城都市再生基地 
2 金山面文史工作室 8 風動竹塹特色文化協會 
3 見域工作室 9 江山藝改所 
4 風起 Uprisings 10 瓦當人文書屋 
5 典翰城鄉工作室 11 大煙囪下的家 
6 舊港文史教育工作室   

市集 
1 竹蜻蜓綠市集 4 新竹縣農夫市集-新瓦屋 
2 香山綠市集 5 藏物市集 
3 13 好市集   

於本計畫執行期程中，配合各項生態、空間、文史調查，亦產出

「遊憩資源盤點」(附錄四)、「解說資源盤點」(附錄五)等二個資料集。

此二資料集彙整現地勘查狀況，以生態文史、現地空間調查資料為基

礎，提供未來可用於環境教育之資源圖層。 

「遊憩資源盤點資料集」彙整本計畫內盤點對於現地遊憩導覽活

動而言之重要點位，這些點位包括環境教育可利用的位置、遊憩導覽

行程的中繼點(包括集合、遮蔭、休息、團體定點解說或可供多人活動

的點位)、左岸的出入節點(出入口與自行車道入口處)、以及廁所位置

(部分尚未完工)。未來可利用於活動導覽規劃使用，快速提供圖面資

訊予工作人員。 

表 2.3.2-2 遊憩資源點位資料集欄位說明 

欄位 說明 舉例 
編號 
numbering 

遊憩資源點位由上而下游流水號 01 

名稱 
Name 

遊憩資源點位名稱 柯子湖人工濕地 

描述 
description 

遊憩資源點位的說明 

溪埔子人工濕地是新竹左

岸的重要環境教育空間，

完工於104年，收集部分柯

子湖溪排水的水量進行污

水處理。 
X WGS84經度座標 121.0147 
Y WGS84緯度座標 24.8077 
分類 
cat 

遊憩資源分類，如環境教育、遊程中繼

地點、出入動線、廁所等 環境教育學習 

「解說資源盤點資料集」彙整本計畫內透過資源盤點、現場勘查

後，認定為可以畔河解說牌建置、環境教育導覽活動、景觀欣賞、水

環境改善或其他適合發展未來環境治理規劃的點位，其欄位說明如表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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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3 解說資源點位資料集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說明 舉例 

編號 
numbering 

解說資源點位由上而下游

流水號 01 

名稱 
name 

解說資源點位名稱 柯子湖溪與頭前溪匯流口 

說明 
descriptio 

解說資源點位的解說資源

盤點與說明 

柯子湖溪排水匯入頭前溪，有瀨、淺

流等不同棲地，因流速快、又有礫

石，可視為河川自淨能力較佳區域。

護岸無人工設施，可觀察河川擺盪與

植生狀況，可為長期觀測教學位置。 

對應計畫內盤

點議題 
envIssues 

解說資源定位與本報告書

第6.5節盤點之保育對策之

對應，即為該保育對策的

實施範圍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育,應用水環境

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物種復育與棲地

保全,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
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 推動淨溪

方案 
環境教育議題 
eduIssues 

解說資源點位可提供的環

境教育議題 
水文河相知識說明、自然觀察、水質

改善倡議、關注植物說明 
對應導覽計畫 
majorProj 

對應本報告書第5.4節導覽

計畫編號 導覽計畫一、導覽計畫三 

對應導覽計畫

次要目標 
minorProj 

對應本報告書第5.4節導覽

計畫內的次要目標編號 1.1、1.3、3.1、3.4、3.8、3.10 

X_WGS84 WGS84經度座標 121.0179 
Y_WGS84 WGS84緯度座標 24.8064 
備註 
notes 

是否為自行車道出入口 無 

此二資料集俱已彙整於本計畫產出之「生態情報地圖」內，其圖

示內容以及與其他生態友善措施、議題之連結詳本報告6.3節。 

2.3.3 計畫範圍周邊發展史概述 
以計畫範圍周邊的竹塹地區做為蒐集盤點歷史文獻資料的主要

範疇，本節由頭前溪的名稱由來、地理性質簡介談起，整理竹塹地區

開墾的歷程與脈絡，並著重關注頭前溪的灌溉水圳建設之發展，同時

檢視戰後經濟產業快速發展對於頭前溪的影響，從而重新思考頭前溪

與在地人的互動關係 (詳細內容請見附錄六)。 

(1) 頭前溪名稱由來 

頭前溪在過去的歷史文獻中曾被稱為「竹塹溪」、「眩眩溪」、

「油羅溪」、「金門厝溪」等。竹塹 (Tik-tshàm)是平埔族道卡斯

族「竹塹社」的音譯，竹塹溪應是流經竹塹社而得名。1654年荷

蘭人的調查中，竹塹社有149戶，523人。17世紀時，新竹平原亦

有一道卡斯族「眩眩社」，荷蘭人稱之為Gingin。在荷蘭人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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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該社有44戶，102人。之後眩眩社可能併入竹塹社，留下眩眩

埔、眩眩溪等古地名。 

據說頭前溪的名稱乃是六張犁開基祖林先坤在兩百多年前所

命名。1904年 (明治37年)的「台灣堡圖」中，才出現頭前溪這個

名稱。當時只有溪洲下游的河段稱為頭前溪，和現今所指油羅溪

與上坪溪在竹東大橋附近合流之後的下游河段不同。 

(2) 頭前溪地理性質簡介 

現今的頭前溪所指的是位於新竹市、縣境內的溪流，北鄰鳳

山溪流域，東接淡水河及大安溪流域，南有客雅溪及中港溪流域，

西臨台灣海峽。主流長度63.03公里，流域面積565.94平方公里，

主要分布於新竹市北部及新竹縣中部的五峰鄉、橫山鄉、尖石鄉、

芎林鄉、竹北市等鄉鎮市，是新竹地區的重要河流。頭前溪主流

上游有二，其一為油羅溪，河長26公里，流域面積178平方公里，

分布於新竹縣芎林鄉、橫山鄉及尖石鄉，主流發源於李棟山 (標
高1,914公尺)西側，先向西北流經八五山、樹林後，轉向西南流經

嘉樂、麥樹仁、尖石，再轉向西北西流經內灣、油羅，於下公館

附近與上坪溪會合；另一為上坪溪，河長44公里，流域面積253平
方公里，分布於新竹縣竹東鎮、橫山鄉及五峰鄉，上坪溪上游為

霞喀羅溪及麥巴來溪，霞喀羅溪源頭其一發源於雪山山脈檜山 
(標高2,512公尺)西北側，另一源自霞喀羅大山 (標高2,322公尺)。
麥巴來溪源於麥巴來山 (標高2,113公尺)及霞山 (標高2,167公尺)。
霞喀羅溪向西北流至石鹿轉西流，至民生轉向北流，經土場、清

泉，於桃山與麥巴來溪會合，稱上坪溪。上坪溪續向北流經五峰、

上坪，於下公館附近與油羅溪會合，流入頭前溪。頭前溪續向西

北流經竹東、頭重埔、舊社，最後跟鳳山溪會流，於南寮注入台

灣海峽。 

頭前溪流域平均降雨量為2,508毫米，平均降雨日數為139天。
受季風及颱風之影響，雨量集中於2月至9月，而每年10月至翌年

1月份左右為乾季。一年中最高溫度38.7℃發生在8月，最低溫度-
1℃則發生在1月，年平均溫度為22.0℃。年計平均蒸發量為119毫
米，而最大蒸發量189毫米發生在7月，最低蒸發量65毫米發生在

2月。 

(3) 清代以來的竹塹開墾史 

竹塹地區的開墾史可追溯至明鄭時期，1661年 (明永曆15年)，
鄭成功登台，派遣部將赴各地屯墾。令楊祖率兵屯戍北路新港仔 
(今後龍)、竹塹一帶。七月，中部大肚社民反抗，楊祖受命前往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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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傷敗回赤崁，後亡。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新竹都是荒涼之地。

1697年 (康熙三十六年)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描寫： 

「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

不得；掘土窟，置瓦釜為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

一餐。途中遇麋、鹿、麏、麚逐隊行，甚伙，驅獫猲獟獲三

鹿。既至南嵌，入深箐中，披荊度莽，冠履俱敗：直狐狢之

窟，非人類所宜至也。」 

1681年 (永曆35年)鄭克塽為防清軍攻台，命何祐為北路總督，

駐守淡水、雞籠。沿路徵調各社原住民供其役使。1682年 (永曆

36年)社民勞役繁重，不堪其苦，群起反抗。明鄭派兵鎮壓，竹塹

社人逃入十八尖山、雅客山、寶山等地。受撫投降後，返回香山，

之後遷到武營頭、北鼓樓、暗街仔 (今社教館、北門街)一帶。 

1684年 (康熙23年)，清政府在台設一府三縣，台灣府及台灣

縣、鳳山縣、誅羅縣，竹塹地區歸諸羅縣管轄。此時本地除竹塹

社民外，大多荒涼，罕無人煙。 

1721年 (康熙60年)藍鼎元隨堂兄南澳總兵藍廷珍入台平定

朱一貴之亂，藍鼎元寫下〈記竹塹埔〉一文： 

「竹塹埔寬長百里，行竟日無人煙。野番出沒，伏草莽

以伺殺人，割首級，剝髑髏飾金，誇為奇貨，由來舊矣。行

人將過此，必請熟番挾弓矢護衛，然後敢行；亦間有失事者。

以此視為畏途。然郡城、淡水 ，上下必經之地，不能舍竹塹

而他之，雖甚苦，亦不得不行云。其地平坦，極膏腴，野水

縱橫，處處病涉。」 

1711年 (康熙50年)，同安縣金門人王世傑率族人首先開墾竹

塹埔，這是漢人開墾竹塹之開始。王世傑曾於1682年 (永曆36年)
時，督工運糧有功，獲准開墾竹塹。開墾範圍以馬一馳驅的範圍

作為賞賜。王世傑從鳳山崎 (今新豐鄉山崎地區)騎馬南行，到老

衢崎(今苗栗縣的崎頂)，馬始停足，範圍內墾權皆歸其所有。之後

雖因明鄭降清，而未有開墾。1711年左右，王世傑兩度返鄉帶侄

孫與鄉親約一百八十餘人渡海來台，拓墾竹塹農地，興修水利，

奠定漢人在竹塹地區的開發基礎。連橫在《臺灣通史》的列傳中

有一篇〈王世傑列傳〉其載： 

「康熙五十餘年，始墾海濱之地：曰大小南勢，曰上下

羊寮，曰虎仔山，曰油車港，曰南莊，凡二十有四社，為田

數千甲，歲入穀數萬石。既又墾迤南之地：曰樹林頭，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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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莊，曰八卦厝，曰南雅，曰金門厝，曰姜寮，曰北莊，凡

十有三社。儼然一方之雄矣。」 

顯見，康熙末年竹塹一帶已經有規模開墾，南莊有二十四個

村落，北莊有十三個村落。而竹塹社熟番在課餉、勞役的壓力下，

被迫杜賣大片埔地以度日，最後全數的耕地落入漢墾戶手中。 

1721年 (康熙60年)竹塹社頭目衛阿貴率領九十五位族人，支

援清兵平定朱一貴有功，清廷賜了七個姓給竹塹社族人，分別是

「錢、廖、金、潘、衛、黎、三」。朱一貴事件後，清廷漸重台

灣防務。1723年 (雍正元年)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廳。淡水廳隸屬台

灣府，初期廳治暫設於彰化城，1731年 (雍正9年)遷至沙轆 (今台

中市沙鹿區)，1733年 (雍正11年)奉令遷駐竹塹，但廳署仍暫居彰

化，不願北遷。同知徐治民環植刺竹為城，並令竹塹社原住民遷

移到湳雅 (舊社)，後來因頭前溪經常氾濫，造成水災，1749年 (乾
隆14年)遷居到新竹縣竹北。現在位於竹北市中正西路219巷內的

「采田福地」，就是原住民竹塹社祭祀七姓公的祖祠。一直到1756
年 (乾隆21年)同知王錫縉將廳署由彰化移駐竹塹城。 

雍正三年 (1725)陸豐人徐立鵬移入竹塹。康雍乾時期，清對

台政策以「治安」為考量，為避免民變，多次實施海禁或不准攜

眷來台。王世傑領漢人進入竹塹開墾，隨後有客家人徐立鵬移入，

竹塹地區，逐漸由閩、客兩族群開墾新竹平原和丘陵。 

(4) 竹塹開墾的過程 

整體而言，清朝移民在竹塹地區拓殖過程，依時間進程大抵

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 

1. 康熙年間，王世傑及族人，開始開墾今新竹市、新竹縣各

河川下游土地，往南至苗栗苑裡、通霄、後龍、竹南一帶，

平原區大略開墾完成。 

2. 雍正年間，粵人加入。1725年(雍正3年)起，粵人加入拓殖

行列，逐漸向河川上游及山地進行開墾。新竹地區進入了

閩、粵併肩開墾的第二個階段，閩人普遍分佈在新竹、香

山、竹北、新豐等近海地區。到了乾隆年間，閩人從商者

以耕田者居 多，粵籍移民繼閩人之後陸續渡海來台，進

入新竹、竹北、新豐、香山等地。乾隆年間(1736-1795)，
關西、新埔、竹東、芎林、橫山等城鎮成為粵人及竹塹社

平埔族人的拓殖天地。 

3. 乾隆年間，竹塹社平林爽文有功，聘粵人開墾社番保留地。

1786年(乾隆51年)，竹塹社因協助清兵討平林爽文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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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為表示優遇，頒布屯番制，未開闢土地一律劃為社番

保留地，由竹塹原住民雇用粵人墾荒。 

4. 道光年間，粵人組「金廣福」墾號拓墾。嘉慶年間(1796-
1820)，竹塹社雇用粵人拓墾的地權，大部分都歸於粵人之

手。1834年(道光14年)，粵人姜秀鑾、閩人吉邦正獲得官

方的鼓勵，組織「金廣福」(金是吉祥之意、廣是指廣東人、

福是指福建人)大隘進行武裝移民，開墾生番地，約是今北

埔、寶山、峨眉等地。 

(5) 竹塹地區灌溉水圳建設發展 

農業的發展仰賴土地的開墾和水利的開發。水利的開發能提

高土地的產值，居民有水可用，有水可灌溉，形成人與土地的永

續關係。在開墾土地時，王世傑及其鄉親，為取得水源，興建「隆

恩圳」。 

竹塹頭前溪土地大量開墾始於1711 (康熙50年)，以河川流域

模式被開發，上中下游分別被不同族群所利用。頭前溪下游的沿

海平原是王世傑泉州人所開墾；中游的開墾者為粵人林欽堂、林

先坤、姜勝智、林春秀等；上游內山則為泰雅族人所盤據。漢人

入墾竹塹早在1661 (永曆15年)鄭軍鎮營駐紮的屯墾，《台灣通史》

曰：「1691 (康熙30年)王世傑來台為賈，先墾竹塹社地，就番因

而耕之，引水以溉，歲乃大稔，治田數千甲……儼然一方之雄矣」。

由此文獻可知，竹塹固土為平埔族之地，其勢控制南北要充，開

墾之後，繁榮經濟，可以媲諸羅而超越半線。 

1715年 (康熙54年)，王世傑及其侄為開墾南勢、北勢之荒埔，

自九芎林溪 (日治時期舊稱頭前溪中段以上為九芎林溪)引水開

鑿圳道，灌溉面積達114甲，其後陸續擴建。1725年 (雍正3年)灌
溉面積已達400甲，故稱為「四百甲圳」。1748 (乾隆13年)竹塹社

頭目錢子白出面反對設圳，乃由眾業戶地主集資八百元，舉劉苞

疏通水路，並為錢子白購入水額，方能順利通水，後修築諸多水

圳，使水圳成為竹塹農業生產重要的資產與支柱。 

圳路於九芎林溪前分南北兩路，北路分三分之水額，稱「新

社埤圳」；南路為四百甲圳之主幹線，經員山仔、七份仔、麻園

堵、隘口等莊後進入六張犁。水圳的開發，提升了土地的利用價

值，農業經濟的成效也大幅改變。對於新竹平原地區的經濟、社

會發展影響甚鉅。 

漢人拓墾竹塹，仰賴頭前溪豐沛的水源，以水圳帶動土地之

農業，竹塹、東海、九芎林逐漸成為新竹平原重要的稻米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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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初期日政府對殖民地的水利、灌溉系統採取保護、監督政策。

1904年 (明治37年)7月公佈台灣公共埤圳及施行規則，開始調查、

整理、登記舊有及現有埤圳狀況，對於有公共利害關係之埤圳與

以監督、管理，並合併規模較小之埤圳，劃分公共埤圳及認定外

埤圳。1921年將新竹州原設之公共埤圳組織，加以整理、合併改

為水利設施，並規定埤圳設施的設置、變動須經由行政機關與已

核准方可執行。於1929年完工的新竹水道，取水口位於現今隆恩

圳一帶，為頭前溪支流油羅溪的南岸，鄰近的丘陵地帶有許多村

落分布，此處之取水口地下伏流水源相當豐沛，使新竹水道有良

好穩定的水源，成為日據時期全台唯一以伏流水做為水源的大型

市街水道，相當具有代表性。戰後，水利組合改稱為農田水利協

會，於2020年再度改制為農田水利署。頭前溪現今仍為新竹地區

灌溉水圳的重要水源，根據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公告之資

料，其灌溉供水系統如圖2.3.3-1。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https://www.wranb.gov.tw/3452/23075/25365/25392/) 

圖 2.3.3-1 頭前溪灌溉取供水系統示意圖 

隆恩圳圳路於九芎林溪前分南北兩路，北路分三分之水額，

稱「新社埤圳」；南路為四百甲圳之主幹線，經員山仔、七份仔、

麻園堵、隘口等莊後進入六張犁。2018年，新竹市政府針對隆恩

圳進行改造，以風鈴高燈、水草欄杆等創意設施打造城市綠帶，

獲得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類」金質獎。 

(6) 頭前溪的水污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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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至1960年間，臺灣煤礦業蓬勃發展，頭前溪上游的橫山

與尖石兩鄉，境內山區資源豐富，礦坑開採興盛，業者經常將污

水排入河川，因而上游的油羅溪曾被稱為「黑龍江」。直至1980
年代礦災頻傳，礦產減少，再加上環保意識的抬頭，尖石、橫山

的礦區逐漸關閉，油羅溪才得以逐漸恢復清澈。 

此外，戰後人口增加，建築業亦蓬勃發展，砂石業者大量開

採河川砂石，導致河床涵養能力衰退，同時也致使河水污濁，河

中動植物生態遭到破壞。 

另一個頭前溪的污染來源是河川旁的養豬業大量興起。養豬

業者為節省成本，將未處理的豬隻排泄物排入河川，不僅鄰近溝

渠異味濃重，頭前溪在經年累月的污物排入後，亦開始產生優氧

化現象，魚、蝦、貝類大量死亡。直到1999年政府環保單位頒行

離牧計畫，開始規定頭前溪流域內禁止養豬，期限內養豬業者可

自動拆遷，由政府給予補償。另外，也禁止頭前溪砂石的開採，

逐漸減緩砂石業與養豬業發展對於頭前溪的汙染與負擔。 

然而，1980年代新竹市曾發生嚴重環境災害事件，疑似大量

廢水及帶有刺鼻魚腥臭味的廢氣，造成空氣污染與水污染。臭氣

籠罩國立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兩校校園。當時，李長榮化工廠 (簡
稱榮化)投資三千萬美元於新竹市東區水源里設廠，生產福馬林、

二甲基甲醯胺及有機溶劑，遭質疑為罪魁禍首。1983年10月，經

濟部下令李長榮化工公司新竹廠所製造的嚴重水污染問題應限期

改善，否則必須停工並撤銷以往所享受的投資獎勵，但榮化仍不

承認該公司新竹廠排放的廢水會影響新竹地區水質。後來，新竹

市衛生局和省環保局經過化驗，發現廢水污染物來自人畜的排泄

物「游離氨氮」而非榮化所排放的主要有機物「甲醇」，然民眾

卻不信任此化驗結果；另外，李長榮的排氣雖符合既有標準，卻

不符合該年8月才實施的新標準，因此環保局要求榮化必須在12月
以前改善，但在地民眾亦無法接受，故發動示威、「自救」抗議，

在民眾圍廠450天後，榮化被迫關廠。 

(7) 頭前溪與人 

河流是水循環中重要的一環。在水循環過程中，不同生態環

境中的生物或是其他物質，能將重金屬離子、有機鹽、污染物等，

予以過濾、吸收、分解或者利用。河川除了能提供人類飲用的水

源，同時具有交通航運、農畜供水、水產養殖、水力發電、排放

污物等功能。此外，河川生態環境也可提供人們觀光、休閒、垂

釣等遊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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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山高水急，頭前溪平時水流穩定，颱風來時卻可能氾濫

成災。頭前溪的洪水期集中在六月至九月的颱風季節，歷代常有

風災，造成經濟財產損失。清代時居民引水灌溉，不知治水的重

要性，至日治時期政府開始修築提防，戰後方才有整體規劃的防

洪治水計畫，修築橋樑及堤岸頭前溪與人的互動密切，隨著戰後

經濟及工業的發展，中、下游逐漸受到人為的污染及破壞。特別

是1960年代中期以後，頭前溪畔工廠林立，其建設與排放之汙染

造成頭前溪生態環境與資源的破壞。 

2.3.4 新竹左岸水環境的環境變遷文獻彙整 
本計畫綜合文史資料的盤點與詮釋，加上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文

獻，建構新竹左岸水環境營造的初步環境史。新竹地區 (含現新竹縣

市)的地方文史資料相當豐富，數量龐大的研究資料使其成為臺灣史

研究的重要區域，在過去二十年間發展出多元的研究論述。然而位於

縣市交界處的新竹左岸，在過去的地方產業、經濟、建設的發展脈絡

中，經常處於被邊緣化的困境，新竹左岸高灘地的環境論述與歷史資

料不盡完整，不僅較無以此區做為主要範疇之研究，在其他相關研究

中也較沒有被描述。故本計畫拓展文史與環境變遷資料的蒐集範疇，

盤點新竹左岸和鄰近區域之衛星影像(請見本報告第2.4.1節，特別是

圖2.4.1-3所展示之1966年與2018年間的環境變遷)與環境變遷文史資

料，提出新竹地區的環境變遷文史描述，部分內容於2.3.3節闡述。雖

無直接以新竹左岸範圍作為描述對象，但梳理新竹地區文獻資料之成

果仍可做為新竹左岸在地人與環境互動的參考。本計畫整合既有生態、

文史資訊，進而回饋「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具體

的環境文史營造目標，具體成果請見5.6節刊物製作印刷。相關重點文

獻簡要摘要如下： 

(1) 清帝國的邊疆治理及其土地制度：以新竹頭前溪中上游地區為例

(1790-1895)(陳志豪，2012) 

臺灣為清領時代的邊疆地帶，此論文以清領時期的土地開發

政策主軸，探討地方社會如何因應清帝國提出的土地開發制度，

以及如何在社會整體架構中進行土地開墾。此研究以頭前溪中上

游的九芎林莊與合興莊 (現新竹縣芎林鄉至橫山鄉之範圍)為研

究範疇，前者在林爽文事件前原為禁墾區域，清帝國為在動亂後

收編界外私墾土地，將九芎林莊編入「番屯制度」的開墾區域；

後者則是由九芎林莊向外延伸的開墾區域，適用「隘墾制度」。

因此，此兩地區的開發過程，恰好呼應清帝國逐漸收編界外地區

的過程。此論文指出，此兩項土地開墾制度表面上是為了控制界

外尚未開墾區域的秩序，但實際上地方社會的實質運作方式卻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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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私墾活動漸漸被吸收納入清帝國的制度中，使清帝國的疆

界變得模糊而漸漸向外擴展，成為清帝國的一部分。此文章雖偏

重土地開墾制度之探討，但仍可由本文可看見頭前溪中上游周邊

聚落於清領時期的土地開墾歷程與模式。 

(2) 水利開發與地區發展互動之研究：以頭前溪北岸九芎林為例

(1775-1945)(楊秋賢，2011) 

 

來源：水利開發與地區發展互動之研究：以頭前溪北岸九芎林為例(1775-1945)(楊秋賢，2011) 

圖 2.3.4-1 2009 年九芎林地區水系及水利圳路系統圖 

水利系統是土地開墾的關鍵因素，往往牽動地方經濟與產業

之發展，而在這個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連結因著多種因

素而建立。此篇文章以新竹縣九芎林地區的拓墾、水利設施的發

展為主要研究主軸，詳細探討九芎林地區移民拓墾與水利開發對

於該地產業與人文發展脈絡之影響。位於頭前溪沖積扇平原北側

的九芎林地區，因水源豐沛而有水圳建設 (圖2.3.4-1)。清領時期

的移民即在此拓墾，日據時期建設新竹水道，擴大水利事業，有

規模與規劃地經營水利建設，使九芎林地區的農業與經濟蓬勃發

展。此文亦提到，因著水資源分配而興起的社群，起因於水利信

仰的祭祀活動，而血緣和原鄉地緣關係則為人群相對緊密結合的

因素，由此可推測水利資源的開發對於形塑人群之間的互動有密

切關係。 

(3) 新竹縣頭前溪自行車道使用者環境需求分析(黃源霖，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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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畔的自行車道是在地居民的休閒遊憩去處，此文以問

卷調查方式，蒐集自行車道使用者對於各項環境設施的滿意程度。

研究發現自行車道使用者年齡分布主要集中於青壯年，且對於自

然環境、社會環境的滿意度高於經營管理環境、車道設施環境。

顯示自行車道的人為管理措施較有改善空間。其中，使用者對於

自行車道遮陰植栽的重視程度最高。此文最後也提出未來規劃設

計與經營管理之建議，以期發展為完善的自行車道遊憩空間。 

(4) 頭前溪下游河岸遊憩資源潛力評估之研究(廖偉軒，2009) 

臺灣的河岸環境多元複雜，在人為活動空間逐漸外擴至河岸

環境的情況下，如何兼顧生態環境與休閒遊憩空間是重要議題。

此文以頭前溪下游的河岸環境為研究範疇 (圖2.3.4-2)，探討河岸

環境做為人為休閒遊憩場域的潛力，以及如何在永續發展的目標

下，評估各種遊憩類型對河岸環境之影響。此文建議應由主管單

位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規範河濱公園各項人為活動使用的區域

範圍，並積極處理河川汙染與水質改善問題，復育生態避免人為

開發與破壞，同時兼顧在地人的休閒遊憩環境與自然生態環境。

此文提出之頭前溪下游的遊憩發展方向，在水質改善與生態復育

面向可呼應本計畫於新竹左岸盤點之環境議題。 

 
資料來源：頭前溪下游河岸遊憩資源潛力評估之研究(廖偉軒，2009) 

圖 2.3.4-2 頭前溪下游河岸遊憩資源潛力評估之研究範疇與分區 

2.4 環境生態資料蒐集盤點 
本計畫已透過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查詢系統、臺灣碩博士論文網、

其他線上資料庫等方式，蒐集共63篇與新竹市頭前溪左岸、或計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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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環境課題、生態調查、物種參考之文獻(附錄七)。並透過臺灣生

物多樣性網絡資料庫初步盤點陸域生物、水域生物、植物等三個主要

調查取徑的物種出現記錄，配合前述文獻，盤點出基地內關鍵物種如

蝙蝠、中小型哺乳動物、禾草芋蘭、臺灣大豆等，詳如下述。 

2.4.1 頭前溪左岸周遭環境棲地與生態關注區域現況 
頭前溪自山區流入平原區後，中下游呈辮狀河道狀況，與客雅溪、

鳳山溪一同沖積形成新竹平原。新竹平原因具有平坦、肥沃之土壤，

除平埔族利用以外，清初以來的墾民逐步將濱溪平原開墾成田埔、並

發展水圳、溝渠等灌溉設施(洪明仕，2018)。於頭前溪左岸，長年來

土地使用多為沿河分布之大面積農田及零星草地，然此類地景單元，

因機場建設、周邊都市發展等因素而逐步縮減。又因頭前溪堤防、水

堰、取水工等水利設施逐步完整，河道周邊現已多發展成人為高度利

用之都會地景，洪氾區域則逐步開發為帶狀公園綠地(圖2.4.1-1)。回

顧河川廊道之歷史變遷(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19)，頭前

溪因具有河道易變動之辮狀河特性，河川廊道於新竹平原擺動。現今

河川廊道與過往相比，河道範圍相對限縮 (圖2.4.1-2)。 

參考「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新竹林區

管理處，2020)之棲地調查盤點成果，本計畫繪製新竹左岸水環境改善

範圍內的初階棲地分布如圖2.4.1-3右側圖示，並比較民國55年歷史衛

星影像與現況棲地分布圖，可發現計畫範圍早年主要為河川辮狀流路、

洪氾區域之河畔草地以及農業使用土地，而近年來環境多轉變為農業

使用土地、都市綠地與開放空間、草生地為主，辮狀流路與洪氾區域

之河畔草地面積相對減少，顯示人為利用對河川環境影響劇烈，並逐

漸由早年之農業需求，改變為休憩需求，而自然河道面積則明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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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來源：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 

圖 2.4.1-1 新竹平原棲地分布概況 

 
圖資來源：順應河相之河川廊道範圍初步規劃研究(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19) 

圖 2.4.1-2 計畫範圍頭前溪與鳳山溪歷史河道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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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3 計畫範圍棲地變遷比較 

 

圖 2.4.1-4 計畫周邊法定敏感及民間關注區域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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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這些土地利用變遷對周遭環境的影響，本計畫已利用計畫

範圍套疊多項敏感區域圖層資訊(表2.4.1-1)，產出計畫周邊法定敏感

及民間關注區域圖(圖2.4.1-4)，由產出結果可見本計畫區域主要位於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因此本計畫工程應注意維護水資源涵

養並落實保育措施。頭前溪下游至河口處則流經具有涵養水源、防止

海風、飛砂為害等功能之「保安林地」範圍，此處也往往是候鳥遷徙

過境時的棲息場所。頭前溪河口南側有「國家級重要濕地：香山濕地」

(亦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與「重要野鳥棲地」)，是遷徙候鳥

及海鳥覓食、停留的重要環境。 

表 2.4.1-1 關注區域圖引用圖資一覽 

圖資名稱 出處 版本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圖 

水利署。2020。水利地利資訊服務平台。
https://gic.wra.gov.tw/Gis/gic/API/Google/Index.aspx 109.01.10 

飲用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20。環境品質資料庫。
https://ienv.epa.gov.tw/NGIS/LayerList?layer=%E5%85%
A8%E5%9C%8B%E9%A3%B2%E7%94%A8%E6%B0%
B4%E6%B0%B4%E6%BA%90%E6%B0%B4%E8%B3%
AA%E4%BF%9D%E8%AD%B7%E5%8D%80%E7%AF
%84%E5%9C%8D%E5%9C%96 

107.10.05 

水庫集水區圖 水利署。2020。水利地利資訊服務平台。
https://gic.wra.gov.tw/Gis/gic/API/Google/Index.aspx 109.04.20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林務局。202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料開放平台。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156 105.10.01 

國家重要濕
地、地方重要
濕地 

內政部資訊中心。2020。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
http://giss.tcd.gov.tw/tcdmap/services/WebService/WETLA
NDS_OF_IMPORTANCE/MapServer/WmsServer? 

108.07.19 

全台保安林分
布概略圖 

林務局。202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料開放平台。 
https://data.coa.gov.tw/Query/ServiceDetail.aspx?id=150 108.01.29 

重要野鳥棲地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2020。農委會農業綠能發展資訊
網。https://age.triwra.org.tw/Page/MapLayerDataList 10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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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計畫範圍周邊陸域動物資源概述 
本計畫針對計畫範圍及周邊約5公里範圍內過往相關生態調查文

獻進行盤點，以瞭解計畫範圍生態環境、棲地變遷和動物資源，並進

一步藉由過往生態資料的分析釐清計畫範圍生態情報不足之處，以及

潛在應關注的棲地和物種，以規劃本計畫工作重點，擬定調查評估計

畫。已盤點之陸域動物相關文獻資料分三大類，請見表2.4.2-1，以下

簡要說明。 

 大範圍背景資料：彙整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台灣生物

多樣性網絡資料庫(https://www.tbn.org.tw，以下簡稱TBN)和計畫

執行單位之一的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於過去10年間在新竹淺

山區域執行的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資料。TBN資料庫是查詢其中

於本計畫範圍周邊約5公里區域的相關資料，篩選出超過6萬筆6大
動物類群物種點位紀錄，資料來源包括中華鳥會鳥類資料庫、eBird、
iNaturalist、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等資料集(請見附錄八附表7)，再

針對其中潛在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紅皮書物種和稀有種)點位進

行分析。新竹淺山區域紅外線自動相機主要選擇頭前溪和鳳山溪

上游區域的資料匯入，分析計畫周邊淺山森林性關注物種，作為

本計畫頭前溪藍綠帶與周邊綠帶串連課題的背景。 

 頭前溪主流物種調查文獻：本計畫盤點5篇於頭前溪主流

河道和濱溪帶進行物種調查的重要文獻，涵蓋88年至108年間各季

不同區段樣站的調查結果，盤點結果有助於掌握本計畫範圍大部

分動物類群的分布狀況。 

 計畫範圍周邊5公里5年內物種調查文獻：為進一步補充頭

前溪主流潛在分布的動物種類，本計畫蒐集周邊5公里過去5年間

13份環評相關書件生態調查結果，另外並彙整新竹市政府霜毛蝠

研究報告作為關注物種課題的參考。 
  

https://www.tb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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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1 本計畫盤點動物生態文獻類型說明 

類型 調查時間 文獻或資料名稱 
大範圍背景資料 
 1985-2019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資料庫 
 2013-2020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新竹淺山自動相機資料 
頭前溪主流物種調查 
 2004-2006 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 2/2—主流樣站 
 2015-2016 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規劃(2-2) 
 1999 河川生態調查與正常流量之研究—以頭前溪為例 
 2019 新竹縣頭前溪生態治理區 1-5 期 生態調查成果報告書 
 2016 新竹縣頭前溪流域生態治理區成效評估暨教育推廣計畫 
計畫範圍周邊 5 公里近期其他物種調查文獻 

 2015、2017、
2019 

新竹地區霜毛蝠的族群生態、族群監測與推廣教育 

 2018-2019 (1080091E) 「大享容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展計畫」  

 2018 
(1080071A)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寶山用地)擴建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 
 2018 (1080021S) 新竹市馬偕兒童醫院環境影響說明書 
 2018-2019 (1080011E) 新竹縣國際 AI 智慧園區環境影響說明書 

 2017-2018 

(1070031E) 變更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都市計畫(合
併「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

分)(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公園用地、綠地

用地)環境影響說明書 

 2017 
(1070021S) 變更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專案通盤檢討案(配合

世博台灣館產創園區周邊開發)主要計畫」指定整體開發區

(保留案第 11 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2017 (1070011S) 新竹市樹葬園區規劃設計案 

 2014-2015 
(1060041E) 變更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都市計畫(合
併「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2017 
(1060025S) 新竹市東區水源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環境現

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 
 2015 (1060021E) 華邦電子新竹縣竹北市世興段 49 號共 1 筆地號 

 2014 
(1050021S) 新竹市東區光復段 1034 地號等 32 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2015 
(1040101S) 新竹市大學路 16 號部份住宅變更為一般旅館環

境影響說明書 

 2015 
(1040061S)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20 筆土地及東橋

段 1040 地號等 1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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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包含計畫範圍周邊 5 公里所有資料，下圖僅顯示計畫範圍及鄰近地區的關注物種和保育類 

圖 2.4.2-1 文獻盤點潛在應關注動物物種出現位置示意 

表 2.4.2-2 本計畫盤點文獻各動物類群調查科種數統計 

文獻類別/類群 哺乳類 鳥類 兩棲類 爬蟲類 蝴蝶 蜻蜓 

大範圍資料庫 
科數 17 72 6 12 5 6 

種類數 35 369 18 36 92 34 

周邊 5 公里含頭前溪 
科數 11 46 6 10 5 6 

種類數 26 109 15 25 87 33 

頭前溪 
科數 7 44 5 7 5 6 

種類數 16 101 8 18 55 30 

圖2.4.2-1為文獻中潛在關注保育類出現位置示意圖(不含紅尾伯

勞和台灣畫眉等較普遍分布保育類，資料庫點位座標可能誤差範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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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里)，表2.4.2-2為本計畫已盤點三類文獻所調查6大動物類群科數和

種類數。以下說明各動物類群初步盤點結果。 

 (1) 哺乳類 

計畫範圍及周邊區域的大範圍資料顯示有17科35種哺乳動物，

近5年頭前溪和周邊區域調查有26種，頭前溪主流僅有16種。三類

文獻哺乳類種類數差異主要在中大型哺乳動物和蝙蝠，比較各文

獻調查方法顯示頭前溪主流過往因調查方法的侷限，因此在中大

型哺乳類和蝙蝠的調查資料應有不足之處，因此本計畫規劃加強

紅外線自動相機和超音波偵測等調查技術的應用以補充相關資料。 

頭前溪主流資料的哺乳類組成以小型囓齒目和食蟲目種類為

主，除因計畫範圍主要為草地灌叢和農牧用地兩類棲地，也與過

往哺乳類調查主要採鼠籠捕捉法有關。其他記錄種類包含2種中型

哺乳類和2種蝙蝠，中型哺乳類紀錄來源為台灣野兔排遺紀錄與1
次的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結果，2種蝙蝠則分別為容易辨識的大型

台灣葉鼻蝠和平地最常見的東亞家蝠，均顯示現有主流調查資料

的不足。 

 
由左至右分別為霜毛蝠、台灣野兔、白鼻心、食蟹獴 

圖 2.4.2-2 本計畫潛在應關注哺乳類 

計畫範圍雖部分有持續人為活動干擾的區域可能無法提供敏

感哺乳類利用，但台灣野兔、白鼻心、鼬獾、食蟹獴(圖2.4.2-2)等
種類仍可能藉由串連的濱溪藍綠帶棲息、覓食或做為移動廊道，

本計畫彙整的文獻顯示多處周邊區域的調查有白鼻心紀錄，頭前

溪和鳳山溪上游的自動相機則記錄到包括台灣山羌、台灣野豬、

台灣獼猴、穿山甲、食蟹獴等計畫周邊尚未發現的種類。此外，

以日治時代海軍第六燃料廠(以下簡稱六燃廠)和周邊人工建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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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已知棲所的稀有霜毛蝠亦是本計畫關注重點，資料顯示頭前

溪濱溪綠帶為其夜間覓食區。外來種哺乳類有犬貓兩種紀錄。 

 (2) 鳥類 

計畫範圍及周邊區域鳥類相關資料豐富，主要是TBN資料庫

中匯入了中華鳥會過去二十多年間鳥友的調查資料，大範圍資料

顯示有72科369種鳥類，近5年頭前溪和周邊區域調查有109種，頭

前溪主流有101種。由圖2.4.2-1可看出保育鳥類和稀有鳥類主要集

中在頭前溪口南側的港北和港南地區，此區域屬於台灣重要野鳥

棲地TW009新竹市濱海地區範圍，南側緊鄰國家級重要濕地香山

濕地。頭前溪主流和周邊5公里鳥類紀錄相近，顯示頭前溪主流已

有完整的鳥類調查資料。 

頭前溪主流鳥類組成以常見鳥種為主，其中留鳥種類約佔2/3，
過境和冬候鳥佔1/3。物種組成大致亦可由偏好棲地分為水域、開

闊草地灌叢和森林性鳥種，水域種類主要為鷺科、鴴科、鷸科等，

開闊草地至森林邊緣的鳥種種類和數量最多，如鳩鴿科、鷦鶯、

白頭翁，森林性鳥類在與兩側淺山次生林距離較近的上游區域紀

錄較多。 

 
由左至右分別為黑翅鳶、紅隼、彩鷸和八哥 

圖 2.4.2-3 本計畫潛在應關注鳥類 

頭前溪主流潛在關注鳥種包括棲息在水田和草澤的彩鷸(圖
2.4.2-3)、偏好開闊草地灌叢的黑翅鳶、紅隼和八哥、偏好水域的

魚鷹，屬於本計畫應關注的鳥類。彩鷸的紀錄地點包括新庄里和

隆恩堰；魚鷹在竹林大橋和竹港大橋有記錄；紅隼在河口、新庄

里、隆恩堰、中正大橋有紀錄；黑翅鳶在隆恩堰至舊社大橋間多

次紀錄；八哥在竹林大橋至國道3號橋間有穩定紀錄，頭前溪橋附

近也有過紀錄。其他保育鳥類紀錄尚有黑面琵鷺、鳳頭蒼鷹、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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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鵟、紅尾伯勞、台灣畫眉等種類。文獻中外來種鳥類紀錄有野

鴿、埃及聖䴉、喜鵲、黑領椋鳥、家八哥和白尾八哥等種類的紀

錄。 

(3) 兩棲爬蟲類 

計畫範圍及周邊區域大範圍資料顯示有6科18種兩棲類和12
科36種爬蟲類，近5年頭前溪和周邊區域調查有15種兩棲類和25種
爬蟲類，頭前溪主流則有8種兩棲類和18種爬蟲類。頭前溪主流兩

棲類紀錄均為常見種類，穩定記錄的黑眶蟾蜍、澤蛙和小雨蛙偏

好水田、草澤和溪畔等多樣水域環境；貢德氏赤蛙偏好較深的草

澤棲地。日本樹蛙、褐樹蛙和面天樹蛙偏好森林邊緣水域或上游

水質較佳的環境。爬蟲類部分有中華鱉、斑龜和紅耳龜3種活動於

溪流和埤塘的龜鱉類，另外草花蛇、花浪蛇和白腹游蛇亦偏好於

水域活動，開闊草地灌叢則有多種石龍子、草蜥和南蛇、眼鏡蛇

等紀錄，森林性種類有攀蜥和青蛇等種類。 

由於計畫範圍內水域和植被環境較為單調，因此兩棲爬蟲類

組成多樣性並不高，兩棲類無已知應關注物種，爬蟲類則以保育

類草花蛇等半水棲蛇類較應關注(圖2.4.2-4)，草花蛇記錄位置在新

庄里至舊社大橋間和經國大橋附近。外來種部分含周邊地區有美

洲牛蛙、斑腿樹蛙、紅耳龜紀錄。 

 
由左至右分別為花浪蛇和草花蛇 

圖 2.4.2-4 本計畫應關注爬蟲類 

 (4) 蝴蝶和蜻蜓 

文獻指出頭前溪主流有55種蝶類和30種蜻蛉目紀錄，主流蝶

類紀錄遠少於周邊區域，蜻蛉目紀錄則與周邊接近。由於蝶類多

樣性受其寄主植物和蜜源影響，計畫範圍濱溪帶以人為干擾過的

草地灌叢、農牧地和小面積森林為主，蝶類組成相對於周邊植物

多樣性較高的次生林單調應屬合理。主流蝶類和蜻蛉目組成均以

常見種為主，無保育類，但蝶類特有(亞)種比例高。蜻蛉目組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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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靜水域和緩流棲地的種類為主，溪流型種類通常需有遮蔽的

濱溪樹林和較佳的水質環境，主流目前紀錄較少。 

2.4.3 計畫範圍周邊植物資源概述 
本計畫蒐集過往頭前溪流域與周遭植物調查與分布文獻，如表

2.4.3-1。 

表 2.4.3-1 本計畫盤點植物生態文獻類型說明 

類型 調查時間 文獻或資料名稱 
大範圍背景資料 
 1985-2019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資料庫 
 1993 苗栗丘陵水濕生植物探訪 
頭前溪主流物種調查 
 2004-2006 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 2/2 
 2015-2016 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規劃(2-2) 

 
圖片來源：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06) 

圖 2.4.3-1 頭前溪植被具有易受周期大水擾動之特性 

頭前溪河岸植生於年間變化明顯(圖2.4.3-1)，河床植被受到颱風

影響甚鉅，颱風前後植被分布變化大。此外河道多變，水量冬、夏季

明顯不同，造成河岸水生植物的族群數量與密度不穩定。挺水型水生

植物主要利用河岸灘地之微棲地；沉水植物少見，僅記錄於河道附近

溝渠、農田等水量穩定處。稀有或關注植物為台灣大豆(頭前溪竹港大

橋、中正大橋及上坪溪竹東大橋)、柳絲藻(頭前溪竹林大橋)。外來種

入侵嚴重，河床與沙洲上有優勢外來種植物，調查紀錄412種中，原生

植物264種，僅佔64.1%(第二河川局，2006)。 

頭前溪因辮狀河之特性，植被受到周期性大水擾動，自然植被經

擾動後常可快速恢復植被，緩流或小溝渠間可孕育水生植物生長，高

灘地及河道兩側可提供原生高草類植物生長，提供台灣大豆利用。然

既有文獻資料不易瞭解與評估頭前溪棲地之變遷，對於微棲地的現地

分布及棲地間原生植被相亦缺少資料的盤點。為瞭解河川棲地復育之

目標，對於早年河川植被樣貌應有所瞭解，參考「苗栗丘陵水濕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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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探訪」(賴俊豪，1993)，於與頭前溪環境條件相似的後龍溪進行沿

岸植物調查，將後龍溪辮狀河周邊水生植物主要生長環境進行分類，

包含(a)河流：河床上生長有台灣水龍，溝渠間則有柳絲藻、線葉藻、

馬來眼子菜、異匙葉藻、聚藻，耕地區域具有水蓼、陌上草、瓜皮草

生長；(b)山墀(河階地或谷津田間)：具有田字草、冠果眼子菜、日本

茨藻、虻眼草、瘤果簀藻、瓜皮草、水王孫、陌上草、印度節節菜等

水生植物生長。顯示早年辮狀河道及周邊，在不同微環境間具有不同

的植被樣貌，而這些物種多已消失於現有河道間，為劣化的河川棲地

恢復之重要標的物種，提供這些物種生存需求之環境，可做為生態環

境營造考量。 

2.4.4 計畫範圍周邊魚類與蝦蟹類資源概述 
本計畫蒐集計畫範圍周邊水域調查資料，整理如表2.4.4-1。頭前

溪左側河岸水域環境主要為人工濕地與區域排水，人工濕地為柯子湖

濕地與溪埔子濕地。區域排水包含前溪大排水、東門大排水、何姓溪

排水等。各區域環境概況分述如下。 

表 2.4.4-1 本計畫盤點水域生物生態文獻類型說明 

類型 調查時間 文獻或資料名稱 
頭前溪主流物種調查 
 2004-2006 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 2/2 
 2015-2016 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規劃(2-2) 
 2016 新竹縣頭前溪流域生態治理區成效評估暨教育推廣計畫 
計畫範圍周邊 5 公里近期其他物種調查文獻 
 2009 新竹市東區前溪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 
 2011 新竹市北區金雅自辦村社區土地重劃環境影響說明書 

(1) 人工濕地 

柯子湖濕地與溪埔子濕地水域棲地環境相仿，底質以泥沙底

質為主，水深逾30公分以上，水體量大且面積廣闊，湖畔水生植

物生長繁茂，可為水生動物蔽護、覓食、繁衍之棲地利用。然以

目視記錄並訪談當地民眾與管理單位，已知2處濕地皆以麗魚科等

外來魚種為優勢魚種，鄰近計畫範圍外之柯子湖溪更有民眾釣獲

大口黑鱸等入侵性強之外來種，不排除已遭人引入。上述外來種

如建立穩定族群，將消耗原生動物食物來源，捕食幼魚和小型無

脊椎動物，排擠原生動物可利用空間資源，將使該區域水域生物

多樣性大幅度降低。 

(2) 區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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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左岸鄰近區域排水除何姓溪排水水色汙濁且散發異味

外，前溪大排水與東門大排水回顧環保署水質檢測資料為輕度汙

染至未(稍)受汙染程度。何姓溪排水底部多為混凝土鋪底，而東門

大排水、前溪大排水仍紀錄有自然礫、卵底質且河岸偶有濱溪樹

叢作為水生動物蔽護之用。 

 
圖 2.4.4-1 區域排水環境影像紀錄 

參照兩份周邊5公里近期調查文獻可知左岸鄰近排水之魚類

相仍以外來種麗魚科為主，而頭前溪主流雖記錄有多種洄游魚類

(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16)，然主流與周邊排

水常有縱向阻隔，且洄游魚類甚少進入鄰近區域排水，亦無山區

溪流之原生種源補充，難以建立原生魚類族群。 

頭前溪下游竹港大橋段於「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

河川環境營造規劃」(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16)紀錄有5科
16種蟹類，且多為招潮蟹及灘地蟹類，然舊社大橋段則僅記錄1科
2種，可知該區蟹類多集中於感潮帶下游河段，並有機會沿河岸進

入周邊排水，作為主流河灘棲地之延伸，周邊排水系統棲地環境

優劣狀況為蟹類保育之重要關注議題。 

2.4.5 頭前溪下游區段上位環境管理計畫辦理成果概述 
(1)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民國107至110年) 

行政院於民國106年核定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國土生態保育綠

色網絡建置計畫(107至110年度)」(下稱「國土綠網」)，其總目標

為：「建置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串聯東西向河川、綠帶，連

結山脈至海岸，編織『森、川、里、海』廊道成為國土生物安全

網；提升淺山、平原、濕地及海岸的生態棲地功能及生物多樣性

的涵養力；營造友善、融入社區文化與參與之社會-生產-生態地景

與海景，以促進永續發展。」自107年開始啟動後，林務局結合協

力機關，以國有林事業區為核心保育軸帶，向區外推展多面向地

景生態保育工作(圖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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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1 國土綠網各層級推動藍圖架構 

國土綠網之建構，以守護「森川里海」永續生命力為願景，

強化生態系保育、修復與串連，是未來各區域綠網發展與執行的

重要依據。該計畫目標在「建置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所需之完

整資料庫，透過科學調查和分析，全面盤點國土各地上、中、下

游之破碎生態系統及優先保育地區，擬訂各區復育對策、重要工

作事項以及權益關係人參與策略」。其中，與本計畫區域相關之

國土綠網策略劃分，主要為「西部淺山生態綠網」與「西部海岸

生態綠網」二者，前者強調強化連結山脈及海岸之間之主要河川

水系與兩岸生態綠帶；後者則強調加強保安林、公有地之生態造

林，建置完整之綠色生態軸。 

(2) 新竹林區管理處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

(民國108-109年) 

新竹綠網轄區範圍含括淡水河以西之台北、新北、桃園、新

竹、苗栗區域，目標係將中央山脈保育軸的經驗，延伸至林班地

外的區域，保育淺山丘陵、平原、濕地、海岸等棲地。推動工作

包含六大面向：生態綠網藍圖盤點及跨域平台建置、里山倡議及

友善生產環境推動、瀕危物種保育策略與行動、動物通道之建置

與生態廊道之串連、原生植被復育及友善環境生態造林、綠網理

念推廣與公眾參與。其中生態綠網藍圖盤點工作，經由文獻資訊

蒐集、棲地初步調查、保育急迫性物種分析及偏好棲地盤點、地

景分析等多樣方法蒐集所需資訊，並且處理轉化為空間資訊，如

圖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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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竹區管理處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 

圖 2.4.5-2 新竹次綠網計畫盤點草生、水域生物偏好棲地分布 

又新竹綠網計畫中，計畫團隊亦建立新竹林管處與相關單位

間定期與長期之溝通管道，實際處理與執行保育課題處理。於竹

苗地區辦理跨部門平臺會議，執行「苗栗地區降低石虎與養禽場

域衝突」以及「新竹地區農業生態友善工作與生態環境營造」等

兩個議題的對地溝通工作，並串連公私協力網絡。 

(3)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2/2)」(民國95年) 

「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於民國93-94年間執行河川物理特性

調查、基礎生態資料調查、河川空間利用狀況等相關資源盤點工

作。於第二年成果報告內，盤點頭前溪流域內的文化遊憩資源，

並彙整頭前溪主流河道內的河川棲地分布概況圖(圖2.4.5-3)。調查

期間，觀察到頭前溪之河川高灘地多為農耕利用或規劃為河濱公

園。此類開發利用，特別如農墾、灌溉擷取水源，造成頭前溪流

量下降、高灘地過度開發、甚至污染頭前溪水質等議題。 

  
資料來源：「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2/2)」(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06) 

圖 2.4.5-3 頭前溪下游於民國 93-94 年間之河川棲地調查成果 

該調查認為，頭前溪未來規劃應減少高灘地利用、農耕地壓

縮河道導致河川棲地類型單一化、以及高灘地開發致使人為廢棄

物易進入河川等問題。此外，該調查提及銀合歡入侵草生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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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每年三月伐除銀合歡成木、以殺草劑抑制萌蘗數量、伐除後

密植速生本土樹種等措施，減少銀合歡的族群數量。 

(4)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

環境營造規劃」(民國104-105年) 

 
資料來源：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規劃(2/2)」(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16) 

圖 2.4.5-4 頭前溪主流河川環境營造發展願景圖 

此一規劃於民國104-105年間，以生態、棲地、水質、空間利

用等調查作為方法，盤點流域內的環境規劃與保育課題。這份報

告提出「轉動頭前溪藍綠脈動，徜徉竹塹城山水人文」的環境規

劃發展願景(圖2.4.5-4)。包括：(1)河口區域至舊社大橋(河口多元

生態復育暨環境教育)、(2)舊社大橋至隆恩堰(都會愜意生活營造)、
(3)隆恩堰至國道三號橋(河川田疇美質體驗)、(4)國道三號橋至匯

流口(鄉野山林攬翠保育)根據以上分區規劃，本規劃報告盤點兩

處主流河川環境營造重點發展區域。(1)「舊港島生態遊憩環境營

造」，於重現期距20年防洪標準前提，在疏濬時將溝貝排水及豆

子埔溪排水匯流口與舊港大橋上下游區域，保留部分低水區域灘

地，並規劃淡海水交接帶生態復育、保育區，強化河口生態與環

境美學效果。(2)「頭前溪都會河川遊憩環境營造」，期待將左岸

既有的河濱公園、濕地等空間串連，形成連續藍綠帶系統，臨河

段以生態保護、環境教育及自然休憩空間為規劃考量，並平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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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環境，高灘地則設置綠地類型的遊憩設施如草地球場等，符合

都會休憩需求。 

(5)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頭前溪河川環境管理規劃」(民國107
年) 

此一規劃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依據水利法所推動之

「河川環境管理計畫」之內容，是為最近期之頭前溪河川環境治

理的上位計畫，其內定義頭前溪的河川範圍、關連區域、彙整頭

前溪環境現況、並進行基本資料蒐集。依據資料蒐集，此規劃將

頭前溪流域區分為：(1)河口至舊社大橋、(2)舊社大橋至隆恩堰、

(3)隆恩堰至國道3號橋、(4)國道3號橋至匯流口等四區段。其分區

管理與前述之「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規

劃」(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16)相同(圖2.4.5-5)，其分區內

規劃方案亦近似。唯此一規劃指出頭前溪濱溪帶之確立、濱溪帶

與人為使用區間緩衝帶建立、河川廊道之連續性維持、以及因地

制宜的生態經營為重要的環境復育方案。然該規劃也指出，在頭

前溪的治理單位多元複雜的狀況下，各主管機關需有共識，方能

順利推展相關環境復育等規劃落實。 

 
資料來源：頭前溪河川環境管理規劃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18) 

圖 2.4.5-5 頭前溪環境管理規劃之環境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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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結 
本計畫「歷史與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以頭前溪流域周邊的竹

塹地區為範疇，蒐集、盤點歷史人文遊憩資料，進行整理、詮釋等工

作，除產出歷史文獻編目、人文遊憩資源盤點表之外，更納入本計畫

開發「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網站」作為資料庫查詢成果，並據此發

展文史面向的導覽計畫「河圳歷史風貌-穿梭古今新竹左岸」與書冊編

輯。計畫中亦盤點未來可交流串聯的關注在地潛力單位，提供未來在

結合國土綠網計畫執行棲地復育工作時的潛在諮詢或合作對象，也為

新竹左岸發展環境教育網絡提供人文歷史面向之基礎。 

另外，本工作項目中的生態文獻蒐集部分，以臺灣生物多樣性網

絡、研究文獻蒐集等方式，盤點出霜毛蝠、中小型哺乳動物、陸生螢

火蟲、臺灣大豆、柳絲藻、禾草芋蘭等關鍵物種，提供計畫內生態調

查動線、期程規劃，及配合產出後續棲地復育規劃。又生態資料之盤

點，其中具有明確空間資訊的部份，亦納入本計畫生態情報資料庫內

進行發佈，提供後續關注頭前溪生態或環境治理的人員參考運用。 

本章所盤點之生態、文史資料，除了指引本計畫之現地作業以外，

亦配合整理為「遊憩資料盤點」與「解說資料盤點」兩個資料集，分

別彙整遊憩利用的空間節點，以及具有環境文史教育解說潛力的點位

資料，可作為後續辦理環境教育或解說導覽的重要參考資料。此二資

料集已納入本計畫生態情報資料庫內進行發佈。 

上述資訊，皆已彙整於本計畫於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開設之「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建置網絡」專案內。本章

內容與相關附錄資料，將依據邀標書內容另外編輯成冊，以利主管機

關參考。 

綜合以上，本章節工作成果回應邀標書工作項目「歷史與生態文

獻資料蒐集盤點」，條列成果如下： 

(1) 盤點、整理歷史人文遊憩資料並進行整理與詮釋工作，蒐集資料

條目共1,538筆彙整成資料庫，納入「生態情報網」中。 

(2) 產出歷史文獻編目88條目、人文遊憩資源盤點表。 

(3) 蒐集、盤點生態文獻資料，共彙整63篇條目與生態調查資料。 

(4) 盤點「遊憩資料盤點」與「解說資料盤點」資料集，共71個點位。 

(5) 彙整前述資料上傳於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6) 將歷史與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成果編列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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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調查及對策 
3.1 潛在課題分析 

3.1.1 動物保育課題：友善農業協力與藍綠帶串連 
(1) 關注動物保育工作結合友善農業環境 

本計畫盤點頭前溪左岸潛在關注動物，其中部分關注物種的

偏好棲地、主要威脅或可行保育對策均與友善農業環境議題息息

相關，因此結合關注動物保育與友善農業環境是本計畫的關鍵課

題之一。 

新竹市政府持續委託台灣蝙蝠學會進行棲息於六燃廠及周邊

民宅的霜毛蝠研究(鄭和周，2015)，此唯一已知生殖棲所位在本計

畫範圍南側約1.5公里處，最大量可達1000隻的霜毛蝠族群每年4
月至9月間會利用此區棲所，夜間覓食範圍包含頭前溪沿岸至出海

口的綠地和水域環境，過去二十年間此區域綠地減少可能是其族

群下降的主因。除霜毛蝠外，文獻資料顯示計畫區應尚有多種蝙

蝠活動，而食蟲性蝙蝠可控制農業蟲害和衛生蚊蟲的孳生，減少

相關病害並維持生態平衡，蝙蝠族群下降會造成巨大的農業經濟

損失(Boyles et al., 2011)。國內外均有推動以蝙蝠族群控制農業害

蟲的行動(圖3.1.1-1)，包含於農地架設蝙蝠屋或大型蝙蝠旅館，或

利用周邊橋梁等結構物提供蝙蝠棲所。除蝙蝠外，其他關注物種

包括彩鷸和草花蛇主要棲息於水田環境，黑翅鳶和紅隼則偏好於

開闊農牧地、草地灌叢捕食小型哺乳類、鳥類等動物，近年來國

內亦有多處以設置黑翅鳶棲架控制鼠類危害農作的案例(廖君達，

2020)(圖3.1.1-1)。 

前述應關注物種主要族群威脅均與農業環境劣化有關，草花

蛇族群下降一般認為是受到其偏好棲息的水田環境面積逐年縮小、

水泥化與農藥化肥大量使用造成的棲地劣化影響，頭前溪河系情

勢調查報告(曾晴賢，2006)亦指出頭前溪主要課題之一是周邊農

地耕種使用的化學肥料直接排入溪中造成水質污染，此外，張與

蔡(2013)蒐集金黃鼠耳蝠、高頭蝠、東亞家蝠和台灣葉鼻蝠等4種
蝙蝠排遺，檢測發現均有殺蟲劑、除草劑和殺菌劑等農藥殘留，

顯示農藥已透過食物鏈進入野生蝙蝠體內，近年國內研究亦發現

殺蟲劑益達胺會影響蝙蝠的中樞神經和回聲定位系統，可能對蝙

蝠生存構成嚴重威脅(Hsiao et al., 2016，Wu et al., 2020)，孫元勳

等(2015)檢測12種87隻猛禽的肝臟，農藥驗出率約48.4%，殺鼠劑

約60.8%，其中殺鼠劑殘留總量前三名的猛禽分別為黑翅鳶、鳳頭

蒼鷹和領角鴞，顯示黑翅鳶等猛禽亦受到農藥和毒鼠藥濫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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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由近年國內外友善農業努力成果來看，健全農地環境的關注

動物族群和棲所可有效平衡和控制農業蟲、鼠、鳥害的影響，而

減少農藥、毒鼠藥和鳥網的使用，進一步改善依賴農業環境的動

物和人類的安全健康。 

因此，本計畫將優先補足計畫範圍內蝙蝠物種調查和可能棲

所調查，並進一步瞭解霜毛蝠和黑翅鳶等物種在計畫範圍的棲地

利用情形，進而擬定棲地保育和友善農業推動相關策略，如結合

周邊農民和相關單位推動蝙蝠旅館和黑翅鳶棲架的設置，研擬綠

色對地補貼等政策。 

 
由左至右為本計畫協助美濃農友設置的黑翅鳶棲架與棲息的黑翅鳶、黃金蝙蝠生態館在雲林設

置的大型蝙蝠旅館、橋梁內部棲息的小蹄鼻蝠、 

圖 3.1.1-1 關注動物棲地營造以健全農業安全 

 (2) 關注動物保育工作結合藍綠帶廊道串連 

根據本計畫彙整資料顯示頭前溪上游濱溪帶和周邊淺山有豐

富的中型哺乳動物族群，頭前溪主流則因過往缺少自動相機調查

而僅有台灣野兔和鼬獾紀錄，其中台灣野兔從河口至上游河段均

有紀錄。 

國內近年針對石虎等關注物種有較完整的調查研究，發現在

淺山至平地區域高度開發的狀況下，溪流藍帶及其濱溪綠帶提供

食肉目等中型哺乳動物重要棲所和關鍵廊道功能(觀察家生態顧

問有限公司，2019；陳美汀、劉威廷，2019)，動物可藉這類廊道

由中上游淺山森林移動至中下游濱溪綠帶和鄰近溪流的破碎綠帶，

並在這些綠帶中覓食和繁衍。此類關鍵藍綠帶若受干擾破壞，可

能對關注物種族群造成極大影響。因此如何釐清計畫範圍藍綠帶

於廊道串連扮演的角色以及應關注物種，並落實相關保育對策是

本計畫陸域動物重要課題之一。 

本計畫進行自動相機調查，以瞭解計畫範圍中型哺乳動物族

群和分布狀況，分析關鍵廊道區位，再藉分區規劃和還地、修補

等作為推動藍綠帶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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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植物保育課題：棲地、稀有植物保育與外來物種 
(1) 河畔原生植被棲地漸縮 

頭前溪左岸原生植被以河道與河畔草地、河畔森林為主，如

河道上的甜根子草、白茅或溼生植物，以及河畔森林中構樹優勢

先驅林。其他植被環境受人為擾動程度高，如農用土地及公園綠

地，以外來植物或人為引入景觀植物為優勢，植被外觀與物種組

成和自然棲地差異大(圖3.1.2-1)。 

 

圖 3.1.2-1 左岸景觀改善計畫範圍內主要棲地面積比例 

本計畫透過於109年7月進行之植物調查，調查確認計畫範圍

植被棲地現況，除主要棲地類型外，進行微棲地環境調查，繪製

各類型棲地分布圖資。以棲地特性進行左岸景觀改善建議，提出

棲地品質提升與改善方式。 

(2)稀有植物 

頭前溪沿岸為偏好溪流的植物棲地，其中部分種類現生族群

數量稀少，經評估被列入紅皮書內。如稀有性評估等級易受害(VU)
的台灣大豆(頭前溪竹港大橋、中正大橋及上坪溪竹東大橋有記錄，

族群數量與位置不穩定)(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06)、柳絲

藻(頭前溪竹林大橋曾有記錄，93年風災後未再發現)(經濟部水利

署第二河川局，2006)，以及接近威脅(NT)的禾草芋蘭(98年於5期
治理區調查發現後即未再記錄)(新竹縣政府，2019)。這些偏好溪

流環境之稀有植物現生族群是否存在，以及後續如何制定植物保

護工作，為本計畫關注植物議題。 

本計畫已針對台灣大豆、柳絲藻、禾草芋蘭偏好之棲地環境

進行補充調查，記錄坐標並概估數量，提出物種保育復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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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 頭前溪記錄之稀有植物 

(3)外來植物入侵 

外來植物偏好開闊環境，原生植被在經歷整地等土壤翻動行

為後，外來植物靠著更快的生長速度，將根系佔據土壤，原生植

物常無法與外來植物競爭，進而出現大面積外來植物入侵之現象。

計畫區內之外來入侵植物種類多，強勢種類如銀合歡、大黍、粉

綠狐尾藻、以及逸出園藝植物等，為區域內植被改善之課題。雖

於「新竹市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工作計畫書」(新竹市政

府，2019)內，已提出相關植栽改善建議，然外來植物移除之工作，

還需進一步確認其分布區位、物種移除方案、時間等方法。 

本計畫已進行外來植物補充調查，確認受外來植物入侵範圍，

建置分布圖資，並針對入侵嚴重之種類提出防治建議，包括研提

河畔適生植物清單(供外來植物清除後栽植需求)、外來植物移除

範圍、移除方法等。 

3.1.3 水域保育課題：水域生物、螢火蟲資源盤點與評估 
參照基地範圍周邊5公里內近期調查文獻可知，左岸鄰近排水之

魚類相仍以外來種麗魚科為主，而頭前溪主流雖記錄有多種洄游魚類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16)，然主流與周邊排水常有縱向阻隔，

且洄游魚類甚少進入鄰近區域排水，亦無山區溪流之原生種源補充，

難以建立原生魚類族群。 

頭前溪下游竹港大橋段於「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

環境營造規劃」(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16)紀錄有5科16種蟹類，

且多為招潮蟹及灘地蟹類，然舊社大橋段則僅記錄1科2種，可知該區

蟹類多集中於感潮帶下游河段，並有機會沿河岸進入周邊排水，作為

主流河灘棲地之延伸，周邊排水系統棲地環境優劣狀況為蟹類保育之

重要關注議題。 

台灣螢火蟲資源豐富，從平地到高海拔山區不同季節中皆有螢科

(Lampyridae) 物種紀錄。以西半部平原為例，過去在農業發展開墾時

期，水生黃緣螢 (Aquatica ficta) 廣泛分布於農、水田及其串聯之溝渠；

而果園、雜草區或河流兩岸芒草區容易紀錄台灣窗螢 (Pyroco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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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is) 活動；靠近淺山、丘陵或是低海拔雜木林區域有更多螢科物種

如邊褐端黑螢 (Abscondita terminalis)、黑翅螢 (Abscondita cerata)和
橙螢 (Diaphanes citrinus)。然近年慣行農法大量使用農藥和殺草劑、

土地開發及道路密度增加等壓力造成螢火蟲族群棲地破碎劣化和族

群減少，甚至消失。 

螢火蟲僅少數是水生種類，依賴陸域棲地為生的物種更多。如能

保持人工開發區內棲地多樣性、營造多層次生物棲所，當可使螢火蟲

族群或更多生物類群能在此繁衍利用。因此，打造良好水域環境並非

螢火蟲復育唯一策略，維持營造區域內棲地多樣性使更多物種能存續，

提高區內食物鏈完整穩定程度，才是復育基礎。 

新竹平原區保有許多雜木林及低度開發之淺山環境，過去在頭前

溪畔曾有不少螢火蟲成蟲發光紀錄，但目前計畫區域鄰近範圍文獻僅

於竹北隆恩堰一帶記錄到台灣窗螢及邊褐端黑螢2種2筆紀錄(圖3.1.3-
1)，資料不足掌握此區螢火蟲組成，因此無法依當地環境條件與棲地

特性擬定復育計畫，較易造成資源浪費且較難獲得成效。過往文獻顯

示新竹上坪溪上游至頭前溪匯集區及寶山一、二水庫流域沿岸之淺山

區域中有多種陸、水生螢火蟲紀錄，但由於其棲地環境與頭前溪左岸

明顯不同，無法參考其物種組成在左岸進行規劃。 

本計畫針對頭前溪左岸範圍中是否尚有螢火蟲種類存在或保有

破碎棲地之小族群進行相關調查，以確立目前區域內螢火蟲相組成及

資源現況，並評估棲地復育可行性。同時對未來後續開發管理進行配

套建議，透過增進螢火蟲族群延續及提高螢火蟲之景觀性，促進社群

凝聚環境維護、物種保育、棲地永續經營之概念。 

 
圖 3.1.3-1 頭前溪有紀錄之螢火蟲種類 

3.1.4 新竹左岸基地內硬體設施與環境友善化課題 
本計畫基地範圍雖經過前三批次之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經費

投入，部分既有或新設的硬體設施仍有生態友善化與改善的空間。

如圖3.1.4-1，柯子湖濕地鄰溪側與頭前溪高灘地之間，自行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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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切割兩側草生地與水域環境；於頭前溪橋西側高灘地近堤防邊，

排水溝整治護岸完全垂直，不利跌落排水溝生物脫出。本計畫搭

配生態調查規劃，執行現地硬體設施盤點，提供範圍內生態友善

措施操作方案。 

此外，本計畫於執行公私協力活動之過程中，關注團體曾提

及關於頭前溪周邊垃圾清整、水質淨化等願景(請見本報告書第

5.3節與附錄二十一)。計畫團隊於現勘、生態調查等過程中，亦將

淨溪、水質淨化之區位盤點納入計畫執行內容與建議中。 

  

圖 3.1.4-1 新竹左岸工作範圍內環境硬體設施需強化之範例 

3.2 生態調查研究方法 
本計畫依據現地狀況與相關文獻分析，產出初階棲地分類(圖

2.4.1-3)，依據初階棲地分類的成果，再搭配各物種類群的文獻回顧資

料，規劃陸域動物、棲地圖調繪、植物生態、水域生態以及各關注物

種等類群的調查方法與樣區樣線，以符合本計畫的工作要求。各物種

分布、活動等調查資料與棲地圖調繪成果綜合評估考量，成為生態情

報圖建置的基礎資料。各類群調查工作方法分述如下。 

3.2.1 陸域動物調查 
本計畫於七至八月間進行1次完整的陸域動物調查，包含生態資

源調查與關鍵物種專題調查 (其中中型哺乳動物自動相機調查持續

至十月底)。生態資源調查方法主要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

所的「河川情勢調查作業要點」和環保署的「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進行設計，頭前溪分別於93-95年和104-105年間完成2次4年的河川情

勢調查工作，本計畫檢視並參考過往調查執行方式、頻度、樣站和調

查月份來進行調查方法與樣線樣點規劃。 

本計畫調查季節為夏季至秋季(為過往較少調查之月份，亦為繁

殖期及遷徙季節)，前述兩次的河川情勢調查於頭前溪各主要橋梁設

置樣站，橋梁間的區域則較少調查資料，本計畫參考關注物種分布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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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現地勘查後依照棲地類型設置樣站和穿越線進行各類群動物調查，

各類動物生態資源調查方法請見下方說明，關鍵物種專題調查規劃內

容亦說明於後。 

(1) 陸域生態資源調查方法 

(a) 樣區樣線樣點設置 

陸域動物調查分區和樣線樣點請見圖3.2.1-1，由上游至下

游共分5區，A區為縣道117經國大橋以西至國道1號頭前溪橋以

東之間的區域，棲地類型主要為人工濕地(柯子湖濕地)、草地

灌叢與次生林；B區為國道1號以西至台1線頭前溪橋以東，棲

地類型主要為草地灌叢與次生林；C區為台1線以西至竹54-2線
舊社大橋以東，棲地類型為草地灌叢、農墾地與次生林；D區

為竹54-2線以西至機場外圍排水與頭前溪匯流溝以東，棲地類

型主要為人工濕地(溪埔子濕地)、農墾地、草地灌叢與次生林；

E區為機場外圍排水以西至台15線竹港大橋以東，棲地類型主

要為水田、農墾地與次生林。各樣區利用區內自行車道、產業

道路、農路設置穿越線進行調查。 

(b) 哺乳動物 

哺乳動物調查方法主要為日夜間穿越線調查，記錄看到、

聽到的所有哺乳類種類、數量和棲地，也記錄發現的哺乳動物

的足跡、糞堆、洞穴等痕跡或遭車撞的屍體。囓齒目和食蟲目

的小型哺乳類的調查通常採鼠籠捕捉方式進行，但盤點過往調

查資料顯示計畫範圍小型哺乳類調查在河川情勢調查工作的4
年間已投入很高努力量，記錄到種類幾乎已涵蓋台灣平地至低

海拔類似棲地可發現的所有種類，且其中無保育類等應關注物

種，因此本計畫不再針對小型哺乳類進行鼠籠捕捉調查。針對

隱密、夜行性的中大型哺乳動物和蝙蝠，本計畫規劃以自動相

機和超音波偵測設備進行關鍵物種專題調查，規劃說明於後。 

(c) 鳥類 

鳥類調查主要採穿越線法調查，於晨昏的鳥類活動高峰期

利用望遠鏡觀察，並輔以鳴叫聲辨別，記錄所有看到和聽到的

鳥類種類、數量，對於夜行性的鴟鴞科和夜鷹等鳥類則於日落

後進行輔助調查。根據本計畫盤點文獻結果，鳥類中彩鷸、黑

翅鳶、紅隼和八哥為應關注物種，因此調查規劃特別關注這些

種類，包含於適合水田、草生灌叢和次生林規劃穿越線，發現

關注物種時加強觀察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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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1 陸域動物樣區樣線樣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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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兩棲爬蟲類 

兩棲爬蟲類調查方法包括日夜間進行目視遇測法和鳴叫計數法，爬蟲

類主要採目視遇測法，輔以徒手或棍棒翻動地表和落葉，兩棲類則輔以鳴叫

計數法調查。根據本計畫盤點文獻結果，爬蟲類中草花蛇和花浪蛇為應關注

物種，因此調查規劃特別關注這些種類，包含於適合水田、草澤和埤塘規劃

穿越線。 

(e) 蝴蝶與蜻蜓 

蝶類和蜻蛉目昆蟲採穿越線調查法，以目視和雙筒望遠鏡觀察記錄種

類和數量，無法辨識的種類則視情況許可以昆蟲網捕捉，鑑定種類後立即釋

放。蜻蛉目昆蟲常出現在水田、埤塘和溝渠等水域環境，穿越線經過此類環

境時會進行蜻蛉目定點調查與計數。 

(2)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規劃 

(a) 霜毛蝠與其他蝙蝠調查 

過往頭前溪主流調查在蝙蝠方面明顯不足，而根據霜毛蝠相關研究顯

示頭前溪至河口的綠帶和水域為其重要的夜間覓食環境，且霜毛蝠族群數

量在7月會達到高峰，8月開始遷徙。因此本計畫以下列方式進行專題調查： 

(i) 計畫全區蝙蝠超音波偵測 

本計畫規劃於7月至8月間進行頭前溪左岸各區的超音波調查(圖3.2.1
-2)，於夜間沿穿越線以Anabat SD2 (Titley Scientific)、Batbox (Batbox 
Ltd.)和Echo Meter Touch 2 Pro (Wildlife Acoustic, Inc)三種偵測器進

行超音波錄音，錄音結果則委由國內蝙蝠音頻專家進行分析鑑定，確認計

畫範圍沿線蝙蝠種類、相對豐度以及霜毛蝠活動情形。 

(ii) 計畫全區潛在蝙蝠棲所調查 

研究顯示霜毛蝠日間棲所包括煙囪縫隙和周邊民宅建物縫隙，另外

人工設置的蝙蝠屋也已有霜毛蝠利用紀錄。此外高速公路局的研究資料

(台灣蝙蝠學會，2020、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2019)指出道路橋梁縫

隙或箱室內部亦常有蝙蝠棲息利用，國外也有不少案例利用道路橋梁的

結構物進行改善提供蝙蝠棲所。因此本計畫盤點計畫範圍橋梁等人工構

造物，進行現地勘查並針對可能的蝙蝠棲所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除可瞭解

計畫範圍蝙蝠棲息現況外，並可進一步評估結構物棲所改善或新設置蝙

蝠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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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分別為本計畫使用的 3 種蝙蝠超音波偵測器和高速公路結構物蝙蝠棲所調查 

圖 3.2.1-2 蝙蝠調查示意 

 (b) 中型哺乳動物族群與廊道調查 

過往頭前溪主流調查在中型哺乳類方面明顯不足，本計畫為掌握潛在

應關注哺乳類包含台灣野兔、白鼻心、鼬獾、食蟹獴等在計畫範圍的族群和

分布狀況，並分析評估藍綠帶串連和廊道改善等課題，規劃進行中型哺乳動

物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 

參考本計畫預先盤點的計畫範圍棲地類型，本計畫規劃於竹港大橋至

經國大橋間每2公里即選擇適合位置設置至少1部自動相機。考量關注物種

棲地偏好和自動相機功能設定，樣站將優先設置於各森林類型棲地和可能

串連的植被區。圖3.2.1-1顯示本計畫經現地勘查後實際設置的8處自動相機

樣點位置。自動相機將設定感應啟動Full HD模式錄影，自七月起於架設後

進行3個月持續調查，調查結果除鑑定記錄種類和出現位置外，並計算各物

種出現頻率和活動模式，動物影片則篩選整理作為環境教育素材。 

紅外線自動相機啟動後，在相機電力充足、記憶卡空間充足且拍攝範圍

或鏡頭未被遮蔽，能拍攝到可辨識動物的狀態下的總工作小時稱為有效工

時，有效工時不等於有拍攝到動物的相片或影片長度，因為自動相機於正常

工作狀態時，僅會在動物出現在感應範圍內時啟動拍攝功能，依照設定拍攝

1段長度10秒的影片，其餘時間為待機狀態不會有拍攝動作。紅外線自動相

機拍攝成果將計算各物種的出現頻率 (Occurrence Index, OI) 和活動模式。

出現頻率可作為物種豐度指標，其計算公式如下： 

OI = (一物種在某相機點位的有效影片或照片總數量/該樣點的相機總

有效工時) × 1000 小時 

相機點位的有效工時是通常計算相機開機後至最後 1 張照片拍攝時

間之間的間隔時間，若期間內有不正常工作的無效時間會加以扣除(如相機

鏡頭被落葉遮蔽)。有效影片定義如下：(i) 1 個小時內同一隻個體的連拍只

視為 1 筆有效影片；(ii) 兩隻不同個體在同一小時內被拍攝，應視為兩筆

有效影片，若 1 段影片有 2 隻以上個體，則每隻都視為 1 筆有效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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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台灣獼猴、狗和台灣竹雞等種類為群居動物，因此以群為取樣單位，同

一小時內不同個體的連拍或一段影片中有2隻以上個體，均視為同一群而只

記為 1 筆有效影片。 

調查結果可協助確認中型哺乳動物分布現況並反應目前濱溪綠帶廊道

的串連情形，進而檢討藍綠帶可能節點或瓶頸(如車道或排水設施切割綠帶、

人為活動區域干擾等)，提出改善建議或後續工作方向。 

3.2.2 棲地圖調繪與植物生態調查 

本計畫已於109年7月22至23日、8月10日，合併進行棲地圖調繪、稀有植物調

查、外來入侵植物調查。調查結果產出棲地圖資疊合稀有物種資料，依棲地特性與

品質繪製敏感棲地與物種分布圖，做為植物保育課題與對策研提依據。調查流程

如圖3.2.2-1。 

 

圖 3.2.2-1 植物調查流程 

(1) 棲地圖調繪與植物名錄建置 

本計畫以生物棲地角度進行棲地調查與製圖工作，產出區域內重要棲地類

型及各類棲地分布。本計畫使用較廣義的棲地概念，意指同質性的土地覆蓋，

由多種生物與非生物條件共同組成的區域(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為綜合考

量生態區位、土地使用、人為擾動程度、植生、空間結構、生物利用、河相等

因子所定義。除了包含自然野地，也使用在人類利用的土地，尺度上可以是微

觀或巨觀的生物棲地，為相對開放之意涵。此操作定義與歐洲國家較常使用群

落生境(biotope)概念相同，然而與國內慣用之名詞不同，為避免混淆，本計畫

統一使用棲地一詞。 

棲地圖為考量多種生物利用之空間分布圖，係描述棲地之基礎資料，其描

述範圍可覆蓋基地內所有地表區塊，且具有明確之邊界與空間訊息。本計畫棲

地調查採用與新竹區域綠網計畫相同之棲地調查與指認方式(新竹林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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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建置相容之棲地資料(圖3.2.2-2)。該計畫已進行大尺度主要棲地類型調

查與判識工作，然而針對小尺度之微棲地環境仍缺少細緻資料，本計畫補充調

查區位內微棲地環境，除做為計畫區內環境復育規劃使用，亦可完整區域綠網

之棲地圖資，進而提供自然棲地或劣化棲地分布、棲地環境監測、環境規劃、

以及未來生態檢核作業之參考。於棲地調繪過程內，亦針對重點植被區域，記

錄完整植物名錄。於其中發現稀有植物時，納入下節稀有植物調查工項內辦理。 

 
分類單元定義與說明參考新竹林區管理處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 

圖 3.2.2-2 棲地調查分類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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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3 稀有植物分布範例 

(2)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 

 (a) 稀有植物調查 

本計畫已蒐集頭前溪及周邊地區植物調查文獻，盤點計畫範圍與周邊

紅皮書稀有植物分布紀錄，盤點資料包含植物標本紀錄、學術研究報告、環

境監測報告、iNaturalist植物觀察紀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之植物調查

及物候觀察等資料。 

經盤點後已知本計畫範圍內稀有植物以台灣大豆為主，此外於近年曾

有紀錄但現今不確定族群是否仍存在之稀有植物包含柳絲藻、禾草芋蘭，本

計畫已針對上述稀有植物偏好棲地進行調查，記錄稀有植物座標、數量、棲

地偏好。調查結果繪製稀有植物分布(圖3.2.2-3)，並提出物種保育建議。 

(b) 外來入侵植物調查 

計畫範圍尚無入侵植物分布的面狀圖資，本計畫已針對優勢外來入侵

植物進行現地調查，標繪出強勢入侵植物分布區位，範例如圖3.2.2-4，評估

優先進行外來種移除地區與面積，並提出相關移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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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4 外來入侵植物分布範例 

3.2.3 水域生態調查 
 (1) 水域生態資源調查 

本計畫在7月至8月間完成1次調查，水域生態調查目標類群為魚類、淡水

蝦蟹類和頭前溪下游感潮帶之灘地蟹類。本計畫依初階棲地分類劃分(圖2.4.1-
3)與目標物種特性研擬相對應之水域生態調查方法，操作流程可參考下圖

3.2.3-1，方法概述如後。 

 

圖 3.2.3-1 水域棲地分篩調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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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2 頭前溪左岸水域棲地盤點及調查樣點 

 (a) 水域棲地判釋與分類 

水域棲地判釋及分類結果可參考圖3.2.3-2，主要分為靜態水域及流動水

域兩大類型棲地，各棲地特性及篩選方法分述如下： 

(i) 靜態水域 

計畫範圍內之靜態水域主要包含柯子湖、溪埔子2座人工濕地，2座人

工濕地由分隔島切割為數座池塘，各池塘分隔島下方多有地下暗渠聯結

水體彼此連通，因此水域動物相彼此沒有太大差異，調查作業於2座濕地

各擇定2池塘單位進行調查作業。因濕地與頭前溪主流未有直接連通，難

以有洄游性之魚類、蝦蟹類棲息，此地之關注對象則以評估池塘既有陸封

型魚類蝦蟹為主。 

(ii) 流動水域 

主要以頭前溪左岸堤外各區域排水出水口處為優先考量，因頭前溪

下游感潮帶記錄大量灘地蟹類、洄游魚類及河口廣鹽性魚類，可能沿河岸

灘地或行水區進入區域排水，為潛在關注對象，感潮帶以上(舊社大橋以

上)灘地蟹類與洄游魚類物種比例銳減，但仍有特有種魚類進駐之可能性。 

(b) 棲地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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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於靜態水域之2座人工濕地各擇定2處池塘進行調查，流動水域

調查樣區則在進行現場棲地環境評估後選擇，評估因子包括河岸灘地保留

面積、濱溪植生帶寬度、底部保留自然基質程度等，於感潮帶與感潮帶以上

之流動水域至少各選擇3處樣站進行魚類和淡水蝦蟹類調查作業。 

(c) 魚類、淡水及河口蝦蟹調查 

魚類和淡水及河口蝦蟹以誘捕法為主，每樣站設含食餌之蝦籠2個和大

型圓籠1個(圖3.2.3-2)，隔夜回收。另輔以手投網法進行採集以增加調查之完

整性，針對目視所能見之大型魚類進行即時性捕撈，每一調查樣站之努力量

以5網次計。所有採集到的魚類置入活魚袋中，於現場進行種類鑑定及數量

計數，其它方式獲得的紀錄(如訪談居民或釣客)以「＋」標記。魚類分類鑑

定以沈世傑(1989)、陳義雄(1999)、邵廣昭(2004)等著作為參考依據。淡水蝦

蟹物種鑑定以施志昀(1998, 2009)、林春吉(2007)等著作為參考依據。 

(d) 數據分析評估 

生態的調查及監測主要目的在於掌握環境生態品質，由調查所得資訊

進一步藉由統計比較、指標評估，確切分析掌握環境生態品質。本計畫運用

多種生物多樣性指數反映生態系統之歧異度，以下逐一說明各指標計算方

式。 

(i) 生物多樣性指數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H’) 

( )∑ ×= ii lnPP-H'  

N
NP i

i =  
Ni：為i種生物之個體數 

N：為所有種類之個體數 

H’指數可綜合反映一群聚內生物種類之豐富程度及個體數在種間分

配是否均勻。此指數越大時表示此地群落之物種越豐富，即各物種個體數

越多越均勻，代表此群落歧異度較大，若此地群落只由一物種組成則H’
值為0。通常成熟穩定之生態系擁有較高的歧異度，且高歧異度對生態系

的平衡有利，因此藉由歧異度指數的分析，可以得知調查區域是否為穩定

成熟之生態系。 

(ii)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 

lnS
H'J'=

 
H’：為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H’) 

S：為所出現的物種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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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指數數值範圍為0~1之間，表示的是一個群落中全部物種個體數目

的分配狀況，即為各物種個體數目分配的均勻程度。當此指數愈接近1時，

表示此調查環境的各物種其個體數越平均，優勢種越不明顯。 

(2)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 

(a) 灘地蟹類專題調查 

(i) 調查樣區： 

本調查於頭前溪左岸進行調查，以舊港大橋界，下游灘地設立樣區1，
上游灘地設立樣區2，樣區位置請參考圖3.2.3-3。前述2個樣區依下一段落

之方法進行調查，另外在計畫區域內找尋其他潛在之蟹類出現棲地，採目

擊方式記錄，不佈放籠具或進行挖掘與翻找等工作。 

 

圖 3.2.3-3 頭前溪下游左岸蟹類調查樣區位置圖 

(ii) 調查時間： 

於109年7月20-22日退潮時及夜間執行調查。 

(iii) 調查方法： 

(a)籠具法：於各樣區各佈放1組約長9公尺之長城網，放置於退潮仍

處水域環境之河道內。(b) 目擊法：於低潮點前後2小時至灘地範圍，先

確認各底質環境後，依不同環境，以及各蟹類不同習性以望遠鏡觀察、翻

找、小鏟挖掘之方式進行調查。因部分蟹類族群數量龐大，數量以粗估方

式進行記錄，”+”=1-10隻次；”++”=11-100隻次；”+++”=101-1000隻次；”
++++”為>1000隻次。若有鑑定需要，捕捉蟹類個體以檢視及拍照，記錄



 69 

後原地放回，需進一步確認者，將以酒精固定後攜回室內進行鑑定。鑑定

依據參考李與邱(2019)、李(2008)、劉(2010)之著作。 

(b) 螢火蟲專題調查 

(i) 頭前溪左岸螢火蟲相推估及其潛在棲地 

考慮鄰近有螢火蟲種類存在之棲地環境，如上坪溪沿岸、寶山第一、

二水庫之淺山、農作水田區域，或北部類似人工開發區域之溪流河域環

境，如桃園老街溪下游至出海口草生地等棲地環境，並從頭前溪左岸選出

幾區類似棲地進行螢火蟲穿越線調查，針對螢火蟲成、幼蟲種類數量加以

記錄，選出熱點區域並據此針對未來螢火蟲棲地復育給予相關建議。在西

半部平原開發區域最常發現之種類即為台灣窗螢，其偏好利用之棲地如

廢棄果菜園、荒草區、墓園等環境，鄰近螢火蟲種類以邊褐端黑螢 (Abs
condita terminalis)、黑翅螢 (Abscondita cerata)、橙螢 (Diaphanes citrin
us) 為主(表3.2.3-1)，這些種類偏好淺山雜木林及草生地過渡帶，尤以邊

褐端黑螢為多，甚至在部分稻田區域族群量甚大；水生種類則是以黃緣螢

為主，黃緣螢偏好利用緩流淺水域或靜止水域。調查日期則於計畫期程內

搭配螢火蟲成蟲發生期執行，擇定於109年9月7日至9日間進行。 

表 3.2.3-1 頭前溪鄰近區域螢火蟲種類及成蟲發生期 

種類 棲地 成蟲發生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黃緣螢 緩流淺水域或靜止水域    ˙ ˙    ˙ ˙   

台灣窗螢 草生荒地   ˙ ˙ ˙ ˙ ˙ ˙ ˙ ˙ ˙  

邊褐端黑螢 淺山雜木林及草生地過渡帶   ˙ ˙ ˙   ˙ ˙ ˙   

黑翅螢 淺山雜木林及草生地過渡帶    ˙ ˙        

橙螢 淺山雜木林及草生地過渡帶         ˙ ˙ ˙  

 

圖 3.2.3-4 新竹市頭前溪左岸螢火蟲相推估物種 

  
台灣窗螢 邊褐端黑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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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螢火蟲調查方式 

螢火蟲調查以穿越線定量調查為主，以單位捕獲量 (catch per unit) 
為計量單位，選定調查樣線後在天黑時調查人員抵達現場，在螢火蟲開始

活動後開始計時，由1位調查人員在穿越線範圍內，以1小時時間用網具和

徒手盡可能捕捉採得到的螢火蟲。採樣時以半個小時為1單位，第1個單位

時間結束時先將採得的螢火蟲放入容器中，再繼續第2個單位時間採樣，

直到1個小時結束。採樣結束後分開計算各種螢火蟲之成幼蟲雌、雄個體

數與總數，以瞭解不同物種活動啟始和高峰時間的模式，及活動時間的性

別差異。計算數量後僅保留少數個體為存證標本，其餘全數釋放，避免影

響下次調查結果。調查過程中遇到周邊當地居民，口頭詢問觀察螢火蟲之

經驗及過去頭前溪左岸範圍是否有相關目擊紀錄，用以補充調查不足之

資訊，同時評估頭前溪左岸螢火蟲資源在不同時空背景下之概況。 

 

圖 3.2.3-5 新竹市頭前溪左岸螢火蟲調查穿越線位置 

(iii) 調查穿越線選取 

依據目前頭前溪左岸棲地類型，以盡量忠實反映當地螢火蟲相為考

量，選取農牧用地混其他類型的過渡帶，作為主要穿越線設置位置。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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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設8條穿越線，每條穿越線長度至少為500公尺，穿越線位置可參考圖3.
2.3-5，並視現地環境狀況微調穿越線位置。 

3.2.4 計畫範圍軟硬體設施生態友善改善措施盤點 
本工作項目於計畫基地內檢視現地硬體(如排水溝、水利結構物、觀景平台等)，

以及相關環境營造軟體設施(如告示牌內容、具體空間、動線等)，記錄現地狀況影

像，並評估軟硬體設施之生態議題、提出優化建議。 

為補充現勘作業由人力調查之限制(視線受限於地形起伏、水路阻隔或樹林遮

蔽等因素)，本計畫規劃頭前溪竹港大橋至經國大橋上游約700公頃範圍，委託康鷹

空間資訊有限公司以無人載具(以下簡稱UAV)進行航拍作業，含括計畫範圍之頭

前溪主流及兩岸高灘地。本次作業範圍因多處位於新竹機場之禁航區內，於進行

航拍作業前，均遵守相關民航法令向相關權責單位申請飛航許可，並於權責單位

指示下安全完成航拍作業。航拍作業高度為距離地表120米，以具備RTK功能之四

旋翼UAV搭配地面控制點進行。航拍所得之影像資料，以Pix4Dmapper軟體進行運

算處理，產生具備像元(pixel)地面解析約3-5公分的正射影像。 

評估盤點對象之前置作業，由(1)本計畫期初蒐集之生態情報；(2)109年7月份

執行之生態調查工作記錄為判斷依據，先挑選出可能具有生態議題之軟硬體設施

進行現地勘查，再配合109年9月執行之無人載具正射影像，綜合評估設施可能造

成的棲地切割、或該區域範圍內之嚴重干擾等生態負面因子，記錄於表單內。據以

提出增加計畫範圍內棲地連結性的關鍵位置後，再進行整體改善方案評估。 

盤點之軟硬體設施如表3.2.4-1，本工作項目包含下列項目： 

(a) 配合物種調查工作進行現地勘查，彙整計畫範圍內既存結構物功能、可

能生態影響，評估結構物改善潛力與方向。如三面光混凝土排水溝所在位置

可考慮目標物種習性並藉由設置動物逃生坡道或簡易跨越設施改善。 

(b) 針對工作範圍內現有解說設施與動線(如濕地公園之既存告示牌系統)進
行勘查，盤點、提出改善建議。除由本計畫評估改善方法外，亦將盤點課題

納入本計畫「NGO意見交流工作坊」內，蒐集使用者經驗作為調整依據。 

表 3.2.4-1 本計畫內評估之軟硬體設施一覽 

編號 名稱 編號 名稱 
01 柯子湖溪與頭前溪匯流口的人工濕

地圍堰 
11 主棒球場至頭前溪橋間濱溪側低水

護岸、柔性固床工、橋下灘地 
02 左岸經國大橋下落墩位置周邊灘地 12 頭前溪橋西側草地兩面光排水溝 
03 頭前溪經國大橋下游柔性固床工 13 舊社大橋下游舊固床工與溪埔子排

水水泥護岸 
04 中山高速公路橋下高灘地 14 溪埔子排水護岸與溪埔子濕地取水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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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中山高速公路下游柔性固床工 15 湳雅堤防(溪埔子濕地至東大排水匯

流口間) 
06 運動公園與 68 快速公路接鄰處草

生地 
16 東大排水匯流口 

07 運動公園棒壘球場至鐵路橋間周邊

空間 
17 機場外圍排水匯流口 

08 水源里生態池 18 康樂里農地感潮排水溝 
09 水源里生態渠道與周邊設施 19 何姓溪排水匯流口 
10 狗狗公園與公園西側兩面光排水溝 20 舊港島南側堤防與泥灘地 

3.2.5 生態調查執行記錄 
本計畫因執行期程較短，又需配合「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

進行規劃設計期程，故於109年7月6日函文(台生字第109015號函)協請主辦轉知相

關規劃設計、營造單位，於109年7月13日開始執行生態調查工作。納入協助左岸第

三、第四批次工程案件之現地勘查，外業工作共計68.5人日(未包含資料蒐集、申

請許可、其他現場勘查、專家學者與關注團體諮詢、工作會議、室內分析、影像後

製處理、資料彙整與倡議工作)。表3.2.5-1彙整本計畫調查、現勘等工作努力量記

錄，並提供工作照片。 

表 3.2.5-1 本計畫調查與現勘努力量一覽表 

時間 人日 執行工作 照片 

109.06.22 5 計畫前期現地勘查 

  
109.07.13-

15 

12 動物穿越線調查、夜間調查、

關鍵物種(蝙蝠)調查、關鍵物

種(中型哺乳動物)調查自動相

機架設 

  
109.07.20-

22 

10 水域生態調查、關鍵物種(灘

地蟹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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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22-

23 

8 棲地圖調繪、關鍵物種(稀有

植物、外來入侵植物)調查 

  
109.07.30 1 左岸第三批次水環境工程現地

勘查 

  
109.08.10 0.5 棲地圖調繪 本次調查僅評估小面積棲地，無影像記錄。 

109.08.24-

25 

5 關鍵物種(中型哺乳動物)調查

自動相機資料回收、軟硬體設

施生態友善改善措施勘查 

  
109.09.07-

09 

6 關鍵物種(螢火蟲)調查 

  
109.09.08 2 關鍵物種(中型哺乳動物)調查

自動相機資料回收、軟硬體設

施生態友善改善措施勘查 

  
109.09.13-

16 

9 無人載具航拍、軟硬體設施生

態友善改善措施勘查 

  
109.09.24 2 北區水資源局備援水井電線杆

設立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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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06 3 左岸第四批次水環境工程生態

改善措施現勘(四批次預定進

行生態敢善措施點位勘查) 

  
109.10.13 3 左岸第四批次水環境工程生態

改善措施現勘(人工濕地與臺

灣大豆棲地記錄) 

  
109.10.27 2 關鍵物種(中型哺乳動物)調查

自動相機資料回收、軟硬體設

施生態友善改善措施勘查 

  

3.3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成果 

3.3.1 陸域生態資源調查 
陸域動物調查於109年7月13日至15日進行，完成生態資源調查和關鍵物種專

題調查中的霜毛蝠和其他蝙蝠調查部分，以及中型哺乳類族群和廊道調查的紅外

線自動相機的架設，後續分別於8月25日、9月8日和10月27日進行紅外線自動相機

的維護和資料回收分析。調查穿越線請見圖3.2.1-1，其中A、B、D、E四區範圍內

的自行車道、車道和農路複雜，因此調查穿越線亦較長且涵蓋樣區面積較廣，C區
因為僅有單一條沿堤岸佈設的自行車道，且調查範圍東側有大面積的工程正在進

行，因此穿越線短且涵蓋面積較小。完整陸域動物名錄請見附錄八，調查相關照片

請見附錄九，以下說明各項調查結果。 

(1) 陸域生態資源調查結果 

(a) 哺乳動物 

(i) 種類組成 

不計關鍵物種專題調查結果(蝙蝠和紅外線自動相機)，全區哺乳類調

查僅記錄到4科4種2隻次如表3.3.1-1，其中台灣野兔為訪談紀錄。加入關

鍵物種專題調查則共記錄6科14種，關鍵物種專題調查結果請見3.3.2節。 

(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調查記錄14種哺乳類中，計有赤黑鼠耳蝠和山家蝠2種台灣特有種，

以及白鼻心、臺灣野兔、臺灣鼴鼠、崛川氏棕蝠4種特有亞種。未發現保

育類哺乳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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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優勢種 

計畫範圍除蝙蝠外哺乳動物相單調，且因哺乳類多為夜行性且習性

隱密，因此穿越線調查目擊之哺乳類甚少，配合痕跡及訪談記錄，鬼鼠為

5區都有記錄的物種，但多為於農墾地或草地環境發現其洞穴，臭鼩在C
區和E區夜間調查有發現穿越自行車道的個體，臺灣鼴鼠在E區農墾地旁

有發現掘洞痕跡。臺灣野兔為訪談紀錄，本計畫在C區和E區均有訪談耕

種農友，C區農友表示近幾年未看過，E區農友表示附近仍可發現臺灣野

兔，但範圍和數量似乎變少。 

(iv) 綜合文獻紀錄討論 

合併本計畫調查與文獻整理結果，頭前溪(含河川情勢調查所有樣站

結果但不含周邊區域其他文獻紀錄)共有8科23種哺乳動物紀錄，本計畫調

查(含關鍵物種調查結果)增加了白鼻心、堀川氏棕蝠、赤黑鼠耳蝠、高頭

蝠、霜毛蝠、絨山蝠和山家蝠共7種過往頭前溪主流未記錄過的種類，其

中絨山蝠和山家蝠在頭前溪周邊5公里範圍相關文獻也未記錄過，山家蝠

為吳建廷(2007)論文中描述的物種，但尚未正式發表。頭前溪主流相關文

獻有紀錄但本計畫未調查到的種類包括鼬獾、數種囓齒目和食蟲目的小

型哺乳類、赤腹松鼠和臺灣葉鼻蝠，本計畫未規劃以鼠籠陷阱調查小型哺

乳類；鼬獾和赤腹松鼠本計畫範圍內應有分布，但可能族群量少因此本次

調查未發現；臺灣葉鼻蝠過往是在油羅溪的增昌大橋和新樂大橋有紀錄，

均為上游山區森林附近的樣站，本計畫範圍應不易發現。綜整本計畫調查

與既有文獻資料已可掌握計畫範圍哺乳動物相，未來若增加調查努力量

還可能新增少數的蝙蝠(如東亞摺翅蝠和本計畫有記錄但不易由音頻資料

鑑定至種的鼠耳蝠屬蝙蝠)種類紀錄。 

綜合文獻與本計畫調查結果，頭前溪左岸計畫範圍內哺乳類相以翼

手目蝙蝠和囓齒目及食蟲目的小型哺乳類較為豐富，計畫範圍內的農墾

地和草生地環境可提供小型哺乳類適合的棲地，而夜間這類環境和水域

上空則是蝙蝠偏好的覓食棲地。除小型哺乳類外，計畫範圍濱溪的狹長樹

林環境有白鼻心、鼬獾和台灣野兔活動利用棲息，但遊蕩犬貓亦多。計畫

範圍應關注的哺乳動物主要有兩類，一為夜間於計畫範圍空域覓食活動

的蝙蝠，包含霜毛蝠和絨山蝠等稀有或少見的種類，另一類則為白鼻心和

台灣野兔等中型哺乳動物，主要依賴計畫範圍內狹長的森林綠帶棲息和

活動。外來哺乳動物目前僅有犬貓紀錄，亦需要注意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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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1 哺乳類各樣區調查數量表(不含蝙蝠和自動相機結果) 

中文名 樣區 A 樣區 B 樣區 C 樣區 D 樣區 E Total 

台灣野兔     訪談 訪談 

鬼鼠 洞穴 洞穴 洞穴 洞穴 1 1、洞穴 

臭鼩   1  1 2 

台灣鼴鼠     洞穴 洞穴 

科數統計 1 1 1 1 4 4 

種類數統計 1 1 2 1 4 4 

數量統計 - - 1 - 2 3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合併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結果，全區鳥類調查共發現67種1709隻次，

不計自動相機結果則全區鳥類調查共發現61種1698隻次，由於紅外線自

動相機結果無法計算數量，且各樣區自動相機數量不同(努力量不同)，因

此本節在統計和比較各樣區物種數量時不會納入紅外線自動相機結果，

但討論全區鳥種及生態習性部分則合併自動相機調查到的種類一併說明。

各調查區發現數量分別為A區39種212隻次、B區40種317隻次、C區23種2
84隻次、D區41種353隻次、E區44種532隻次。其中以C區記錄到的種類最

少，應與調查時C區有大面積工程進行中，且C區自行車道涵蓋範圍亦較

小有關。 

(ii) 遷移習性 

全區記錄67種鳥類中有48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10種候鳥，

9種引進種，如表3.3.1-2所示，留鳥比例高因為調查於7月份進行，無法記

錄到春秋過境和冬季度冬候鳥。 

在出現頻率部份水雉、黃小鷺、栗小鷺、魚鷹、黃頭扇尾鶯、臺灣畫

眉、灰頭椋鳥及八哥為不普遍鳥種外，其餘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引進種部分有記錄到野鴿、埃及聖䴉、喜鵲、黑領椋鳥、灰頭椋鳥、

家八哥、白尾八哥、鵲鴝和大陸畫眉共9種。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全區記錄67種鳥類中，計有3種特有種及15種特有亞種鳥類，其中特

有種有臺灣竹雞、小彎嘴及臺灣畫眉，特有亞種分別為金背鳩、南亞夜鷹、

小雨燕、棕三趾鶉、大冠鷲、大卷尾、黑枕藍鶲、樹鵲、褐頭鷦鶯、黃頭

扇尾鶯、白頭翁、紅嘴黑鵯、粉紅鸚嘴、山紅頭及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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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記錄有8種珍貴稀有保育類鳥類，為彩鷸、水雉、魚鷹、黑翅鳶、

大冠鷲、大陸畫眉、臺灣畫眉及八哥，另有其他應予保育類鳥類紅尾伯勞

1種。保育類發現位置請見圖3.3.1-1。彩鷸共6隻次均記錄於E區水田環境；

水雉發現於A區柯子湖人工濕地池畔覓食，但調查第二三天未再發現，可

能非固定棲息於此濕地的個體；魚鷹為D區河道上空盤旋往東飛行之個體；

黑翅鳶記錄於E農墾地上空；大冠鷲為A區樹林底層的紅外線自動相機拍

攝紀錄；大陸畫眉為C區樹林底層紅外線自動相機拍攝紀錄，可能為雜交

個體；臺灣畫眉為C區次生林環境的鳴聲記錄；八哥於A、B、C、D四區

都有記錄，發現活動於包括橋梁和電線等人工構造物，以及草地灌叢和樹

林等各類棲地；紅尾伯勞為A區、C區和D區樹林底層紅外線自動相機拍

攝紀錄。 

依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本區記錄有臺灣畫眉、八哥2種瀕

危等級鳥類，水雉及棕背伯勞2種易危等級鳥類，以及粉紅鸚嘴1種接近受

威脅等級鳥類；其餘為暫無危機或無資料之鳥類。 

 

圖 3.3.1-1 保育類和紅皮書物種出現位置圖 

 (iv) 優勢種 

依本次調查記錄的鳥類數量推估可能之優勢種群，顯示麻雀、白尾八

哥、白頭翁、野鴿及夜鷺為較優勢鳥種(各別物種記錄隻次佔鳥類總隻次

5%以上)，上述5種鳥種數量共896隻次，佔全部調查隻次的52.8%(各為25.
6%、8.2%、8.1%、5.7％與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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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出現樣區數來看，花嘴鴨、野鴿、金背鳩、紅鳩、珠頸斑鳩、小

白鷺、夜鷺、大卷尾、褐頭鷦鶯、洋燕、白頭翁、紅嘴黑鵯、斯氏繡眼、

家八哥、白尾八哥、斑文鳥及麻雀這17種鳥類在5個樣區皆有出現，為計

畫區普遍分布的鳥種；白腹秧雞、東方環頸鴴、小環頸鴴、彩鷸、田鷸、

青足鷸、黃小鷺、喜鵲、小雲雀、棕沙燕、臺灣畫眉、灰背椋鳥及鵲鴝等

18種鳥類本次調查僅在1處樣區有紀錄；其中水雉、棕三趾鶉、黑冠麻鷺、

魚鷹及黑翅鳶5種鳥類僅有1隻個體的發現紀錄。 

小雨燕有45隻次的紀錄，半數是在B區國道1號橋下空中飛行，以小

雨燕繁殖習性判斷，國道1號橋台結構底部應有小雨燕群聚築巢。 

(v) 綜合文獻紀錄討論 

合併本計畫調查與文獻整理結果，頭前溪(含河川情勢調查所有樣站

結果但不含周邊區域其他文獻紀錄)共有46科107種鳥類紀錄，本計畫調查

增加番鵑、水雉、黃小鷺、灰頭椋鳥、鵲鴝和大陸畫眉共6種過往頭前溪

主流未記錄過的種類，其中除番鵑外，其餘5種在頭前溪周邊5公里範圍相

關文獻也未記錄過。頭前溪主流相關文獻有紀錄但本計畫未調查到的種

類有42種，其中以不少是鴨科、鴴科、鷸科、鷺科等偏好泥灘和水域環境

的候鳥，可能主要秋冬季出現在近河口區域，另外尚有森林性候鳥和猛

禽，多是河川情勢調查靠上游周邊多森林棲地的樣站所記錄。 

本計畫7月至9月間(7月14日、7月21日、9月8日)執行計畫範圍各項勘

查和調查工作時，多次於E區中段一處較大面積水田內、周邊田埂和河道

上發現鳥類屍體，有記錄到屍體的種類包括花嘴鴨、金背鳩、紅鳩、珠頸

斑鳩、喜鵲和麻雀，歷次發現的屍體數量總共超過30隻。由現場狀況研判

可能是農地為防治鳥害而造成鳥類中毒死亡。農田毒鳥的影響近年來廣

受大眾關心，查詢計畫區周邊過往相關文獻並未有紀錄，僅河川情勢調查

報告有提及耕種使用的化學肥料直接排入溪中造成水質污染(經濟部水利

署第二河川局，2006)。 

綜整本計畫調查與既有文獻資料已可掌握計畫範圍鳥類相，但由於

台灣鳥種紀錄極多，包含不少稀有少見的過境鳥類，未來若增加調查努力

量還可能新增一些過境和度冬的鳥種。整體來看，頭前溪左岸計畫範圍內

鳥類相以常見的水鳥和草地灌叢鳥類為主，水鳥包含鷺科、鴨科和秧雞科

等，主要在溪床、灘地和人工濕地活動，草地灌叢包含鷦鶯和白頭翁等常

見種類。 

文獻記錄中以頭前溪口和附近的港南港北地區有較豐富的鳥類，包

含黑面琵鷺等關注鳥種，計畫範圍應關注鳥類則可分為猛禽、濕地鳥類和

草地林緣鳥類三類，猛禽包含黑翅鳶、大冠鷲、魚鷹、紅隼等種類，偶會

出現或停棲在計畫範圍河道和綠地上空，但其活動範圍大，除黑翅鳶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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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種類主要棲地應在計畫範圍外；濕地鳥類若不計河口區水鳥，則以下游

水稻田區的彩鷸和本計畫於人工濕地首次記錄的水雉為應關注鳥類；草

地林緣應關注鳥類包括台灣八哥、台灣畫眉、棕背伯勞和粉紅鸚嘴等種

類，其中台灣八哥在機場往上游的區域各類環境均有穩定紀錄，後3者則

主要利用林緣農地或草地灌叢環境。 

合併文獻紀錄，計畫範圍有超過10種的外來鳥種，本計畫共記錄到9
種，其中灰頭椋鳥和鵲鴝是頭前溪第一次記錄。這些外來種中以野鴿、埃

及聖䴉、大陸畫眉、灰頭椋鳥、家八哥和白尾八哥需要注意，野鴿主要是

環境衛生方面議題；埃及聖䴉族群成長快速且食性廣泛，對濕地生物可能

產生影響；大陸畫眉、家八哥和白尾八哥則可能因雜交和競爭而影響原生

的台灣畫眉和八哥；灰頭椋鳥近年分布似有擴張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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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2 鳥類各樣區調查數量表 (不含紅外線自動相機) 

中文名 A B C D E 合計 中文名 A B C D E 合計 

花嘴鴨 1 5 3 31 8 48 大卷尾 2 2 3 5 4 16 

小鸊鷉 2     4   6 黑枕藍鶲 1 2   1   4 

野鴿 5 21 33 30 7 96 棕背伯勞 1 2   1   4 

金背鳩 1 3 1 12 11 28 樹鵲   4 2 5 2 13 

紅鳩 4 2 3 2 2 13 喜鵲   5       5 

珠頸斑鳩 1 1 1 2 2 7 小雲雀   6       6 

番鵑 1 1   1 1 4 灰頭鷦鶯 5 2 1   3 11 

南亞夜鷹 1 1       2 褐頭鷦鶯 2 11 2 6 6 27 

小雨燕 10 25 2 8   45 棕扇尾鶯 2 1     3 6 

紅冠水雞 9     12 1 22 黃頭扇尾鶯 1 10   1 1 13 

白腹秧雞         4 4 棕沙燕         5 5 

東方環頸鴴         2 2 家燕   7   7 8 22 

小環頸鴴         7 7 洋燕 3 3 4 16 27 53 

彩鷸         6 6 赤腰燕 3     3   6 

水雉 1         1 白頭翁 20 26 18 46 27 137 

田鷸         2 2 紅嘴黑鵯 5 2 1 3 3 14 

磯鷸 1 1   1 4 7 粉紅鸚嘴       1 3 4 

青足鷸         7 7 斯氏繡眼 12 9 7 8 21 57 

棕三趾鶉   1       1 山紅頭 1 1   3 4 9 

黃小鷺       2   2 小彎嘴 2     2 2 6 

栗小鷺 1 1       2 臺灣畫眉     2     2 

大白鷺 4 5   5 11 25 黑領椋鳥       1 19 20 

中白鷺 5 1   2 3 11 灰頭椋鳥       2   2 

小白鷺 2 11 5 6 16 40 家八哥 5 11 13 5 9 43 

黃頭鷺 2 22 9   14 47 白尾八哥 10 18 15 13 84 140 

夜鷺 22 7 12 27 21 89 八哥 7 2 7 4   20 

黑冠麻鷺         1 1 鵲鴝         2 2 

埃及聖䴉 8 1   9 11 29 斑文鳥 4 11 1 3 31 50 

魚鷹       1   1 麻雀 44 67 139 60 124 434 

黑翅鳶         1 1 白鶺鴒   5   1   6 

翠鳥 1 1   1 2 5 科數統計 23 24 14 25 23 34 
       種類數統計 39 40 23 41 44 61 
       數量統計 212 317 284 353 532 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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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兩棲類 

(i) 種類組成 

本計畫兩棲類調查共發現4種61隻次，各調查區發現數量分別為A區

3種25隻次、B區1種2隻次、C區無紀錄、D區有3種10隻次、E區有3種24
隻次(表3.3.1-3)。 

(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調查未發現特有種、無保育兩棲類紀錄。 

依2017臺灣兩棲類紅皮書名錄，發現種類均為暫無危機、資料不足或

無資料之兩棲類。 

(iii) 優勢種 

以調查數量評估，調查區內優勢種是貢德氏赤蛙(28隻次)，其次為澤

蛙與斑腿樹蛙(12隻次)。分布上斑腿樹蛙在4區有發現(B、E區為目擊個體，

A、D區則發現卵泡)為分布最廣的兩棲類，而澤蛙僅於E區水田環境有紀

錄。 

(iv) 綜合文獻紀錄討論 

合併本計畫調查與文獻整理結果，頭前溪(含河川情勢調查所有樣站

結果但不含周邊區域其他文獻紀錄)共有5科9種兩棲類紀錄，本計畫調查

增加斑腿樹蛙1種過往頭前溪主流未記錄過的種類。頭前溪主流相關文獻

有紀錄但本計畫未調查到的種類有5種，根據頭前溪情勢調查報告，這5種
蛙類均為國道3號橋以上的樣站才有紀錄，又以支流上坪溪和油羅溪紀錄

較多。 

綜整本計畫調查與既有文獻資料已可掌握計畫範圍兩棲動物相，再

新增物種紀錄的可能性不高，頭前溪左岸計畫範圍內兩棲動物相單調，僅

有數種適應人為活動區農墾地和水田、埤塘等濕地環境的常見兩棲類分

布，無關注物種。外來種部分文獻有美洲牛蛙紀錄，而本計畫新記錄到的

斑腿樹蛙是95年才在台灣被發現的外來種，族群擴散迅速，105年頭前溪

河川情勢補充調查於計畫範圍並未記錄到斑腿樹蛙，但本計畫調查斑腿

樹蛙已是計畫範圍內分布最廣的種類。 

表 3.3.1-3 兩棲類各樣區調查數量表 

中文名 樣區 A 樣區 B 樣區 C 樣區 D 樣區 E 合計 

黑眶蟾蜍 1   6 2 9 

澤蛙      12 12 

貢德氏赤蛙 24   4  28 

斑腿樹蛙 卵泡 2  卵泡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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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數統計 3 1 0 3 3 4 

種類數統計 2 1 0 2 3 4 

數量統計 25 2 0 10 24 61 

 (d)爬蟲類 

(i) 種類組成 

本計畫爬蟲類調查共發現12種34隻次，各調查區發現數量分別為A區

3種4隻次、B區1種1隻次、C區2種6隻次、D區3種6隻次、E區11種17隻次

(表3.3.1-4)。 

(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特有種有斯文豪氏攀蜥和蓬萊草蜥2種爬蟲記錄。調查記錄有草花蛇

1種保育類爬蟲紀錄，發現位置請見圖3.3.1-1，為本計畫進行水域調查時

於B區溝渠發現。 

依2017臺灣爬蟲類紅皮書名錄，發現種類均為暫無危機之爬蟲類。 

(iii) 優勢種 

以調查數量評估，調查區內優勢種是紅耳龜(12隻次)，其次為疣尾蝎

虎(6隻次)。分布上紅耳龜及疣尾蝎虎在4區有發現(A、C、D、E區)，為本

區廣泛分布之爬蟲類，紅耳龜在人工濕地、排水溝渠和主流河道內均有紀

錄，天氣較熱時可在石塊或人工構造物上看見曬太陽的個體，疣尾蝎虎多

是夜間於燈柱或橋梁牆面等人工構造物上發現。調查期間斯文豪氏攀蜥、

鉛山壁虎、蓬萊草蜥、麗紋石龍子、王錦蛇、赤背松柏根、南蛇、草花蛇

及雨傘節僅於1處樣區有紀錄。 

(iv) 綜合文獻紀錄討論 

合併本計畫調查與文獻整理結果，頭前溪(含河川情勢調查所有樣站

結果但不含周邊區域其他文獻紀錄)共有8科19種爬蟲類紀錄，本計畫調查

增加蓬萊草蜥和赤背松柏根2種過往頭前溪主流未記錄過的種類，其中赤

背松柏根在頭前溪周邊5公里範圍相關文獻也未記錄過。頭前溪主流相關

文獻有紀錄但本計畫未調查到的種類有6種，檢視過往紀錄，除中國石龍

子和眼鏡蛇等曾在本計畫範圍內有發現外，其他種類多為上游樣站的紀

錄。 

綜整本計畫調查與既有文獻資料已可掌握計畫範圍爬蟲動物相，但

由於爬蟲類不易調查，且有機會沿溪流做較長距離移動，未來若增加調查

努力量還可能新增一些種類。 

綜合文獻與本計畫調查結果，頭前溪左岸計畫範圍內爬蟲動物相單

調，以常見的農墾地活動種類為主，應關注種類為偏好水田和埤塘棲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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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花蛇，本計畫調查和過往文獻均有紀錄。外來種有紅耳龜紀錄，在計畫

範圍內分布廣，發現數量和分布範圍均超過利用相同棲地類的的原生種

斑龜。 

表 3.3.1-4 爬蟲類各樣區調查數量表 

中文名 樣區 A 樣區 B 樣區 C 樣區 D 樣區 E 合計 

斑龜 1   2 1 4 

紅耳龜 1  5 3 3 12 

斯文豪氏攀蜥     1 1 

鉛山壁虎     2 2 

疣尾蝎虎 2  1 1 2 6 

蓬萊草蜥     4 4 

麗紋石龍子     1 1 

王錦蛇     1、訪談 1、訪談 

赤背松柏根     1 1 

南蛇     訪談 訪談 

草花蛇  1    1 

雨傘節     1 1 

科數統計 3 1 2 3 8 8 

種類數統計 3 1 2 3 11 12 

數量統計 4 1 6 6 17 34 

 (e)蝴蝶 

(i) 種類組成 

本計畫蝴蝶調查共發現32種294隻次，各調查區發現數量分別為A區

14種107隻次、B區7種39隻次、C區7種11隻次、D區23種61隻次、E區21
種76隻次(表3.3.1-5)，其中B區和C區種類和數量均少，主要是這兩區穿越

線沿線的蜜源植物少，因此較少吸引蝴蝶群聚。 

(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調查記錄有墨子黃斑弄蝶1種特有種蝴蝶，黃斑弄蝶、青鳳蝶、白紋

鳳蝶、大鳳蝶、紋黃蝶、波灰蝶、淡青雅波灰蝶、雙標紫斑蝶及黃鉤蛺蝶

9種特有亞種蝴蝶，無保育類紀錄。 

(iii) 優勢種 

以調查數量評估，調查區內優勢種是黃蝶(40隻次)，其次為禾弄蝶(3
7隻次)、白粉蝶(26隻次)、花鳳蝶(23隻次)、小稻弄蝶(21隻次)、藍灰蝶(1
8隻次)、黃斑弄蝶(15隻次)。分布上黃蝶及豆環蛺蝶在5區都有發現，為本

區廣泛分布之蝶類，而調查期間薑弄蝶、墨子黃斑弄蝶、黑鳳蝶、白紋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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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大鳳蝶、紋黃蝶、虎斑蝶、青眼蛺蝶及長紋黛眼蝶僅於單1樣區有紀

錄。 

各樣區發現的蝶種與數量跟穿越線沿線的蜜源植物狀況有關，A區在

人工濕地東側有種植長穗木，因此蝶種較多，特別是吸引了大量的弄蝶科

蝴蝶，另外D區也有種類較多的弄蝶科蝴蝶，則是受到幾處大花咸豐草的

吸引而聚集；D區種類紀錄最多是因為此區除人工濕地周邊有零星種植馬

纓丹外，另外於自行車道旁有沿線最大叢的馬纓丹盛開中，吸引了多種蝶

類來吸蜜；E區蝶種僅次於D區，主要是此區農地多，在農地或道路旁常

有種植一些景觀或開花植物，因此也吸引了較多的蝴蝶。 

(iv) 綜合文獻紀錄討論 

合併本計畫調查與文獻整理結果，頭前溪(含河川情勢調查所有樣站

結果但不含周邊區域其他文獻紀錄)共有5科61種蝶類紀錄，本計畫調查增

加薑弄蝶、墨子黃斑弄蝶、禾弄蝶、紋黃蝶、波灰蝶和長紋戴眼蝶共6種
過往頭前溪主流未記錄過的種類，其中除禾弄蝶和波灰蝶外，其餘4種在

頭前溪周邊5公里範圍相關文獻也未記錄過，這4種又以紋黃蝶的紀錄較

為特殊，根據呂至堅、陳建仁(2014)的整理，紋黃蝶通常於夏秋季出現在

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山區，北台灣低海拔於秋冬有零星觀察紀錄，但這些

個體的來源尚無法釐清。本計畫於7月份在距離河口不到5公里的平地發

現是很特別的紀錄，查詢TBN資料庫的結果顯示新竹過往僅1筆紀錄，是

在本計畫東南側的寶山鄉低海拔山區，記錄時間是民國56年7月。頭前溪

主流相關文獻有紀錄但本計畫未調查到的種類有29種，其中不少是森林

或林緣活動的種類，是情勢調查上游樣站的紀錄。 

綜整本計畫調查與既有文獻資料已可掌握計畫範圍蝶類相，但由於

蝶種紀錄極多，且蝶類飛行能力佳，未來若增加調查努力量還可能新增一

些種類。 

綜合文獻與本計畫調查結果，頭前溪左岸計畫範圍內由於植被相單

調，寄主植物和蜜源植物均不多，因此蝶種並不豐富，較穩定出現的種類

多為一般平地農墾地環境常見種類，或是受計畫範圍栽植的寄主植物或

蜜源植物吸引而來的種類。 

表 3.3.1-5 蝴蝶類各樣區調查數量表 

中文種名 A B C D E 合計 中文種名 A B C D E 合計 

薑弄蝶         2 2 豆波灰蝶       2 2 4 

黃斑弄蝶 14     1   15 藍灰蝶 2   1 2 13 18 

墨子黃斑弄蝶 6         6 虎斑蝶         2 2 

小稻弄蝶 20     1   21 金斑蝶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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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弄蝶 35     2   37 雙標紫斑蝶   2 2 1   5 

尖翅褐弄蝶 8     2   10 琺蛺蝶 2 7   1 1 11 

青鳳蝶       1 1 2 眼蛺蝶 5     5 3 13 

花鳳蝶     2 10 11 23 青眼蛺蝶 1         1 

黑鳳蝶         1 1 黃鉤蛺蝶   1   4 3 8 

白紋鳳蝶 1         1 雌擬幻蛺蝶       2 1 3 

大鳳蝶         1 1 幻蛺蝶     3 2 3 8 

白粉蝶 1 7   1 17 26 波蛺蝶   1   6   7 

遷粉蝶 2     3   5 豆環蛺蝶 4 1 1 2 4 12 

紋黃蝶       1   1 長紋黛眼蝶         1 1 

黃蝶 6 20 1 9 4 40 暮眼蝶       1 1 2 

波灰蝶     1   2 3 科數統計 5 2 4 5 5 5 

淡青雅波灰蝶       1 1 2 種類數統計 14 7 7 23 21 32 
       數量統計 107 39 11 61 76 294 

 (f)蜻蜓 

(i) 種類組成 

本計畫蜻蜓調查共發現23種340隻次，各調查區發現數量分別為A區

17種154隻次、B區8種17隻次、C區2種3隻次、D區15種108隻次、E區9種
58隻次(表3.3.1-6)，A區和D區範圍包含兩處人工濕地，因此發現的蜻蜓種

類和數量明顯較多。 

(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調查發現之蜻蜓無特有種、無保育類物種紀錄。 

(iii) 優勢種 

以調查數量評估，調查區內優勢種是褐基蜻蜓(67隻次)，其次為彩裳

蜻蜓(60隻次)、薄翅蜻蜓(45隻次)、杜松蜻蜓(28隻次)、粗腰蜻蜓(26隻次)、
青紋細蟌(25隻次)、猩紅蜻蜓(21隻次)。分布上薄翅蜻蜓在5區都有發現，

杜松蜻蜓在4區有發現，為本區廣泛分布之蜻蜓，而調查期間紅腹細蟌、

瘦面細蟌、弓背細蟌、脛蹼琵蟌、細鉤春蜓、橙斑蜻蜓、呂宋蜻蜓及鼎脈

蜻蜓僅於單1樣區有紀錄。 

本計畫記錄到的大部分種類均為偏好在靜水域環境活動的種類，如

細鉤春蜓、橙斑蜻蜓、黃紉蜻蜓、褐基蜻蜓等，但不同種類可能會偏好不

同大小或深度的水域，對水域內和周邊植物狀況也可能有不同偏好；有些

種類亦常出現在緩流溝渠類的棲地，如青紋細蟌、紅腹細蟌、弓背細蟌和

脛蹼琵蟌等；樂仙蜻蜓偏好水流稍快的溪流，是在主流區域發現；薄翅蜻

蜓常在草地灌叢上方飛行，彩裳蜻蜓也常聚集在水池邊的樹冠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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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綜合文獻紀錄討論 

合併本計畫調查與文獻整理結果，頭前溪(含河川情勢調查所有樣站

結果但不含周邊區域其他文獻紀錄)共有6科34種蜻蜓紀錄，本計畫調查增

加瘦面細蟌、弓背細蟌、細鉤春蜓和橙斑蜻蜓共4種過往頭前溪主流未記

錄過的種類，其中除弓背細蟌外，其餘4種在頭前溪周邊5公里範圍相關文

獻也未記錄過。頭前溪主流相關文獻有紀錄但本計畫未調查到的種類有1
1種，包含部分森林性或偏好山區溪流的種類，如細胸珈蟌、錘角春蜓，

另外也有些常見種類本計畫範圍人工濕地會出現但本次未記錄到，如善

變蜻蜓、金黃蜻蜓。 

綜整本計畫調查與既有文獻資料已可掌握計畫範圍蜻蜓相，頭前溪

左岸計畫範圍內蜻蜓相以水田和埤塘常見的種類為主，但由於蜻蜓飛行

能力強，有部分種類會遷徙，也常會隨水生植物擴散，因此未來若增加調

查努力量還可能新增種類的紀錄。 

表 3.3.1-6 蜻蜓類各樣區調查數量表 

中文種名 A B C D E 合計 中文種名 A B C D E 合計 

紅腹細蟌 3     3 杜松蜻蜓 3 3  2 20 28 

青紋細蟌 20   4 1 25 鼎脈蜻蜓   1   1 

瘦面細蟌 2     2 薄翅蜻蜓 12 3 2 9 19 45 

弓背細蟌 1     1 溪神蜻蜓    1 3 4 

脛蹼琵蟌 3     3 黃紉蜻蜓 3   5 1 9 

粗鉤春蜓 4   5  9 彩裳蜻蜓 24   27 9 60 
細鉤春蜓 3     3 大華蜻蜓 2   2  4 

粗腰蜻蜓 24   2  26 紫紅蜻蜓  2  1 2 5 

橙斑蜻蜓    2  2 樂仙蜻蜓  1  1 1 3 

褐斑蜻蜓 4   4  8 褐基蜻蜓 33 2  32  67 

猩紅蜻蜓 8 2  11  21 科數統計 14 11 11 13 12 4 

呂宋蜻蜓  2    2 種類數統計 17 8 2 15 9 23 

霜白蜻蜓(中印亞種) 5 2   2 9 數量統計 154 17 3 108 58 340 

3.3.2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 
(1) 霜毛蝠與其他蝙蝠調查 

本計畫於7月13日和14日傍晚至夜間各進行1次計畫範圍的蝙蝠超音波偵

測調查，潛在蝙蝠棲所調查則配合動物穿越線調查於7月13日至7月15日日間完

成，以下說明兩項目的調查方法，調查結果則分述於後。 

本計畫蝙蝠超音波偵測分3組調查人員同時進行，由於設備數量限制，因

此3組人員使用的蝙蝠超音波偵測器均為不同廠牌型號，並依照適合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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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器的方式進行調查(相關照片請見附錄九)，各組人員以慢速騎乘自行車或

徒步方式沿動物調查穿越線完成各自負責區域的超音波偵測和錄音，並配合以

GPS定位。7月13日的調查安排從傍晚天色仍亮但蝙蝠已經離開棲所活動的18
時30分開始進行至約19時50分，7月14日的調查則安排較晚，從20時10分開始

進行至21時10分。另外7月13日開始進行計畫範圍調查前有進行六燃廠周邊約

10分鐘的蝙蝠超音波偵測，調查完成後有進行頭前溪河口往南至南寮一帶的超

音波蝙蝠偵測(約20時00分至20時30分)，7月14日傍晚亦有再次進行約5分鐘的

六燃廠周邊蝙蝠偵測。六燃廠和河口至南寮的蝙蝠偵測結果不納入本計畫分析，

僅記錄物種資料作為參考。 

本計畫潛在棲所調查工作針對計畫範圍內的各類人工構造物檢視是否有

蝙蝠棲息，主要的構造物為跨越頭前溪的各式橋梁相關結構，若有可進入的箱

室調查人員即進入檢查，若無法進入箱室或橋梁結構過高，則以望遠鏡搜尋是

否有蝙蝠停棲，並搜尋地面是否有蝙蝠固定停棲留下的糞堆等痕跡，或由結構

物形式判斷是否適合蝙蝠利用。 

(a) 蝙蝠超音波偵測結果 

計畫範圍兩次超音波蝙蝠調查結果共記錄到1科8種蝙蝠，音頻筆數共8
58筆(調查結果見表3.3.2-1，蝙蝠頻譜圖見圖3.3.2-1和圖3.3.2-2)，其中鼠耳

蝠屬蝙蝠由於部分種類音頻不易辨識到種，因此合併以鼠耳蝠屬記錄。另外

六燃廠有2科5種蝙蝠，南寮有1科3種蝙蝠。 

表 3.3.2-1 各樣區蝙蝠超音波音頻種類與筆數調查結果 

中文名 樣區 A 樣區 B 樣區 C 樣區 D 樣區 E 計畫區總計 六燃廠 南寮 

東亞游離尾蝠       2  

堀川氏棕蝠  12 3 3 4 22   

鼠耳蝠屬 26 59  7 16 108   

赤黑鼠耳蝠  1    1   

絨山蝠  2 2 8 10 22 37  

東亞家蝠 67 123 1 13 85 289 6 24 

山家蝠  25 21 27  73 1  

高頭蝠 17 58 35 28 41 179  5 

霜毛蝠 2 31 46 68 17 164 31 7 

種類數 4 8 6 7 6 8 4 3 

音頻筆數 112 311 108 154 173 858 77 36 

各樣區調查穿越線與涵蓋面積不同，加上本計畫調查為三組人員持不

同設備分區同時進行(不同設備的偵測率和錄音方式不同)，因此各樣區間的

調查方式和努力量均不同，無法比較蝙蝠種類和數量的差異與可能原因。表

3.3.2-1可見B區記錄到的種類數和音頻筆數最多，A區種類最少，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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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B區面積和穿越線長度均為各區之冠，蝙蝠超音波調查時間也最長，A
區面積則是各樣區中最小的。雖然A區和D區有人工濕地的埤塘環境，棲地

多樣性較高，但可能因為蝙蝠飛行能力強，且各區都緊鄰頭前溪而都有水域

棲地，因此有人工濕地的樣區蝙蝠種類並沒有較多。 

圖3.3.2-1為本計畫調查到的各蝙蝠物種出現位置示意圖，圖中圓點為調

查人員持偵測器偵測到該種蝙蝠時的點位，蝙蝠多是在空中飛行時被偵測

器偵測到，需注意偵測器的偵測距離會受設備規格和設定、操作方式、蝙蝠

種類、氣候條件和環境背景音等影響，另外圓點也不代表個體數量，同一隻

個體在不同地方活動發出超音波被偵測到就會出現多個點位。由圖中可看

出分布較廣的種類包括霜毛蝠、家蝠屬和高頭蝠，除出現在計畫範圍內各區

外，另外包含河口區到南寮都有紀錄。絨山蝠和堀川氏棕蝠在A區無紀錄，

鼠耳蝠屬音頻由於不確定包含哪些種類因此無法討論分布狀況。東亞游離

尾蝠則僅在六燃廠有2筆紀錄，計畫範圍內未發現。簡單比較各物種調查到

的音頻筆數，最多的是東亞家蝠289筆音頻，佔計畫範圍所有蝙蝠音頻筆數

的34%，其次為高頭蝠(21%)和霜毛蝠(19%)，雖然音頻筆數無法反應實際個

體數量，但從偵測點位和音頻筆數可判斷計畫範圍蝙蝠優勢種為東亞家蝠、

高頭蝠和霜毛蝠。另外比較各物種調查時開始被偵測到的時間，大致上以家

蝠屬種類較早開始活動，最晚被偵測到的則是絨山蝠。 

霜毛蝠為本計畫關鍵物種，過往研究曾於頭前溪至河口區域調查到霜

毛蝠音頻，判斷頭前溪至河口的綠帶和水域為其重要的夜間覓食環境。本計

畫應為首次完整進行頭前溪的蝙蝠族群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霜毛蝠為計畫

範圍內夜間活動的優勢種蝙蝠之一，分布在計畫範圍各區至河口和南寮地

區。本計畫於7月13日和7月14日傍晚均有至六燃廠觀察霜毛蝠離開棲所的

活動情形，霜毛蝠約18時30分至18時50分之間會飛離棲所，大部分個體短時

間在附近空域活動後會往北離開，對照位於六燃廠北側不到2公里的本計畫

範圍內的調查結果，可判斷頭前溪左岸確為霜毛蝠重要的覓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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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軸為頻率(kHz)，橫軸為時間(s) 

圖 3.3.2-1 不同種類蝙蝠的頻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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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軸為頻率(kHz)，橫軸為時間(s) 

圖 3.3.2-2 不同種類蝙蝠的頻譜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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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3 本計畫調查各蝙蝠物種出現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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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潛在蝙蝠棲所調查結果 

計畫範圍主要的潛在蝙蝠棲所為橋梁，其中南北向跨越頭前溪的由上

游至下游有經國大橋、國道1號頭前溪橋、縱貫線頭前溪橋、台1線頭前溪橋、

舊社大橋、舊港大橋和竹港大橋共7座橋梁，另外台68線快速道路以東西向

高架橋梁方式與頭前溪堤岸共構，至溪埔子濕地一帶才改為路堤形式。 

根據台灣蝙蝠學會(2020)調查國道橋梁蝙蝠棲所的結果，蝙蝠利用橋梁

構造物棲息可概分為兩種形式，分別為具中空內部的橋梁箱室和橋體結構

上的各類縫隙(包含兩座橋面接鄰處形成的縫隙、橋面伸縮縫、墩柱與橋台

間、外部設施如隔音牆與橋體間形成的縫隙等)，前者通常會是洞穴型棲所

的蝙蝠如台灣小蹄鼻蝠和東亞摺翅蝠等利用，後者通常是建物住宅型棲所

的蝙蝠如東亞家蝠等利用，另外樹木植株型棲所的高頭蝠也會利用後者這

類結構物縫隙(周政翰等，2010；台灣蝙蝠學會，2020)。 

本計畫潛在蝙蝠棲所調查並未發現任何蝙蝠棲息於計畫範圍內結構物，

調查範圍內橋梁結構有多種形式(圖3.3.2-4左排)，主要為無內部空間可供蝙

蝠棲息的I型梁，東西向的台68高架橋多為此形式，另外具中空箱室的橋梁

有金屬結構和混凝土結構兩種，金屬結構較多，多在橋台、匝道、車道匯入

主線或彎道處，少數金屬箱室有較低矮的橋檢或維修通道開口可供人員進

入，但本計畫調查並未發現蝙蝠，可能與其開口少、內部空間小、金屬牆面

平滑無法攀附、金屬結構內部微氣候不適合蝙蝠棲息等因素有關；混凝土結

構箱室較少，其中部分有發現圓孔型排水口或通道，蝙蝠可能可利用進出，

但由於計畫範圍內並未發現有可供調查人員進入的結構，因此無法確認是

否有蝙蝠利用。計畫範圍橋梁結構亦有多處不同類型縫隙可能可提供蝙蝠

棲息(圖3.3.2-5)，但本計畫調查並未發現蝙蝠或棲息的痕跡，不過縫隙類型

多樣且蝙蝠體型小又隱密，因此無法排除仍有零星蝙蝠棲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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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排上至下分別為 I 型梁、金屬箱梁、混凝土箱梁； 

右排上為金屬箱梁兩種開口，中為金屬箱梁內部構造，下為混凝土箱梁開口 

圖 3.3.2-4 本計畫範圍主要橋梁結構形式 

 
圖 3.3.2-5 橋梁結構縫隙可能提供蝙蝠棲息 

(2) 中型哺乳動物族群與廊道調查 

由於頭前溪主流過往中型哺乳類調查不足，且河川濱溪綠帶可以扮演重要

藍綠串連廊道的角色，因此本計畫規劃利用自動相機進行中型哺乳動物族群的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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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盤點範圍內棲地類型和綠帶連結狀況，再檢視正射影像圖後初步選

擇適合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的8處森林區塊，針對這些區塊進行現地勘查後選

擇適合的林下環境架設共8部的相機，從河口往上由分別為頭機1至頭機8，相

機樣點請見圖3.2.1-1。頭機1位於E區面積最大的樹林區塊，但林下仍有不少人

工設施和人為活動痕跡，周邊有水稻田和草生荒地；頭機2位於D區西側緊鄰E
區的小面積樹林，相機距離自行車道和匯流口，人為活動較頻繁；頭機3位於

D區中段農墾地旁狹長樹林，緊鄰河道，有農業活動干擾；頭機4位於D區埤塘

濕地、自行車道和河道間狹長的樹林內，有來自自行車道和釣客的人為干擾；

頭機5位於C區自行車道旁樹林，由於樹林形狀狹長且緊鄰自行車道，所以人為

干擾程度不低；頭機6位於C區東側停車場附近的大面積樹林內，此區域原為農

墾地和零星樹林，目前環境為最近兩年間整地後形成的荒地和樹林，雖整體面

積大但樹木較低矮稀疏，除早期留下的建物和廢棄物外，人為干擾較少；頭機

7位於A區西側埤塘旁樹林，調查期間由於本區有施工圍籬限制，所以人為干

擾程度低；頭機8環境類似頭機4，為埤塘濕地、自行車道和河道間狹長的樹林，

但本區調查期間有施工圍籬限制，所以人為干擾程度應較低，但仍有觀察到釣

客在附近活動。 

8部自動相機均於7月13日至15日間完成架設，設定感應啟動Full HD模式

錄影10秒，本計畫分別於8月25日、9月8日、10月27日和12月2日進行紅外線自

動相機的維護和資料回收分析，其中頭機4在10月27日檢查時發現失竊；頭機

5在9月9日後不明原因停止工作；頭機6則是相機在9月25日被不明人士移動倒

置後可能因雨水滲入而故障；頭機8則是初架設時因陽光直射稀疏林下草叢，

使誤觸頻繁相機電量提早耗盡而工時稍短。8部自動相機總有效工作時數為

21155.2小時，架設期間共拍攝1322段動物影像，其中有效影像有718段，記錄

到哺乳類(含犬貓)7種和鳥類20種。詳細相機資訊和拍攝結果請見表3.3.2-2，以

下分整體調查結果和中型哺乳動物課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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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2 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資訊及各物種出現頻率 

點位編號 頭機 1 頭機 2 頭機 3 頭機 4 頭機 5 頭機 6 頭機 7 頭機 8 

座標 24.83809, 
120.94718 

24.83096, 
120.95818 

24.82880, 
120.96588 

24.82787, 
120.97120 

24.82391, 
120.98200 

24.82190, 
120.99415 

24.81192, 
121.01222 

24.80993, 
121.01503 

有效工時(hr) 2540.5 2514.7 2321.3 1002.6 1370.6 1853.6 2515.8 1845.6 

影像數量 61 47 5 31 321 455 253 149 

有效影像數量 41 41 4 19 184 249 119 61 

哺乳類 
        

白鼻心 - 0.59  0.31  - 1.34  - 6.21  6.64  

鼠* - - - 2.99  1.79  12.95  0.30  0.74  

溝鼠 - - - - - 1.62  - - 

赤背條鼠 - - - - - 0.54  - - 

鬼鼠 - - - 1.00  - 0.54  0.30  - 

臭鼩 - - - - 7.60  76.61  - - 

鳥類 
        

金背鳩 0.29  0.89  - 2.99  7.60  6.47  10.94  - 

麻雀 - - - - 23.70  1.62  - - 

黑冠麻鷺 0.59  0.30  - 3.99  12.97  10.79  - - 

黃頭鷺 4.41  - - - - - - - 

紅尾伯勞 - - 0.31  - 0.45  2.16  - 1.48  

白頭翁 - 1.48  - - 0.89  0.54  - - 

雜交畫眉 - - - - 0.45  3.24  - - 

家八哥 - 0.30  - - - 2.16  - - 

樹鵲 0.59  - - - - 0.54  - 0.74  

白腹鶇 - - - - - - 0.89  0.74  

珠頸斑鳩 - 0.30  - - 0.45  1.08  - - 

小彎嘴 - - - - - 1.08  - - 

台灣竹雞 - - - - - - - 0.74  

大冠鷲 - - - - - - 0.30  - 

山紅頭 - 0.30  - - - - - - 

白尾八哥 0.29  - - - - - - - 

喜鵲 - 0.30  - - - - - - 

棕背伯勞 - - - 1.00  - - - - 

褐頭鷦鶯 - - - - - 0.54  - - 

黃尾鴝 - - - - - - - 0.37  

貓狗 
        

狗 5.29  0.30  - - 4.02  - 0.30  0.74  

貓 - 6.81  - 1.99  18.78  8.63  15.67  10.33  

* 「鼠」包含所有無法辨識的囓齒目和食蟲目小型哺乳類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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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整體調查結果說明 

比較8處自動相機點位記錄到的物種數，哺乳類部分以頭機6拍攝到4種
最多，頭機1未拍攝到哺乳類；鳥類部分也以頭機6的11種最多，其次為頭機

5和頭機2。各點位棲地類型、綠帶大小與連結性、人為干擾程度及有效工時

的差異應是造成拍攝物種差異的主因，哺乳類部分主要差異在小型囓齒目

和食蟲目種類，這類小型動物並非紅外線自動相機目標類群，因為體型小，

當地被層較複雜或相機架設角度較高時就不易被偵測發現。鳥類除少數地

棲種類外，大部分亦非自動相機目標類群，頭機6可能是因其位在面積較大

的綠帶且人為干擾程度低，所以物種豐度較高。 

比較各物種出現點位和頻率，哺乳類出現點位最多的是貓，在6處點位

有紀錄，其次為狗和白鼻心，在5處點位有紀錄。小型哺乳類因辨識困難所

以無法確定各物種實際出現點位數和出現頻率。哺乳類出現頻率最高的是

頭機6的臭鼩(OI=76.61)，其次為頭機5、頭機7、頭機8和頭機6的貓(OI=18.7
8、15.67、10.33、8.63)、頭機5的臭鼩(OI=7.60)、頭機2的貓(OI=6.81)、頭機

8和頭機7的白鼻心(OI=6.64、6.21)，另外頭機1和頭機5的狗出現頻率亦不低。

鳥類因為大部分非自動相機調查的目標物種(不在地面活動)，因此本計畫不

討論出現頻率，出現點位最多的是金背鳩(6處)和黑冠麻鷺(5處)，這2種鳥經

常在地面活動，因此較易被自動相機記錄到。 

自動相機有拍攝紀錄但生態資源調查未發現的種類有白鼻心、赤背條

鼠、溝鼠、臺灣竹雞、大冠鷲、紅尾伯勞、大陸畫眉、白腹鶇和黃尾鴝。 

(b) 中型哺乳動物廊道課題 

本計畫所關注的中型哺乳動物中，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僅記錄到白鼻

心1種，出現在5處點位，從點位分布和出現頻率可看出有明顯上游較多下游

較少的情形，上游A區的出現頻率不低，到下游的D區的出現頻率很低，E區
則完全無紀錄。A區兩點位除有較高的出現頻率外，於8月和9月尚有拍攝到

2隻年輕個體一起活動的情形。 

白鼻心為中型哺乳動物中較能適應人為干擾的種類，一般除低海拔至

平地的森林和農墾地可發現外，近年在都會區周邊的紀錄也有增加的情形。

計畫範圍仍保有較大面積藍綠帶，應為白鼻心能適應的棲地環境，但從自動

相機調查結果來看，計畫範圍下游區域白鼻心數量稀少或無分布，應與綠帶

廊道連結性有關，E區無白鼻心紀錄，而E區和D區間為計畫區綠帶最窄的瓶

頸區，可能是限制白鼻心往下游移動的原因之一。 

貓和狗也可能會對白鼻心等野生動物族群造成負面影響，包含疾病傳

播、競爭和捕食等。本計畫拍攝到的動物種類中以貓的有效影像數最多，約

白鼻心的4倍，也幾乎是各樣點出現頻率最高的哺乳動物，且其出現範圍與

白鼻心重疊程度高，僅下游頭機1和頭機3無紀錄，此外，本計畫於頭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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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機7和頭機8共記錄到10次(僅計算有效影像)貓捕捉到小型囓齒目動物和1
次貓捕捉到綠繡眼。狗於5處自動相機樣點有記錄(執行生態資源調查時於各

區均有發現)，出現頻率亦不低，且常成群活動(最多記錄到5隻一起出現)。 

圖3.3.2-6為本計畫自動相機調查結果中，4種哺乳動物(囓齒目和食蟲目

合併為小型哺乳類)於1天24小時間的活動比例，白鼻心為夜行性動物，於傍

晚18:00後開始活動至凌晨06:00前，高峰在03:00至05:00和18:00至19:00之間；

小型哺乳類活動模式與白鼻心類似；貓全日活動，但以夜行性為主，夜間模

式與白鼻心和類似；狗主要在日間活動，但生態資源調查夜間仍有觀察到計

畫範圍內有不少犬隻遊蕩。 

 
橫軸為各時段(小時)，縱軸為該時段活動頻率(各時段有效影像數佔全時段的百分比) 

圖 3.3.2-6 本計畫調查之哺乳動物活動模式 

3.4 棲地圖調繪與植物生態調查成果 

3.4.1 棲地圖調繪成果 
為瞭解範圍內各類型棲地分布與品質，本計畫進行棲地調查、製圖與生態品

質評估，調查照片見附錄九，以下描述範圍內各類型棲地、棲地分布、品質評估。 

(1) 棲地類型 

計畫範圍共調查到7類型主要棲地，分別為森林、草澤地、流動水域、靜

態水域、農牧用地、都市綠地與開放空間以及建成地區，並將各類棲地進行階

層分類，共計33類棲地環境，其種類、面積及說明如表3.4.1-1。 

表 3.4.1-1 計畫範圍各類型棲地面積與說明 
棲地類型 面積(ha) 說明 

森林 河畔林 河畔先驅樹
林、河畔栽植
木混淆林 

19.10 位在平原以及沖積河谷地形，沿河分布，且對
河川水系有穩定土壤、營養鹽輸入與輸出、河
畔生物利用、遮蔭等功能的森林。 

海岸林 黃槿混淆林、 5.09 與海濱相連且與水系及主要山脈分離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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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類型 面積(ha) 說明 
海岸栽植樹木
混淆林、海岸
樹種造林地純
林、海岸先驅
樹林 

或森林鄰近海濱，由典型海岸樹種、先驅樹
種、榕屬植物、紅樹林彼此鑲嵌或單獨優勢，
以及海岸造林樹種優勢的人造森林。 

其他森林 銀合歡林 11.12 外來樹種銀合歡優勢的森林，對於原生植被演
替常造成負面影響，多分布於頻繁人為擾動的
開闊地，或平原地區的溪流兩岸。 

草澤
地 

耐溼禾草或蕨類優勢的溼草
地 

0.25 無明顯或僅中心具有小面積水體，水位多低於
地表以下，使表土終年或超過半年以上時間保
持溼潤狀態，以連密生長的耐溼性禾草與蕨類
植物優勢。經常出現於低海拔地區，人為使用
後長期荒蕪且已無明顯人為邊界之土地，或田
地周邊之畸零地。 

人工濕地 10.76 人為營造的草澤地，水流靜止或緩慢流動，以
人為引入或自然拓殖的挺水植物優勢，具有明
顯的人為邊界，或明確人為營造的痕跡，植被
常有不定期人為清除或管理。 

辮狀
河 

辮狀河 主流路與辮狀
流路 

2.34 由辮狀河不穩定的水流流過所形成之線狀區
域，由 1 至多條明顯流路所組成。主流路與辮
狀流路在乾季與洪氾期間變動性高，形成灘地
與河道編織如髮辮。年間卵石等底質移動狀況
快速且頻繁，為土砂移動之主要通道。 

辮狀河砂洲(石
灘、甜根子草
地、芒草地、
白茅草地、象
草地) 

21.95 辮狀河道上受堆積作用形成的灘地，呈現裸露
或具優勢的草本植物、稀疏喬灌木、地衣生
長，相對主流路與辮狀流路具有穩定的基質，
在周期性水流洪泛期間，水位消退之速度亦較
主流路快。砂洲環境可能長期持續受到水流掏
蝕，新生成之洪氾區常有主流水域流路，植被
以草本植物優勢，相對穩定之砂洲則有較長的
演替年限，植被常具稀疏灌木或喬木生長，與
新生成砂洲或主流路交界處，常可發現河階或
堤岸構造。 

辮狀河灘地濕
地(開卡盧溼草
地、巴拉草地) 

0.95 辮狀河道上，相對穩定之水體或經常性溼潤之
土壤周邊所形成之溼草地，常形成喜溼性草本
植物優勢之區域。 

辮狀河高灘草
地(甜根子草
地、孔穎草
地、星草地、
象草地) 

18.50 經人為治理河川，於河川低水護岸至提防之堤
前坡趾(或河岸坡趾)之間，以非人為引入栽植的
草生植被優勢的草地，在常水量之情況下無水
流。 

感潮帶 感潮流路 1.77 漲潮漫淹範圍之流路 
感潮溝 0.47 感潮帶兩側水體狹長之小支流，常窄於 20m，

支流水源往下流經感潮帶砂洲，而形成明顯之
流路區域。 

感潮帶砂洲(石
灘、泥砂灘地) 

0.55 漲潮未受河水漫淹之裸露或草生環境之砂洲區
域 

感潮帶溼草地
(鹽地鼠尾粟濕
地、星草濕
地、互花米草
濕地) 

1.25 河口高灘地以喜溼草本與灌叢優勢的草生區域 

感潮帶高灘草
地(象草地、星
草地) 

3.72 經人為治理河川感潮帶，於河川低水護岸至提
防之堤前坡趾(或河岸坡趾)之間，以非人為引入
栽植的草生植被優勢的草地，在常水量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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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類型 面積(ha) 說明 
下無水流。 

人工水道 土質溝與草溝 0.13 經人工挖掘與引水的水道，如人工溝渠、運
河，農田灌溉水圳、草溝等形式。 乾砌石溝 0.19 

不透水鋪面溝 0.64 
裸露
與稀
疏植
被區 

人工裸露地 3.91 因人為介入所造成表土裸露或稀疏植被生長的
區域。 

農牧
用地 

水稻田 19.92 一年一期或兩期稻作，冬季不湛水，冬季土壤
可乾可溼，終年都有植被覆蓋與生長。 

雜糧田與菜圃 3.07 全年栽植雜糧、蔬菜等短期作物之生產區，或
做為家庭菜園使用之雜糧田與菜圃，以及短暫
休耕，但田區仍有明顯耕作痕跡的農地。栽植
作物常於採收後周期性翻除，並持續耕作，田
間常有裸露的表土。 

人造竹林 0.24 人工栽植的竹類優勢之環境。 
果園 0.32 土壤無週期性翻耕之果園，以人為引入的栽植

作物最為優勢。 
廢耕田 1.27 廢棄耕作但仍可看到明顯矩形或人為耕作範圍

的田地，田區高草覆蓋，無稻樁、田梗、作物
等農作跡象。 

苗圃 0.49 專用以集約培育幼小的果樹、蔬菜、花卉、景
觀植物、造林苗木之戶外場地，常為短期栽植
的盆景、穴盤放置區，或暫時性樹木假植、養
護、培育之區域，植栽以販售為主要考量。 

都市
綠地
與開
放空
間 

公園型綠地 31.07 以景觀、遊憩、防災(防洪、防火、避難)、生態
為目的，經人為引入樹木、灌叢或草坪配置，
進行頻繁植栽管理的公園、庭園、建築與硬舖
面旁的景觀植栽區以及露營地。提供都市生物
與人類利用，並具有保持居民健康、增進身心
調節、提高國民教養等潛在功能。常設置人行
步道、座椅、運動等設施。 

建物與綠地鑲嵌地開放空間 8.76 人為高度利用，以硬舖面與建築為主體，鑲嵌
小面積景觀植栽之開放空間。 

建成
地區 

建築用地 0.04 國土利用中供住宅、商業等使用之建築用地。 
交通用地 17.90 交通使用之土地。 
公用設備 0.05 生活與產業所需的能源與物質儲備與供應設

備。 
水利構造
物 

人工堤防與護
岸 

1.43 具有防範洪水漫流，限制流動水體在一定的河
道內流動之人工構造物。包含順溪流方向構
築，高於地面用以防禦及約束水流不使氾濫之
堤防，以及為保護河岸而直接構築於岸坡之護
岸。 

固床工 0.79 與河床齊平或略高於河床面的橫向構造物，常
小於 1m。 

水閘門 0.02 水路出口設置之閘門。常見於區域排水末端低
窪處。 

地下取水井 0.01 取用地下水源之取水構造物。 

(2) 各類型棲地分布 

本計畫棲地調查與製圖區域同計畫範圍，即頭前溪左岸竹港大橋往上游至

經國大橋之南側。棲地類型含括森林、草澤地、流動水域、裸露與稀疏植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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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牧用地、都市綠地與開放空間及建成地區七大類型(圖3.4.1-1)。計畫範圍上

游環境以人為活動之都市綠地與開放空間為主，下游多農牧用地，並有兩處人

為營造之草澤濕地(人工濕地)，以及零散之森林鑲嵌其間，而流動水域(含河畔

之草生環境)則沿人為使用土地分布，多位於非高灘地區域。 

 
圖 3.4.1-1 計畫範圍棲地分布概況 

 
圖 3.4.1-2 計畫範圍二階棲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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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分棲地環境(表3.4.1-1、圖3.4.1-2)，其中森林之河畔林、海岸林，草澤地

之耐溼禾草與蕨類優勢的溼草地、人工濕地，流動水域之辮狀河、感潮帶，以

及農牧用地之廢耕田，為多數原生生物可利用之自然與近自然環境。 

為更細緻呈現各類型棲地分布，以下分別就計畫範圍內土地使用狀況歸納

為森林、流動水域與人類活動用地，詳述微棲棲地分布。 

(a)森林棲地 

計畫範圍森林含沿辮狀河分布河畔林、鄰近海岸以海岸樹種優勢的海

岸林，以及以銀合歡優勢之銀合歡林。其中河畔林與海岸林可依物種組成進

行細分，如以先驅樹種優勢的先驅林(先驅樹種如構樹、山黃麻、血桐、臺

灣鐵莧、山芙蓉、小葉桑等)，人為使用後土地演替所行成栽植樹木與原生

樹木鑲嵌的栽植木混淆林(優勢樹種如榕、綠竹、果樹、茄苳、黃槿、血桐

等)。海岸林則除了先驅林與栽植木混淆林外，尚有海岸造林樹種黃槿優勢

的造林地純林，以及黃槿與其他海岸樹種混生之黃槿混淆林(優勢植物如黃

槿、朴樹、苦楝、扛香藤、血桐、黃荊、小葉桑等)，主要分布於接近感潮帶

河段。除此之外，銀合歡林廣泛分布於計畫範圍中至上游河段，為所佔面積

比例最高之森林類型，係劣化的森林環境(圖3.4.1-3)。 

 

圖 3.4.1-3 計畫範圍森林棲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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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流動水域棲地 

頭前溪為具有穩定水流之辮狀河，具明顯的主流路與辮狀流路，流路間

常水位之上有砂洲分布，因受流水擾動較少，故形成以甜根子草、白背芒、

白茅等植物優勢的草生環境。河道周邊因含水量多，為巴拉草、開卡蘆、象

草等溼生植物為主的溼草棲地環境。河道兩旁受溪水或人為堆積形成地勢

較高的高灘地，周年性大水不易漫淹，其棲地環境多受人為長年或反覆使用，

形成多種外來草本植物優勢的植被，如象草、長穎星草、田菁、大黍等外來

草種。近出海口之河床底質由卵、礫石逐漸轉變為泥砂灘地，並開始出現易

受潮汐影響改變水位與密度的感潮帶，故近海口的人工排水設施受河川感

潮影響，形成感潮溝的棲地型態。河道周邊因鹽度的變化出現鹽地鼠尾粟等

耐鹽性草種優勢的濕地，以及外來優勢的互花米草點狀分布其間(圖3.4.1-4)。 

 
圖 3.4.1-4 計畫範圍流動水域棲地分布 

(c)人類活動用地 

人為活動用地為計畫範圍內面積占比最大的棲地類型，以公園型綠地

與運動場等人為利用環境為主要棲地型態，鑲嵌於公園綠地間的棲地尚有

柯子湖、溪埔子兩處人工濕地，以及公園旁小面積分布的耐溼禾草優勢的溼

草地。人類活動用地內且具有種種水利構造物，包含人工堤防與護岸、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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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水閘門、抽水站與地下取水井。近河口區域則有較大面積的水稻田、雜

糧田等人為經營使用之農地，自然環境相對稀少。除此之外，尚有人工裸露

地、建築用地、交通用地、公用設備等，為人為使用度高，較不利生物利用

的環境(圖3.4.1-5)。 

 

圖 3.4.1-5 計畫範圍人類活動用地分布 

(3)棲地品質評估 

本計畫盤點各類型棲地分布，依棲地自然程度以及各類群關注生物種類與

棲地偏好，進行棲地品質評估，以瞭解優質生態環境之空間分布。棲地生態品

質分為4級：自然棲地，為具有高自然價值，可維持完整或大面積自然棲地的

區位；一般棲地則為自然度較低，或普遍可見的常見棲地；不利棲地即不利生

物利用之區域。完成自然、一般、不利棲地之分類後，中，本計畫再依據生物

多樣性高於周邊地景，或具關注生物分布之區域，於自然與一般棲地中，劃分

出關注棲地。初步評估原則與各類型棲地面積如表3.4.1-2。 

表 3.4.1-2 棲地生態品質評估原則與各類棲地面積 

棲地品質 說明 面積(ha) 
關注棲地 對於保護國家或區域生物多樣性特別重要的棲地。該棲地類

型生物多樣性高於周邊地景，或特定區塊較周邊等面積同棲

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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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類型具較高生物多樣性。具有紅皮書瀕臨滅絕等級以上之

稀有物種，或其他紅皮書物種主要分布區域。 
自然棲地 具有高自然價值，可維持完整或大面積自然棲地，或者生態

價值具有特殊重要性之棲地。被歸類為自然棲地的區域不必

對於維護國家、區域尺度的生物多樣性具有高度重要性，雖

常可孕育紅皮書生物生存，但不必然需要具有紅皮書生物分

布，而是對於維持棲地的整體性，以及改善棲地品質具有重

要性的棲地，一般而言較周遭地景有更高的生物多樣性，且

對地景的多樣化有貢獻。自然棲地可能近年曾經歷人為擾

動，經一段時間的靜養或者復育而成為自然棲地，且可能達

到關鍵棲地之品質。 

97.96(其中

79.96ha 為關

注棲地、

18.00ha 為自

然棲地) 

一般棲地 自然度較低的棲地。為普遍可見的常見棲地，以及景觀植物

栽植的棲地環境。 
69.88(其中

1.27ha 為關

注棲地) 
不利棲地 不利生物生存的棲地。 20.23 

各類型棲地可供多類群生物利用，依前述原則，配合生物種類調查結果與

棲地偏好(含動物/哺乳類、鳥類、兩爬類、蝴蝶、蜻蜓；植物/維管束植物；水

域生物/螢火蟲、魚類及淡水蝦蟹類)，評估各類群生物關注棲地。 

指認關注棲地，包含：(i)綠帶動物移動廊道之原生樹林(部分河畔林與海

岸林)、(ii)原生植物多樣性高的森林(黃槿混淆林、海岸先驅林)、(iii)濕地生物

多樣性高的棲地(人工濕地)、(iv)原生植物多樣性高之草地(辮狀河砂洲與高灘

地上之甜根子草地、白茅草地；感潮帶之鹽地鼠尾粟濕地)、(v)臺灣大豆棲地

(部分辮狀河道上外來草種優勢的草地、部分公園綠地)；(vi)水域生物多樣性高

棲地(感潮溝)；(vii)螢火蟲利用及綠帶動物移動廊道之原生樹林(部分河畔林)；
(viii)螢火蟲利用及原生植物多樣性高之棲地(部分砂洲上的白茅草地)；(ix)螢
火蟲潛在棲地(部分辮狀河上的外來草地、廢耕田、銀合歡林)。各類別關注棲

地面積統計請見表3.4.1-3，分布如圖3.4.1-6。 

表 3.4.1-3 指認關注棲地面積 

項次 指認關注棲地 面積(ha) 

(i) 綠帶動物移動廊道之原生樹林(部分河畔林與海岸林) 2.63 
(ii) 原生植物多樣性高的森林(黃槿混淆林、海岸先驅林) 2.18 
(iii) 濕地生物多樣性高的棲地(人工濕地)  10.76 

(iv) 
原生植物多樣性高之草地(辮狀河砂洲與高灘地上之甜根子草地、白茅

草地；感潮帶之鹽地鼠尾粟濕地) 15.99 

(v) 臺灣大豆棲地(部分辮狀河道上外來草種優勢的草地、部分公園綠地) 0.39 
(vi) 水域生物多樣性高棲地(感潮溝) 0.47 
(vii) 螢火蟲利用及綠帶動物移動廊道之原生樹林(部分河畔林) 18.74 
(viii) 螢火蟲利用及原生植物多樣性高之棲地(部分砂洲上的白茅草地) 1.54 



 105 

(ix) 螢火蟲潛在棲地(部分辮狀河上的外來草地、廢耕田、銀合歡林) 28.53 

 

圖 3.4.1-6 計畫範圍關注棲地分布 

除上述關注之生物棲地外，計畫範圍內尚有許多自然棲地分布，自然棲地

為多數生物可利用之棲地，且具有維持生物棲地完整性之功能，或者生態價值

具有特殊重要性之棲地，為關注生物潛在棲地環境。然而計畫範圍經歷長期人

為使用，原河道與高灘地範圍具有大量外來種自然拓殖生長，自然棲地雖具有

森林、草地、草澤地之外觀與功能，如提供動物移動廊道、遮蔽、躲藏等，但

植被常為少數外來入侵植物覆蓋，原生植被種類與數量貧乏，植被層次、結構

與物種組成等棲地品質常不如原生植被，雖為自然棲地，但計畫範圍常為劣化

中之棲地環境。自然棲地包含：銀合歡林、耐溼禾草或蕨類優勢的溼草地、辮

狀河與感潮帶之流路範圍、石灘地、象草、巴拉草、星草、其他外來草種優勢

的草地，以及人工水道之土質溝與草溝。一般棲地包含大面積公園綠地與農牧

用地，人工水道之乾砌石溝、不透水鋪面溝，以及部分人工裸露地，為自然度

較低的棲地環境。另外，計畫範圍內尚有交通用地、公用設備、水利構造物、

建築用地，為不利生物利用之棲地環境。各類棲地生態品質評估說明與分布如

表3.4.1-4、圖3.4.1-7。 

表 3.4.1-4 各類棲地生態品質評估說明 
棲地類型 評估等級 關注原因 
森林 河畔林 河畔先驅樹林、河畔栽植

木混淆林 
關注棲地 
(部分) 

綠帶動物移動廊道之

原生樹林、螢火蟲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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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類型 評估等級 關注原因 
海岸林 黃槿混淆林、海岸先驅林 關注棲地 原生植物多樣性高、

綠帶動物移動廊道之

原生樹林 
海岸栽植木混淆林、海岸

樹種造林地純林(黃槿造林

地) 

關注棲地 
(部分) 

綠帶動物移動廊道之

原生樹林 

其他森林 銀合歡林 自然棲地、關

注棲地(部分) 
螢火蟲利用 

草澤地 人工濕地 關注棲地 濕地生物多樣性高 
耐溼禾草或蕨類優勢的溼草地 自然棲地  

流動水域 辮狀河 主流路與辮狀流路 自然棲地  
辮狀河

砂洲 
石灘地 自然棲地  
甜根子草地、白

茅草地 
關注棲地 原生植物多樣性高之

草地、螢火蟲利用 
其他外來草種優

勢的草地(部分) 
關注棲地(部
分) 

臺灣大豆棲地、螢火

蟲利用 
象草地 自然棲地  

辮狀河

溼草地 
開卡蘆濕地 關注棲地 原生植物多樣性高之

草地 
巴拉草濕地 自然棲地  

辮狀河

高灘草

地 

甜根子草地 關注棲地 原生植物多樣性高之

草地 
星草地、象草

地、其他外來草

種優勢的草地 

自然棲地 螢火蟲利用 

感潮帶 感潮流路 自然棲地  
感潮溝 關注棲地 水域生物多樣性高 
感潮帶砂洲(泥沙灘地、石

灘地) 
自然棲地  

感潮帶

溼草地 
鹽地鼠尾粟濕地 關注棲地 原生植物多樣性高之

草地 
星草地 自然棲地  

感潮帶高灘草地(星草地、

象草地) 
自然棲地  

人工水道 土質溝與草溝 自然棲地  
乾砌石溝 一般棲地  
不透水鋪面溝 一般棲地  

裸露與稀

疏植被區 
人工裸露地 工程治理初期裸露地 一般棲地  

農牧用地 水稻田 一般棲地  
雜糧田與菜圃 一般棲地  
人造竹林 一般棲地  
果園 一般棲地  
廢耕田 一般棲地、關

注棲地(部分) 
螢火蟲利用 

苗圃 一般棲地  
都市綠地

與開放空

間 

公園型綠地 一般棲地、關

注棲地(部分) 
臺灣大豆棲地 

建物與綠地鑲嵌的開放空間(文化設施、

運動場) 
一般棲地  

建成地區 交通用地 道路、軌道與營運空間、 不利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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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類型 評估等級 關注原因 
停車場 

公用設備 電力設備與場站 不利棲地  
水利構造物 人工堤防與護岸、固床

工、地下取水井、水閘門 
不利棲地  

建築用地 不利棲地  

 
圖 3.4.1-7 計畫範圍棲地品質分級 

3.4.2 植物名錄建置 
配合前述棲地調查空間分布資訊，記錄計畫範圍內主要環境生長之維管束植

物種類，其中森林環境記錄50種、流動水域49種，其他人類活動用地，因具有多種

歸化與栽培之外來植物，記錄最多種類(146種)。而各類環境因土地使用、擾動程

度等差異，影響植物種類分布，森林環境以先驅性樹木(構樹、山黃麻等)優勢的先

驅林，海岸樹木(黃槿等)優勢的海岸造林地，以及銀合歡優勢的銀合歡林為主；流

動水域優勢植物如甜根子草、長穎星草、白茅、象草、開卡蘆、蘆葦、蘆竹、象草

等多年生禾草為主；人類活動用地因土地使用狀況而影響植物分布，譬如公園綠

地、人工濕地上，人為引入的水生植物、樹木、草坪植物，耕地上之作物與防風綠

籬等植物，這些人為使用土地上常伴生多種外來草本植物，如大花咸豐草、野茼

蒿、巴拉草、含羞草等。 

計畫範圍全區共發現200種植物(含61科159屬)，以草本植物118種最多，喬木

39種次之。其中原生植物99種，特有植物7種，外來植物(歸化與栽培植物)94種，

原生種比例53.0 %，為外來植物擾動劇烈的區域(表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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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1 植物種類科屬統計 

環境類型/ 

範圍 

科屬 生活型 原生/外來 原生種 

比例(%) 科數 屬數 種數 草本 喬木 灌木 藤本 原生 特有 歸化 栽培 
森林 27 47 50 15 19 8 8 28 3 15 4 62.0 
流動水域 21 49 56 40 5 5 6 29 2 23 2 55.4 
人類活動用地 48 117 146 89 24 20 13 64 5 62 15 47.3 
計畫範圍全區 61 159 200 118 39 24 19 99 7 76 18 53.0 

原生植被為棲地保護與復育之基礎，範圍內現存約百種非人為栽植的原生植

物，本計畫記錄其生長之主要棲地，整理如表3.4.2-2(完整植物名錄詳見附錄十)，
可做為不同棲地環境營造、劣化棲地改善植栽、景觀綠化、生態綠籬營造之適生植

栽清單，譬如忍冬、臺灣鐵莧、茄苳、錫蘭饅頭果、扛香藤、毛木藍、穗花木藍、

野木藍、掃帚菊、山芙蓉、黃槿、楝、構樹、稜果榕、雀榕、密花苧麻、臺灣大豆、

黃荊、蘆竹、開卡蘆、甜根子草、月桃等，供計畫範圍植栽選擇使用，若無市場機

制之種類，亦可於區內或鄰近區域進行採種、分株等繁殖作業。 

表 3.4.2-2 計畫範圍原生與特有植物名錄 

科名 中名 學名 生活型 原生/ 
特有 稀有性 森林 流動水域 人類活動

用地 
碗蕨科 粗毛鱗蓋蕨 Microlepia strigosa 草本 原生 LC ● - - 
木賊科 木賊 Equisetum ramosissimum 草本 原生 LC ● - ● 
金星蕨科 密毛小毛蕨 Cyclosorus parasiticus 草本 原生 LC ● - ● 
莧科 牛膝 Achyranthes bidentata 草本 原生 LC ● - - 
菊科 鱧腸 Eclipta prostrata 草本 原生 LC - ● - 
菊科 紫背草 Emilia sonchifolia var. 

javanica 草本 原生 LC - - ● 
紫草科 破布子 Cordia dichotoma 喬木 原生 LC ● - - 
忍冬科 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忍冬科 冇骨消 Sambucus chinensis 灌木 原生 LC - - ● 
石竹科 菁芳草 Drymaria diandra 草本 原生 LC - - ● 
旋花科 白花牽牛 Ipomoea biflora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旋花科 大萼旋花 Stictocardia tiliifolia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大戟科 臺灣鐵莧 Acalypha angatensis 灌木 原生 LC ● - - 
大戟科 茄苳 Bischofia javanica 喬木 原生 LC ● - - 
大戟科 伏生大戟 Chamaesyce prostrata 匍匐草本 原生 LC - - ● 
大戟科 小飛揚草 Chamaesyce thymifolia 草本 原生 NA - - ● 
大戟科 錫蘭饅頭果 Glochidion zeylanicum 喬木 原生 LC ● - - 
大戟科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喬木 原生 LC ● - - 
大戟科 扛香藤 Mallotus repandus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豆科 煉莢豆 Alysicarpus vaginalis 草本 原生 LC - - ● 
豆科 肥豬豆 Canavalia lineata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豆科 臺灣大豆 Glycine max subsp. 

formosana 草本 特有 VU - ● ● 
豆科 毛木藍 Indigofera hirsuta 草本 原生 LC - - ● 
豆科 穗花木藍 Indigofera spicata 草本 原生 LC - - ● 
豆科 野木藍 Indigofera suffruticosa 灌木 原生 LC - ● - 
豆科 鐵掃帚 Lespedeza cuneata 草本 原生 LC - - ● 
豆科 山葛 Pueraria montana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豆科 長葉豇豆 Vigna luteola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小二仙草科 聚藻 Myriophyllum spicatum 草本 原生 LC - ● - 
樟科 土肉桂 Cinnamomum osmophloeum 喬木 特有 NT ● - - 
錦葵科 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喬木 原生 DD - - ● 
錦葵科 山芙蓉 Hibiscus taiwanensis 喬木 特有 LC ● - - 
錦葵科 黃槿 Hibiscus tiliaceus 喬木 原生 LC ● - - 
錦葵科 細葉金午時花 Sida acuta 灌木 原生 L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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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名 學名 生活型 原生/ 
特有 稀有性 森林 流動水域 人類活動

用地 
錦葵科 金午時花 Sida rhombifolia 灌木 原生 LC - - ● 
楝科 楝 Melia azedarach 喬木 原生 LC ● - ● 
桑科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喬木 原生 LC ● - ● 
桑科 榕 Ficus microcarpa 喬木 原生 LC ● - - 
桑科 稜果榕 Ficus septica 喬木 原生 LC ● - - 
桑科 雀榕 Ficus superba var. japonica 喬木 原生 LC ● - - 
桑科 葎草 Humulus scandens 草本 原生 LC - - ● 
桑科 小葉桑 Morus australis 灌木 原生 LC ● ● ● 
柳葉菜科 水丁香 Ludwigia octovalvis 草本 原生 LC - ● ● 
酢醬草科 酢醬草 Oxalis corniculata 草本 原生 LC - - ● 
蓼科 毛蓼 Polygonum barbatum 草本 原生 LC - ● ● 
蓼科 白苦柱 Polygonum lanatum 草本 原生 LC - - ● 
鼠李科 小葉黃鱔藤 Berchemia lineata 灌木 原生 LC - - ● 
紅樹科 水筆仔 Kandelia obovata 小喬木 原生 NT - ● - 
茜草科 繖花龍吐珠 Hedyotis corymbosa 草本 原生 LC - - ● 
茜草科 雞屎藤 Paederia foetida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楊柳科 水柳 Salix warburgii 喬木 特有 LC - ● ● 
無患子科 臺灣欒樹 Koelreuteria henryi 喬木 特有 LC ● - - 
榆科 朴樹 Celtis sinensis 喬木 原生 LC ● - - 
榆科 山黃麻 Trema orientalis 喬木 原生 LC ● - - 
蕁麻科 密花苧麻 Boehmeria densiflora 灌木 原生 LC - ● ● 
蕁麻科 水麻 Debregeasia edulis 灌木 原生 LC ● - - 
蕁麻科 長梗紫麻 Oreocnide pedunculata 喬木 原生 LC ● - - 
蕁麻科 霧水葛 Pouzolzia zeylanica 草本 原生 LC - ● - 
馬鞭草科 海茄冬 Avicennia marina 小喬木 原生 LC - ● - 
馬鞭草科 黃荊 Vitex negundo 喬木 原生 LC ● - - 
葡萄科 烏蘞莓 Cayratia japonica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葡萄科 三葉崖爬藤 Tetrastigma formosanum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鴨跖草科 水竹葉 Murdannia keisak 草本 原生 LC - ● - 
莎草科 覆瓦狀莎草 Cyperus imbricatus 草本 原生 LC - - ● 
莎草科 碎米莎草 Cyperus iria 草本 原生 LC - - ● 
莎草科 點頭莎草 Cyperus nutans 草本 原生 LC - - ● 
莎草科 斷節莎 Cyperus odoratus 草本 原生 LC - ● - 
莎草科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草本 原生 LC - - ● 
莎草科 竹子飄拂草 Fimbristylis dichotoma var. 

tikushiensis 草本 原生 LC - - ● 
莎草科 水虱草 Fimbristylis littoralis 草本 原生 LC - - ● 
莎草科 短葉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 草本 原生 LC - - ● 
莎草科 多枝扁莎 Pycreus polystachyos 草本 原生 LC - - ● 
莎草科 莞 Schoenoplectus validus 草本 原生 LC - ● - 
浮萍科 青萍 Lemna aequinoctialis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水蔗草 Apluda mutica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蘆竹 Arundo donax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岐穗臭根子草 Bothriochloa glabra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臭根子草 Bothriochloa intermedia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白羊草 Bothriochloa ischaemum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龍爪茅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假儉草 Eremochloa ophiuroides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白背芒 Miscanthus sinensis fo. 
glaber 草本 原生 － ● ● ● 

禾本科 求米草 Oplismenus hirtellus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水生黍 Panicum paludosum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蘆葦 Phragmites australis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開卡蘆 Phragmites vallatoria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甜根子草 Saccharum spontaneum 草本 原生 LC - ● ● 
禾本科 鹽地鼠尾粟 Sporobolus virginicus 草本 原生 NA - ● - 
香蒲科 香蒲 Typha orientalis 草本 原生 LC - ● - 
薑科 月桃 Alpinia zerumbet 草本 原生 LC ● - - 



 110 

3.4.3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 
(1) 稀有植物 

計畫範圍內調查發現1種自生的稀有植物，為紅皮書稀有性評估易受害等

級(VU)的台灣大豆，發現地點共2處，分別為水源草原西側的草生環境，以及

水源草源北側，接近河床固床工旁的草地，皆為小面積分布區域(圖3.4.3-1)。
未發現文獻記錄之稀有植物柳絲藻(頭前溪竹林大橋曾有記錄，93年風災後未

再發現)(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06)，以及接近威脅(NT)的禾草芋蘭(98
年於5期治理區調查發現後即未再記錄)(新竹縣政府，2019)。 

台灣大豆已發現之兩處棲地皆為不易受大水擾動之高灘地範圍，為高灘地

上自然拓殖草種優勢的草生環境，台灣大豆纏繞、攀附於優勢草種上，可利用

之優勢草種如大花咸豐草、歧穗臭根子草、甜根子草、白茅、白背芒、大黍等。

然而台灣大豆分布地點鄰近都市綠地與開放空間，可能受到公園綠地之管理

(如除草、設施營建等)而影響族群數量。建議可進行台灣大豆採種與繁殖，以

擴大原棲地族群數量與面積(詳參第3.7.4節)。 

 

圖 3.4.3-1 台灣大豆與計畫範圍生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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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2 計畫範圍河道之原生植物(資料照片) 

除了紅皮書所列之稀有植物外，尚有部分具在地特色之原生物種，如河道

內緩流水的沉水植物(如聚藻)，河畔草生環境的溼生植物(如蘆葦、開卡蘆、毛

蓼、水蔗草)，高灘地上的草生植物(如臭根子草、歧穗臭根子草、白羊草、毛

木藍、野木藍)，以及感潮帶鹽水濕地植物(鹽地鼠尾粟)，皆為頭前溪計畫範圍

內現存的河畔代表性植物(圖3.4.3-2，因本計畫執行期程較短，無法配合調查物

種之物候以拍攝照片，此處以具有辨識特徵的資料照片替代，以利後續執行單

位參考辨識。計畫內拍攝照片請見附錄九、附錄十六)。 

(2) 外來植物 

計畫範圍內外來植物優勢，覆蓋面積約佔計畫範圍22 % (約40公頃)(表
3.4.3-1、圖3.4.3-3)，區分為銀合歡入侵的森林(約11公頃)，以及其他草本植物

入侵的各類型棲地(約29公頃)，包含具有單一外來草種優勢的植被類型，如長

穎星草、互花米草、象草、巴拉草優勢的草地，且以象草覆蓋面積最廣(約8公
頃)，以及多種外來草種混生而無特別優勢外來草種之草地(約15公頃)，為範圍

內劣化的自然棲地。 

表 3.4.3-1 計畫範圍外來植被類型與面積 

外來植被類型 面積(公頃) 
森林 其他森林 外來樹種入侵的森林(銀合歡林) 11.12 
流動 

水域 

感潮帶 感潮帶溼草地 星草濕地 0.11 
互花米草濕地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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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植被類型 面積(公頃) 
感潮帶高灘草地 星草地 1.22 

象草地 2.40 
辮狀河 辮狀河溼草地 巴拉草濕地 0.66 

辮狀河砂洲 象草地 6.09 
其他外來草種優勢的草地 2.21 

辮狀河高灘草地 星草地 1.87 
象草地 1.43 
其他外來草種優勢的草地 12.49 

範圍內外來植物以銀合歡、長穎星草、互花米草、象草、巴拉草可形成單

一物種成片生長的植被狀態(圖3.4.3-4，因本計畫執行期程較短，無法配合調查

物種之物候以拍攝照片，此處以具有辨識特徵的資料照片替代，以利後續執行

單位參考辨識。計畫內拍攝照片請見附錄九)，且可快速生長與擴散。其中銀

合歡為入侵性強且大面積分布的木本植物，而互花米草為感潮帶強勢入侵種，

於計畫範圍分布面積尚小(約0.04公頃)，具有根除之可能，建議優先進行兩物

種之清除，改善劣化之棲地。物種清除與棲地改善建議詳第3.7.5節。 

 

圖 3.4.3-3 計畫範圍外來植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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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4 計畫範圍單一物種優勢的外來植物(資料照片) 

3.5 水域生態調查成果 

3.5.1 水域生態資源調查 
水域生態調查於109年7月20日～22日進行，生態資源調查和關鍵物種專題調

查中的灘地蟹類均已完成，關鍵物種專題調查之螢火蟲也於9月7日~9日執行完成。

魚類及淡水及河口蝦蟹調查樣點請見圖3.2.3-2，灘地蟹類調查樣區請見圖4.2.3-3，
螢火蟲調查穿越線請見圖3.2.3-5。調查相關照片請見附錄九，完整魚類名錄請見附

錄十一，水體內調查之蟹類名錄請見附錄十二，以下說明各項調查結果。 

(1)魚類調查成果 

(a)感潮帶流動水域魚類調查成果 

(i)種類組成 

何姓溪排水紀錄魚類6科10種17隻次，機場外圍排水紀錄魚類3科3種
93隻次，機場外圍排水下游紀錄魚類5科6種24隻次，頭前溪主流透過訪談

及目視紀錄魚類7科8種。各樣點物種紀錄及數量可參考表3.5.1-1。 

(ii)特稀有物種 

感潮帶流動水域棲息多為河口廣鹽性物種，通常數量龐大可來往河

海間，並未記錄特稀有物種。 

(iii)優勢物種 

機場外圍排水上游為純淡水之優勢種為入侵種交吳郭魚和孔雀花鱂，

會感潮的三樣點包含何姓溪排水、機場外圍排水下游及頭前溪主流，最容

易發現之物種為星雞魚、緣邊鑽嘴魚、花身鯻和鲻科魚種包含鲻、大鱗龜

鮻、綠背龜鮻和黃鲻等，灘地退潮後也能發現數量龐大的彈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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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1 感潮帶流動水域魚類調查成果 

中文名 學名 

感潮帶流動水域 
文獻

紀錄 
何姓溪排水 機場外圍排水

上游 

機場外圍排水

下游 

頭前溪主流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51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42 
  

 

金黃叉舌鰕虎 Glossogobius aureus      

叉舌鰕虎 Glossogobius giuris 
  

1 
 

 
線鱧 Channa striata 

 
V 

  
 

花錐脊塘鱧 Butis koilomatodon      
褐塘鱧 Eleotris fusca      

黑體塘鱧 Eleotris melanosoma       

小眼雙邊魚 Ambassis miops       

星雞魚 Pomadasys kaakan 3 
 

9 INTV  
斑海鯰 Arius maculatus 1 

  
INTV  

日本真鱸 Lateolabrax japonicus 
   

INTV  
黄鯔 Ellochelon vaigiensis V 

  
V  

鯔 Mugil cephalus 3 
  

INTV  
大鱗龜鮻 Chelon macrolepis 1 

 
2 

 
 

綠背龜鮻 Chelon subviridis 2 
   

 
長鰭莫鯔 Moolgarda cunnesius       
黑鯛 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INTV  

花身鯻 Terapon jarbua VM 
  

VM  

四帶牙鯻 Pelates quadrilineatus      

頸斑項鰏 Nuchequula nuchalis       

短棘鰏 Leiognathus equulus 2 
 

2 
 

 
彈塗魚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VM 

 
VM VM  

緣邊鑽嘴魚 Gerres limbatus 5 
 

10 
 

 
總計 17 93 24 0  
科數 6 3 5 7 12 

物種數 10 3 6 8 18 
物種數(不含目視訪談) 7 2 4 0  

多樣性指數 (H') 1.81 0.69 1.28 0.00  
均勻度指數 (J') 0.93 0.99 0.79 -   

註 1:*標記為外來種；V 表示目視紀錄；VM 表示目視可見龐大數量；INTV 表示訪談釣客或居民成果 
註 2: 文獻紀錄來源: 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規劃(2/2)、新竹市東區前溪自辦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案、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2/2) 

(b)非感潮帶流動水域魚類調查成果 

(i)種類組成 

柯子湖排水紀錄魚類3科6種16隻次，東門大排水紀錄魚類3科4種1隻
次，千甲里生態水道紀錄魚類1科1種21隻次，頭前溪主流透過訪談及目視

紀錄魚類3科10種。各樣點物種紀錄及數量可參考表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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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特稀有物種 

非感潮帶流動水域市區排水棲息多為外來入侵物種，通常數量龐大

可來往河海間，並未記錄特稀有物種。在頭前溪主流有紀錄淡水魚類紅皮

書物種圓吻鯝(NVU)及短吻小鰾鮈(NNT)。 

(iii)優勢物種 

非感潮帶流動水域市區排水優勢物種多為外來入侵物種，包含豹紋

翼甲鯰、雜交吳郭魚。在頭前溪主流之優勢物種則為台灣石賓和粗首馬口

鱲。千甲里生態河道之優勢物種為入侵種孔雀花鱂。 

表 3.5.1-2 非感潮帶流動水域魚類調查成果 

中文名 學名 
柯子湖

排水 

東門大

排水 

千甲里生

態水道 

頭前溪

主流 
文獻紀錄 

花鰻鱺 Anguilla marmorata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VM VM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21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臺灣石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1 
  

4  
臺灣鬚鱲 Candidia barbata 3 

   
 

圓吻鯝 Distoechodon tumirostris 
 

1 
 

1  
䱗 Hemiculter leucisculus 

 
V 

 
V  

鯽 Carassius auratus      
短吻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V  

長鰭馬口鱲 Opsariichthys evolans 
   

V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10 

  
4  

臺灣石鮒 Paratanakia himantegus 
   

V  
唇䱻 Hemibarbus labeo      
何氏棘鲃* Spinibarbus hollandi 

   
INTV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VM VM 
 

VM  
中華鰍 Cobitis sinensis 

   
V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2 
  

2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日本瓢鰭鰕虎 Sicyopterus japonicus       

線鱧* Channa striata      
總計 16 1 21 11  
科數 3 3 1 3 8 

物種數 6 4 1 10 19 
物種數(不含目視訪談) 4 1 1 4  

多樣性指數 (H') 1.04 0.00 0.00 1.26  
均勻度指數 (J') 0.75 -  -  0.91  

註 1:*標記為外來種；V 表示目視紀錄；VM 表示目視可見龐大數量；INTV 表示訪談釣客或居民成果 
註 2: 文獻紀錄來源: 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規劃(2/2)、新竹市東區前溪自辦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案、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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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靜態水域魚類調查成果 

(i)種類組成 

溪埔子人工濕地紀錄魚類2科3種18隻次，柯子湖人工濕地紀錄魚類3
科3種12隻次，千甲里生態池透過訪談及目視紀錄魚類3科3種。各樣點物

種紀錄及數量可參考表3.5.1-3。 

(ii)特稀有物種 

靜態水域除了柯子湖人工濕地記錄到原生種䱗外，其他棲地僅記錄

外來入侵種包含線鱧、雜交吳郭魚、豹紋翼甲鯰、孔雀花鱂等，沒有特稀

有物種之紀錄。 

(iii)優勢物種 

人工濕地及生態水池優勢物種皆是外來入侵種包含雜交吳郭魚、豹

紋翼甲鯰、孔雀花鱂等。 

表 3.5.1-3 靜態水域魚類調查成果 

中文名 學名 

靜態水域 

文獻

紀錄 

溪埔子人工濕地 柯子湖人工濕地 千甲里生

態池 

  1 池 3 池 2 池 4 池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5 2 V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VM  
䱗 Hemiculter leucisculus     1      

血鸚鵡* Cichlasoma citrinellum ╳ C. synspilum 1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3 7 6 5 VM  
線鱧* Channa striata         V  

總計 9 9 7 5 0  
科數 2 2 3 1 3 0 
物種數 3 2 3 1 3 0 

物種數(不含目視訪談) 3 2 2 1 0  
多樣性指數 (H') 0.94 0.53 0.41 0.00 0.00  
均勻度指數 (J') 0.85 0.76 0.59 -   -   

註 1: *標記為外來種；V 表示目視紀錄；VM 表示目視可見龐大數量 
註 2: 本區域無調查文獻紀錄可資參考 

 (d) 綜合文獻紀錄討論 

文獻調查資料主要參考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

規劃(2/2)( 2016)、新竹市東區前溪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2009)及頭前溪

河系情勢調查(2/2)(2006)，感潮帶排水文獻有紀錄但本調查未記錄到之物種

共11種包含花鰻鱺、長鰭莫鯔、花錐脊塘鱧、褐塘鱧、黑體塘鱧、小眼雙邊

魚、四帶牙鯻、頸斑項鰏、日本瓢鰭鰕虎、金黃叉舌鰕虎、極樂吻鰕虎，本

計畫新紀錄物種共5種包含黃鲻、短棘鰏、叉舌鰕虎、緣邊鑽嘴魚和線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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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河口感潮帶物種眾多，會隨調查次數累積而增加調查到之物種。河口感

潮帶不論是頭前溪主流或排水，與海洋連通性佳，漲潮時都可視為大海向陸

地的延伸，魚類都以河口廣鹽性或海洋魚類為主，因此種類繁多，若持續調

查記錄會發現更多不同之物種出現。雖然西部沙岸海域較不易記錄珍貴稀

有魚類，但河口也是許多海洋魚類蝦蟹幼苗或幼體的發育避難棲地，對於海

洋生態資源及海洋漁業有重要的貢獻與價值。 

感潮帶以上純淡水環境文獻有紀錄但本調查未記錄到之物種共2種包

含唇䱻、鯽；本計畫新紀錄物種共4種包含長鰭馬口鱲、臺灣石賓、臺灣鬚

鱲、圓吻鯝，大部分為北部大型溪流常見物種。感潮帶以上之純淡水環境，

除了頭前主流水量較大水質較清潔，記錄較多種原生淡水魚外，市區排水在

調查時觀察水質普遍不佳，因此優勢物種多為耐汙能力良好的外來入侵種

包含琵琶鼠(豹紋翼甲鯰)、吳郭魚、孔雀魚等。 

兩座人工濕地同樣承接來自市區排放之農業與民生廢水，肩負水質淨

化的責任，但從最上游處理單元至較下游處理單元魚類組成沒有太大差異，

都以入侵種吳郭魚和琵琶鼠為主，從魚類組成較難看出人工濕地汙水淨化

水質改善的成效。調查時甚至發現溪埔子人工濕地末端處理單元有大量琵

琶鼠因缺氧游至由水面呼吸水表空氣的情形。 

(2)淡水及河口蝦蟹調查成果 

(a)種類組成 

淡水及河口蝦蟹類感潮帶記錄4科5種9隻次，包含字紋弓蟹、欖綠青蟳、

鋸緣青蟳、刀額新對蝦和草對蝦，都是洄游或河口廣鹽性之物種；非感潮帶

紀錄淡水蝦蟹3科3種22隻次，包含入侵種克氏原蝲蛄、原生種大和沼蝦和假

鋸齒米蝦；靜態水域僅記錄1科1種2隻次為日本沼蝦，各樣點蝦蟹類調查成

果可參考表3.5.1-4。 

(b)優勢物種 

感潮帶流動水域數量均較無明顯優勢物種，但以字紋弓蟹捕獲量最多，

非感潮帶流動水域蝦蟹類最優勢為千甲里生態水道的入侵種美國螯蝦(克氏

原蝲蛄)和原生種假鋸齒米蝦，靜態水域之人工濕地以日本沼蝦較為優勢。 

(c)綜合文獻紀錄討論 

文獻有紀錄但本調查未記錄到之物種共3種包含粗糙沼蝦、南海沼蝦、

臺灣沼蝦；本計畫新紀錄物種共2種包含刀額新對蝦、草對蝦。由於淡水及

河口蝦蟹類多屬底棲，以電器採捕是較能記錄較多物種之調查方法，又淡水

蝦及河口蟹類主要棲地為頭前溪主流底質良好且水質較佳環境，本計畫於

計畫範圍外之頭前溪主流僅進行一次2樣站之補充調查，相較於文獻多樣站

多季次調查，尚能記錄兩種文獻未紀錄之對蝦，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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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4 頭前溪左岸淡水及河口蝦蟹調查成果 

 註 1: *標記為外來種；V 表示目視紀錄； 
 註 2: 文獻紀錄來源為 2016 之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規劃(2/2) 

3.5.2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 
(1)灘地蟹類專題調查成果 

(a)物種組成 

本調查共發現6科28種之蟹類，若包含文獻(清華大學，2006; 禹安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6)所見而本次調查未發現之種類，為6科30種。蟹類

調查結果詳附表七，各樣站的棲地特性及蟹類物種組成分述如下： 

樣區1：根據灘地底質類型的不同，可分為4大類：礫灘地、沙灘地、泥

灘地(含其上之草叢)與溪溝水域，本樣區主要棲地為泥灘地。樣區1共發現

有20種蟹類，泥灘地有11種螃蟹，分別為沙蟹科6種：中型股窗蟹(Scopimer
a intermedia)乳白南方招潮蟹(Austruca lacteal)、北方丑招潮蟹(Gelasimus b
orealis)、弧邊管招潮蟹(Tubuca arcuata)、淡水泥蟹(Ilyoplax tansuiensis)、

中文名 

流動水域 靜態水域 

文獻

紀錄 

感潮帶 非感潮帶 
溪埔子人工

濕地 

柯子湖人

工濕地 

千甲

里生

態池 

何姓

溪排

水 

機場

外圍

排水

上游 

機場

外圍

排水

下游 

頭前溪

主流 

柯子

湖排

水 

溪埔

子排

水 

千甲

里生

態水

道 

頭前

溪主

流 

1 池 3 池 2 池 4 池 

克氏原蝲蛄* 
      

14 
      

 

字紋弓蟹 
 

3 
           

 

日本絨螯蟹        V       

南海沼蝦               

日本沼蝦 
          

1 1 
 

 

大和沼蝦 
       

2 
     

 

粗糙沼蝦               

假鋸齒米蝦 
      

6 
      

 

鋸齒新米蝦               

欖綠青蟳   1            

鋸緣青蟳 1              

刀額新對蝦 2 
            

 

草對蝦 1 
 

1 
          

 

總計 4 3 2 0 0 0 20 2 0 0 1 1 0  
科數 2 1 2 0 0 0 2 1 0 0 1 1 0 3 

物種數 3 1 2 0 0 0 2 1 0 0 1 1 0 8 
多樣性指數 (H') 1.04 0.00 0.69 0.00 0.00 0.00 0.3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均勻度指數 (J') 0.75 -  1.00 -  -  -  0.1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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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歲大眼蟹(Macrophthalmus banzai)；方蟹科1種：秀麗長方蟹(Metaplax el
egans)、相手蟹科1種：雙齒近相手蟹(Parasesarma bidens)；弓蟹科3種：台

灣厚蟹(Helice formosensis)、德氏仿厚蟹(Helicana doerjesi)與似方假厚蟹(P
seudohelice subquadrata)。 

沙灘地棲息之蟹類有4種，分別為沙蟹科3種：中華沙蟹(Ocypode sinen
sis)、斯氏沙蟹(O. stimpsoni)、長趾股窗蟹(Scopimera longidactyla)；和尚蟹

科1種：短指和尚蟹(Mictyris brevidactylus)。 

礫石灘地有4種蟹類棲息，分別為方蟹科2種：平背蜞(Gaetice depressu
s)、方形大額蟹(Metopograpsus thukuhar)；相手蟹科1種：斑點擬相手蟹(Pa
rasesarma pictum)；弓蟹科1種：絨毛近方蟹(Hemigrapsus penicillatus)。 

溪溝本處指的是即便退潮，仍有少量水從灘地流過匯於主流，溪溝環境

有弓蟹科1種：為字紋弓蟹(Varuna litterata)，樣區1蟹類分布大致位置請參

考圖3.5.2-1。 

 

圖 3.5.2-1 頭前溪下游左岸樣區 1 棲地類型與優勢蟹類分布 

樣區2：樣區2為較上游的河灘地，如同樣區1，主要的灘地底質類型為

泥灘地，如同樣區1，少量的礫石灘地與沙灘地鑲嵌其中，河灘地的邊緣有

2條溪溝的水域環境。另有1種人工的底質類型，為水泥堤防之縫隙。 

樣區2共發現21種蟹類，泥灘地發現有15種蟹類，分別為沙蟹科8種，長

趾股窗蟹、乳白南方招潮、北方丑招潮蟹、弧邊管招潮蟹、粗腿擬瘦招潮(P
araleptuca crassipes)、麗彩擬瘦招潮(P. splendida)、角眼切腹蟹(Tmethypoc
oelis ceratophora)與萬歲大眼蟹；方蟹科1種，為秀麗長方蟹；相手蟹2種，



 120 

為無齒螳臂蟹(Chiromantes dehaani)、雙齒近相手蟹；弓蟹科4種，為隆背張

口蟹(Chasmagnathus convexus)、台灣厚蟹、德氏仿厚蟹與似方假厚蟹。 

沙灘地有1種，為短指和尚蟹。礫石灘地有3種，有相手蟹科1種：斑點

擬相手蟹、弓蟹科2種：德氏仿厚蟹、絨毛近方蟹。 

在感潮溪溝水域發現2種蟹類，均屬梭子蟹科物種，分別為欖綠青蟳(S
cylla olivacea)與鋸緣青蟳(S. serrata)。除了自然棲地上述外，在樣區下游河

溝的水泥堤防縫隙中，發現方形大額蟹。樣區2蟹類分布大致位置請參考圖

3.5.2-2。 

除了兩樣區外，其他地區蟹類：另在中山高下游(24.8127533,121.01044
33)、經國大橋下游(24.8081444,121.0171444)的柔性固床工見日本絨螯蟹(Er
iocheir japonicus)。 

 

圖 3.5.2-2 頭前溪下游左岸樣區 2 棲地類型與優勢蟹類分布 

 (b)綜合文獻討論分析 

(i)物種組成 

頭前溪河口左岸環境，以泥灘地為主要環境，亦以泥灘地為主的螃蟹

為優勢，主要僅棲息於泥灘地的種類共15種，佔所有種類的一半(泥灘地

種類可參考附錄十三)，代表物種有低潮位的萬歲大眼蟹與秀麗長方蟹，

中潮位的招潮蟹類，與高潮位的厚蟹類。其中，以萬歲大眼蟹與乳白南方

招潮族群最為優勢，各族群皆有大於1000隻的規模。 

與先前的文獻比較，頭前溪河川情勢調查等計畫(清華大學，2006; 禹
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6)在下游段發現的蟹類比較，本調查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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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到2種蟹類：角眼沙蟹(Ocypode ceratophthalmus)、雙扇股窗蟹(S. bitym
pana)，多了12種蟹類，分別為中華沙蟹、中型股窗蟹、粗腿擬瘦招潮、

麗彩擬瘦招潮、淡水泥蟹、角眼切腹蟹、無齒螳臂蟹、雙齒近相手蟹與斑

點擬相手蟹，可補充以及更新頭前溪河川下游段的蟹類資訊。本次調查新

增的種類大部分是偏好泥質灘地的種類，未調查到的2種螃蟹為偏好沙質

灘地，可能原因是(1)河川情勢調查在下游的調查範圍與本調查範圍有差

異，亦可能(2)該文獻至今數年，本區目前大部分灘地已轉變成泥灘地，

不再適合該2種蟹類棲息，進而族群量下降或消失。 

 

圖 3.5.2-3 頭前溪下游左岸潮位與各類灘地蟹類分布示意圖 

(ii)河口棲地與蟹類分布的關係 

潮間帶與河口蟹類族群的出現位置，會與灘地類型與潮位有明顯的

對應關係，本調查與文獻中所發現的蟹類分類與詳述如下(參圖3.5.2-3)： 

在本計畫範圍內泥灘地可發現16種螃蟹，其中長趾股窗蟹在沙灘地

與泥灘地皆有分布，16種中以乳白南方招潮、萬歲大眼蟹的族群量最大亦

分布較廣。依棲地潮位來劃分不同蟹類棲息位置，高潮線附近範圍(高潮

位)，因棲地底質被潮水淹過時間最短，相較於潮位較低的地方較為乾硬。

此處觀察有厚蟹類群聚，包括隆背張口蟹、台灣厚蟹、似方假厚蟹、德氏

仿厚蟹群聚與粗腿擬瘦招潮與麗彩擬瘦招潮。在潮水漲幅的中段(中潮位)：
出現乳白南方招潮、弧邊招潮蟹、角眼拜佛蟹、雙齒近相手蟹、中型股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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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與長趾股窗蟹。低潮線附近環境(低潮位)，受水淹沒時間較長，底質軟

爛。可發現萬歲大眼蟹、淡水泥蟹、秀麗長方蟹與北方丑招潮。 

沙灘地在本計畫範圍內沙灘地共發現6種螃蟹，根據潮位高低，潮位

最高的種類為中華沙蟹，棲息於高潮線以上，角眼沙蟹與斯氏沙蟹棲息於

高潮線附近範圍，股窗蟹類與短指和尚蟹棲息於中潮位。 

礫石灘地共發現5種蟹類，似方假厚蟹為泥灘地挖洞之種類外，被發

現於泥灘地與礫灘地的過渡交界，較不為典型的礫石灘地螃蟹。另外4種
蟹類中，以斑點擬相手蟹與絨毛近方蟹兩蟹類較為優，以潮位高度來區

分，棲息環境皆以中潮位為主。 

即便在退潮，仍為水域的地方，本調查亦發現3種螃蟹，分別為梭子

蟹科的欖綠青蟳與鋸緣青蟳，弓蟹科的字紋弓蟹。 

 (iii)關注物種 

台灣旱招潮是海洋性蟹類中為數較少的台灣特有種，亦是招潮蟹類

當中唯一的台灣特有種。近年因非法魚塭的開發、人工種植的紅樹林生長

過剩等直接與間接因素，棲地品質下降，各地族群量皆有衰退(Shih et a
l.,2015)，因此本蟹種與其棲息灘地在台灣各處皆屬珍貴，須要關注。台

灣旱招潮棲息於未有紅樹林的高潮線以上開闊泥灘地 (Shih et al., 201
5)。就調查範圍內，高潮線範圍附近環境屬沒有植被的開闊泥質灘地有限。

此外，本調查範圍的高潮線附近所發現的招潮蟹類為麗彩瘦招潮與粗腿

擬瘦招潮，該兩種蟹類棲息之底質粒徑在細沙到及粗沙範圍，與台灣旱招

潮所需的粉泥範圍有差別(歐姿慧，2014)，依前述之此地高潮線範圍有限

與高潮線棲地底質粒徑範圍不同之故，本計畫推測可發現機會不高，然

而，靠近本範圍的香山有台灣旱招潮(內政部，2018)，浮游幼蟲有機會藉

潮水帶入本地區。也因沙、泥質此類軟底質環境之變動相較礁體、礫石硬

底質環境的容易，仍有出現的可能，若有工程進入高潮線範圍的灘地，仍

須於施工範圍周界環境進行調查確認。 

粗腿擬瘦招潮與麗彩擬瘦招潮。此2種招潮蟹雖非台灣特有，但在台

灣本島屬於發現機會與數量相對較少的招潮蟹種類，此外，因本兩種招潮

蟹體色鮮艷(圖3.5.2-4)，具有較高的觀賞價值。臺灣蟹類誌II(Shih,et al., 
2015)提到粗腿擬瘦招潮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地區分布，台灣分布於台南

鹽水溪、高雄援中港、屏東萬里桐、台東都蘭灣、澎湖、東沙。在其他文

獻中，台灣北部地區在新竹新豐濕地(內政部，2016)，有發現紀錄。相較

於蟹類誌大部分發現位置在台灣南部、東部與外島，本調查記錄為台灣北

部地區較少發現的位置紀錄。 

麗彩擬瘦招潮分布於東亞地區，包含琉球、台灣、香港。在台灣地區

分布於宜蘭蘭陽溪、新北挖子尾、台南鹽水溪、高雄援中港、澎湖、東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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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早期的文獻，將其與粗腿擬瘦招潮看做同種，直到101年才將其分

出(Shih et al, 2012)，目前對其相關生態資訊仍所知有限。 

  
粗腿擬瘦招潮 麗彩擬瘦招潮 

圖 3.5.2-4 頭前溪下游左岸灘地蟹類關注物種 

(iv)關注棲地 

本次蟹類調查提出需特別注意環境為樣區2的感潮帶支流溪溝(24°50
'14.01"北；120°56'53.42"東，即機場外圍排水下游)，包含溪溝邊坡與溪溝

邊緣植被(圖3.5.2-5)。感潮帶支流溪溝的環境，有著可將河口的海洋生物

擴散至主流河域以外的生態意義，亦是主流河道發生臨時的環境變動時，

近海水域生物避難的緩衝空間。除感潮支流溪溝的生態意義外，本感潮溪

溝大部分環境仍屬自然底質，未有大量水泥工程介入，高潮線上環境與人

為環境仍有緩衝空間，因此有大量蟹類於此棲息，本次調查於此溪溝發現

少量的粗腿擬瘦招潮與麗彩擬瘦招潮。此2種招潮蟹雖非台灣特有，在台

灣的發現機會與數量相對較少的招潮蟹種類，本溪溝段因此實須被關注

與保留，建議再確認計畫範圍內其他感潮支流溪溝環境，以及該兩種蟹類

之族群分布狀況。 

 

圖 3.5.2-5 頭前溪下游左岸灘地蟹類關注棲地感潮支流溪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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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灘地蟹類環境教育價值盤點 

飲食文化中的蟹類：本計畫調查內與人類飲食文化較相關的日本絨

螯蟹(毛蟹)與鋸緣青蟳(青蟳、菜蟳)、欖綠青蟳(紅蟳)，皆屬長期普遍被食

用的種類，可作為環境教育解說內容之一。然日本絨螯蟹因飲食產業需

求，有較強商業採集狀況，加上棲地水質汙染、洄游廊道阻隔等因素使該

蟹種野外族群量受到影響而下降，可提及目前族群風險，引導瞭解保育需

求，提升環境教育受眾之保育意識。 

蟹類的地表活動行為及痕跡觀察：本地區發現多種招潮蟹類與淡水

泥蟹、角眼拜佛蟹、萬歲大眼蟹等。白天退潮時可見上述蟹種的揮螯、覓

食、挖洞與築煙囪行為，不同個體間互動的交配、驅逐、打架行為，或掠

食性厚蟹類、沙蟹類的捕食行為等，此外，各種蟹類所築之不同類型之隧

道、煙囪、洞穴、沙球等地表結構物，是環境教育容易觀察的有趣行為。 

招潮蟹的多樣性：蟹類的多變體色主要指招潮蟹類，本地區可發現乳

白南方招潮、湖邊管招潮、北方丑招潮蟹、粗腿擬瘦招潮與麗彩擬瘦招潮，

在不同種間有不同的體色變化，即便在同種不同個體間，有著顏色的差

異，如弧邊管招潮蟹，少數的其幼蟹個體成寶藍色，與黑紅為基色的成蟹

有很大的差別。在觀察到的招潮蟹當中，粗腿擬瘦招潮與麗彩擬瘦招潮，

在色澤、體型上是本地區所發現的招潮蟹種類較引人注目的種類。 

表 3.5.2-1 灘地蟹類環境教育價值盤點 

環境教育解說資源 蟹種 環境教育解說內容建議 

飲食文化中的蟹類 鋸緣青蟳(青蟳、菜蟳)、欖綠青蟳

(紅蟳) 

棲息環境、生活史、初步外型辨識、漁業或採集

資源狀況、目前受到的威脅 

蟹類的地表活動行

為及痕跡觀察 

蟹類群聚 棲地使用類型 

和尚蟹 群體地表行動覓食、旋轉式鑽沙躲避行為、隧道

等觀察 

招潮蟹類、股窗蟹類、角眼拜佛

蟹、淡水泥蟹、萬歲大眼蟹等 

覓食、揮螯、挖洞與築煙囪行為，不同個體間互

動的交配、驅逐、打架行為 

沙蟹類、台灣厚蟹 捕食其他蟹類或生物 

地表痕跡 股窗蟹-沙球;和尚蟹-隧道；大眼蟹-斜縫；招潮

蟹-煙囪；沙蟹-挖洞等。 

招潮蟹的多樣性 招潮蟹類 不同種類間的體色不同，不同個體間亦有體色不

同，成體與幼體間的體色也會有所差異 

(2)螢火蟲專題調查成果 

本計畫依計畫內容執行一次螢火蟲夜間穿越線調查，已於109年9月7至9日
執行完成，調查穿越線為八條，為盡量反映左岸螢火蟲物種及分布現況，實際

調查有多條穿越線長超過原定500m，樣線選取也已按照現場狀況盡可能拉設

至螢火蟲可能的主要棲地，雖為線狀調查，但實際目視若無阻擋可見螢火蟲範

圍約可達左右兩側各30m之寬度，因此穿越線調查成果代表性高。其餘因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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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植被阻隔難以抵達並拉設穿越線之區域，則另由既有螢火蟲調查成果，套疊

植物調查所繪製之棲地圖，找出螢火蟲分布之關鍵棲地，即可推估出穿越線未

拉設至區域之螢火蟲潛在分布棲地。 

 

圖 3.5.2-6 頭前溪下游左岸螢火蟲調查成果點位分布 

 (a)物種組成 

秋季調查僅記錄陸生螢火蟲台灣窗螢一種，包含成蟲53隻次和幼蟲2隻
次，水生之黃緣螢和其他陸生螢火蟲種類則沒有調查到。各調查穿越線紀錄

之螢火蟲相對位置可參考圖3.5.2-6，數量可參見表3.5.2-2，。 

表 3.5.2-2 螢火蟲調查各穿越線成蟲及幼蟲數量 

穿越線編號 1 2 3 4 5 6 7 8 

長度(m) 627 1004 501 507 502 626 751 630 

台灣

窗螢 

成蟲 2 3 14 3 0 6 22 3 

幼蟲 0 0 0 0 0 1 1 0 

 (b)棲地利用 

影響台灣窗螢分布較為重要的環境因子為幼蟲棲地的濕度、土壤含水

率、及食餌密度(吳婉君，2006)，由於台灣窗螢雌成蟲翅膀退化沒有飛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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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遷移能力較差，雄成蟲飛行活動範圍通常不會離幼蟲棲地太遠，而上述

幼蟲棲地環境因子通常主要是由棲地的不同植被而決定，因此將各穿越線

台灣窗螢成蟲及幼蟲發現點位，套棲地調繪成果，可以在不同棲地的分布數

量研判頭前溪左岸螢火蟲的關鍵棲地類型。各調查穿越線記錄螢火蟲點位

數量與套疊棲地圖成果詳列於表3.5.2-3。 

表 3.5.2-3 螢火蟲調查成果套疊棲地圖 

穿越線 
台灣窗螢 Biotope Level 台灣窗螢 
成蟲 幼蟲 V1 V2 V3 V4 成蟲 幼蟲 

1 2 0 
流動水域 辮狀河 辮狀河高灘草地 其他外來草種優勢的草地 1 0 
森林 其他森林 外來樹種入侵的森林  1 0 

2 3 0 都市綠地與開放空間 公園型綠地   3 0 

3 14 0 

流動水域 辮狀河 辮狀河砂洲 其他外來草種優勢的草地 5 0 
流動水域 辮狀河 辮狀河砂洲 辮狀河床象草地 4 0 
都市綠地與開放空間 公園型綠地   2 0 
森林 其他森林 外來樹種入侵的森林  1 0 
森林 河畔林 河畔先驅樹林  2 0 

4 3 0 森林 河畔林 河畔先驅樹林  2 0 

6 6 1 
流動水域 辮狀河 辮狀河高灘草地  2 0 
都市綠地與開放空間 公園型綠地   2 1 
森林 其他森林 外來樹種入侵的森林  2 0 

7 22 1 

流動水域 感潮帶 感潮帶高灘草地 感潮帶高灘星草地 10 1 
流動水域 感潮帶 感潮帶高灘草地 感潮帶高灘象草地 3 0 
森林 海岸林 海岸樹種造林地純林 黃槿海岸造林地 1 0 
森林 海岸林 黃槿混淆林  2 0 

8 3 0 農牧用地 廢耕田 耐旱植物優勢的廢耕田  3 0 

記錄數量最多者為感潮帶高灘星草地、辮狀河沙洲其他外來草種優勢

之草地、辮狀河高灘其他外來草種優勢的草地、外來樹種入侵的森林、河畔

先驅樹林、感潮帶高灘象草地、辮狀河床象草地。 

依照實際調查過程，發現螢火蟲活動之棲地確實以高灘草地為主，但象

草地發現位置通常是在象草叢邊緣其他草種之草地，也會利用生長較不茂

密之銀合歡林下方草地、及較稀疏河畔先驅樹林底層或其邊緣草地，因此在

不考慮光害、人為擾動食餌密度等其他因子狀況下，可先將計畫範圍內感潮

帶高灘星草地、辮狀河沙洲其他外來草種優勢之草地、辮狀河高灘星草地、

辮狀河高灘草地其他外來草種優勢的草地、外來樹種入侵的森林、河畔先驅

樹林列為台灣窗螢潛在棲地(參考圖3.4.1-6內vii、viii、ix等三種類型的棲地)，
彌補調查穿越線未到之處，作為棲地後續改善措施的參考基礎。 

(c)綜合文獻討論分析 

穿越線1~4位於經國大橋至省道台一線間，本區域右岸有來至竹北河岸

新設住宅的裝飾性建築投射燈光，左岸有68號快速道路高架橋交流道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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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害較為嚴重，因此普遍台灣窗螢密度較低，穿越線3沿線因有先驅樹

林遮擋周圍光線形成局部較暗區域，因此觀測到密度較高之台灣窗螢族群，

穿越線4記錄之點位都是在高鐵橋或公路橋下較暗區之小範圍棲地。穿越線

5兩側為遮蔽度較高之先驅樹林，棲地環境和台灣窗螢偏好利用之棲地不吻

合，沒有記錄任何個體。 

下游段舊社大橋至舊港大橋間較無嚴重光害，靠近河岸之草生地樣線

都記錄為數不少的台灣窗螢個體，密度以樣線7河畔高灘星草地最高；樣線

8因鄰近區域都為利用強度較高之農田，僅在中段一小片廢耕田和其鄰近區

域記錄3隻個體。 

綜整文獻計畫鄰近曾記錄之螢火蟲共五種包含水生物種黃緣螢、陸生

物種台灣窗螢、邊褐端黑螢、黑翅螢和橙螢，本計畫調查時間為除了黑翅螢

外其他四種成蟲發生時間，僅記錄台灣窗螢一種。而不在成蟲發生期的黑翅

螢，其棲地多為淺山或山區森林與邊緣破碎草生地的過度帶，計畫範圍內或

其鄰近區域並沒有類似棲地。考慮調查努力量及涵蓋範圍，幾乎可以確定計

畫區域只有陸生物種台灣窗螢一種。若後續相關計畫有螢火蟲棲地營造或

復育規劃，應以陸生種類台灣窗螢為主要目標物種。 

3.6 軟硬體設施生態友善改善措施盤點成果 

3.6.1 工作執行概況 
本計畫依據109年6月22日之前期現勘、以及7月份之生態調查期程間之現地觀

察狀況，擬定軟硬體設施之盤查目標如表3.2.4-1。並於7-9月間分次進行目標勘查

與表單整理，調查相關照片請見附錄九。 

UAV航拍影像處理產生的高解析度正射影像已完整公開於中研院「研究資料

寄存所」本計畫建立的專案(「2020-09-13 新竹市頭前溪無人載具航攝影像」資料

集，網址：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hcc_tcr_ecomap_2020-03)內，依據前瞻

水環境建設計畫資訊公開的精神，開放公眾下載利用，以促進公民參與頭前溪的

水環境治理。本項工作的成果圖片範圍巨大，於本報告書頁首處以拉頁展示，並已

於前述資料集提供高解析正射影像GeoTIFF檔和Google Earth圖磚壓縮檔的下載連

結。 

現勘記錄表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之辦理方法，並依據本計畫之水環境治理

目標與現地狀況進行調整。記錄表記載軟硬體設施之點位、空間概況、生態情報、

生態議題評析與對策提出等欄位，並提出現勘照片作為佐證參考。所有預判之軟

硬體設施勘查皆已完成，並整理現勘記錄表如附錄十四。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hcc_tcr_ecomap_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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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現勘記錄與綜合評析 
因新竹左岸流域廣大，各軟硬體設施狀況複雜，囿於篇幅，現勘記錄表詳細內

容請見附錄十四。綜合各類群生態調查成果，並需儘速辦理規劃之建議，請見第

3.7節內容。又依據本計畫公私協力水環境工作坊辦理內容，摘要如下： 

(1) 未來新竹左岸水環境工程規劃，應朝硬體減量方向進行，以保全並凸顯現地原

有之豐富水環境生態。 

(2) 應確實檢視盤點計畫範圍周邊之環境教育、關注團體量能，進行長期的棲地復

育與空間藍圖規劃。 

本項工作成果多數內容，納入本報告書第六章「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計畫」的「保育對策研擬」小節內進行綜合論述，詳見第6.5節內容。 

3.6.3 協助新竹左岸水環境工程計畫處理生態議題 
本計畫於執行期程內，多次協助第三、第四批次新竹左岸水環境工程案件處

置生態議題，簡要記錄列表如表3.6.3-1，並於後段詳細說明。 

表 3.6.3-1 本計畫協助新竹左岸水環境工程計畫處理生態議題紀錄 

日期 事由 生態議題與建議處理方式 

109.07.30 
新竹市環保局執行第三批

次水環境工程現地勘查 
提供柯子湖、溪埔子濕地原生植物豐富的

草地範圍，要求廠商劃定植被保留邊界。 

109.09.24 
北區水資源局召開備援水

井電線杆設立現地勘查 

評估預計設立位置為原生植物保存範圍

外圍，故不影響現地原生植物。然備援水

井接電後，長期而言可能影響頭前溪左岸

地水資源與河川生態，後續應持續追蹤。 

109.10.06 
第四批次「新竹左岸生態

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

畫」現地勘查與工作會議 

於頭前溪橋周邊、何姓溪排水與頭前溪匯

流口等空間，確認需保全棲地並溝通對於

新竹左岸的濱溪廊道串連概念，並於工作

會議中提供生態情報與環境復育對策。 

109.10.13 
第三批次工程現地勘查與

運動公園周邊臺灣大豆棲

地破壞狀況記錄 

現勘柯子湖與溪埔子人工濕地環境營造

工程的原生植物棲地，以調整新增植栽的

種植區域。此外亦紀錄臺灣大豆棲地因工

程施作遭破壞狀況，並標誌臺灣大豆植株

周邊環境避免再次遭破壞。 

109.11.13 
提出「新竹左岸生態環境

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建

議原生植物棲地保全範圍 

內容包含未來棲地維管建議、植物辨識照

片參考、以及依據本計畫判斷之原生植物



 129 

分布棲地單元圖，作為規劃設計廠商之作

業參考。 

(1) 參與新竹市水環境顧問團召開之第三批次工程現勘(109.07.30) 

於109年7月30日，協助新竹市環保局執行第三批次水環境工程之現地勘查

作業。該現勘作業，為新竹市水環境顧問團與新竹市環保局承辦人員召開，本

計畫團隊列席參與。本計畫依據7月份執行之植物調查結果，提供柯子湖、溪

埔子濕地共計四處原生植物豐富的草地範圍(圖3.6.3-1)，並告知新竹市環保局

相關業務負責人此區域範圍內植被有生態與景觀上的保全價值，應避免人為干

擾破壞。 

   
圖 3.6.3-1 柯子湖(左)與溪埔子濕地(右)植物保留範圍 

然部分區域，如柯子湖人工濕地B區，因緊鄰公園動線，既有工程需刨除

路面，故營造廠商現場回應無法完全保留，尚需由路面邊線清除5米寬之植被，

保留B區其餘其餘原生草地。現場由主辦業務人員確認營造廠商之建議方案，

並要求廠商劃定植被保留邊界。於109年9月13日之正射影像觀察，後續廠商有

依據上述方案施作(圖3.6.3-1)。 

(2) 參與北區水資源局召開之備援水井電線杆設立現地勘查(109.09.24) 

於109年9月24日，協助主辦單位執行柯子湖濕地近68號快速公路旁草地現

勘，以決定於本計畫提出柯子湖濕地之原生植被保存範圍周邊，設立備援水井

電線杆是否會對現地原生植物造成影響。現勘該區域，預計設立電線杆位置為

原生植物保存範圍外圍，植被現況以象草、銀合歡為主，故評估設立電線杆不

影響現地原生植物。然備援水井接電後，抽水機將常態運轉，可能影響頭前溪

左岸地下水、伏流水資源，並對河川基流量、濱溪生態造成長期影響，後續應

持續辦理追蹤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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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2 柯子湖備援水井電線杆現勘照片 

(3) 第四批次「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現地勘查與工作會議

(109.10.06) 

本計畫於進行期中報告時，已完成生態調查、產製UAV航拍正射影像等工

作，並彙整棲地品質盤點結果、未來水環境改善計畫建議等資料，於期中報告

送交時一併提供第四批次「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規劃設計

廠商使用。相關建議可見期中報告書第四章內容，或本報告第3.7節內。其後，

於109年10月6日上午辦理現地勘查，由本計畫團隊會同規劃設計廠商進行頭前

溪橋周邊、何姓溪排水與頭前溪匯流口等空間，確認需保全棲地並溝通對於新

竹左岸的濱溪廊道串連概念。 

當日下午，於新竹市環境保護局辦理工作會議，會中由規劃設計單位報告

初步的設計內容，並由本計畫提供生態情報與環境復育對策作為參照，並由新

竹市水環境顧問團代表進行講評與建議。本次工作會議之詳細內容，請見工作

會議投影片資料，以及109年10月12日竹市環廢字第1090027822之會議記錄(附
錄十五)。 

(4) 第三批次工程現地勘查與運動公園周邊臺灣大豆棲地破壞狀況記錄(109.10.13) 

本計畫應第三批次水環境工程監造廠商之邀請，於109年10月13日進行第

三批次柯子湖與溪埔子人工濕地環境營造工程的原生植物棲地現勘，以調整新

增植栽的種植區域，避免損害原生植物的棲地空間。 

另外，於本次現勘中，本計畫也發現因第三批次工程案件需沿自行車道埋

設線路，運動公園近68號快速公路側之臺灣大豆棲息地遭開挖，部分已結果莢

之臺灣大豆遭開挖土方覆蓋(圖3.6.3-3右側)。部分遭覆蓋之臺灣大豆的果莢已

成熟乾燥，本計畫工作人員將其挖出置於原有臺灣大豆攀附的草地上，待果莢

開裂後仍有機會於周邊地區萌發。本計畫亦通知第三批次監造廠商，並協同監

造廠商以藍色塑膠繩圍圈已知的臺灣大豆植株周邊，並要求廠商轉知營造方，

不得再往植被區域挖掘，又其後挖方回填時，應注意周邊植被狀況，並避開臺

灣大豆的棲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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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3 柯子湖與運動公園周邊現勘照片 

(5) 協助提出「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建議原生植物棲地保全範

圍(109.11.13) 

應主管機關要求，本計畫於109年11月13日提出建議「新竹左岸生態環境

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應保全之原生植物棲地範圍(台生字第109043號函)。相

關內容包括未來棲地維管建議、植物辨識照片參考、以及依據本報告第3.4節
內容，判斷之原生植物分布棲地單元圖(圖6.3-4)，提供給主管機關與「新竹左

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之規劃設計廠商參考(附錄十六)。本次作業

提出之附錄十六，即為本計畫提出之維管措施建議。摘錄如下： 

(a) 臺灣大豆、臺灣鐵莧兩物種在新竹左岸的記錄侷限，其建議棲地保全範

圍周邊： 

(i) 不應有工程擾動； 

(ii) 應避免刈草； 

(iii) 建議定期追蹤評估族群數量與物候狀況。 

(b) 其餘關注植物物種建議棲地保全範圍，需留意： 

(i) 避免不必要的工程擾動，並應於各未來工程中辦理生態檢核時特別注意

相關物種分布狀況； 

(ii) 若有工程擾動，應配合進行表土保存與移置； 

(iii) 刈草作業以離路面1公尺外不刈草、離路面1公尺內刈草頻率降低、且

保留1/2之植物高度為原則； 

(iv) 配合刈草作業清除銀合歡、平原菟蕬子、小花蔓澤蘭等強勢外來物種。 

此外，本計畫於上開文內也指出「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

之規劃設計平面圖內，臺灣大豆、關注動、植物之分布地點與原始調查資料有

誤差，並提出更新之臺灣大豆保全區域建議。此次提供之圖層資料已納入本計

畫生態情報地圖，請參第6.3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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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彙整生態調查成果回饋未來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106年訂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並於109年11月2日

工程技字第1090201171號函修正發佈「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其核心概念

為透過生態專業團隊盤點公共工程所處之區位、生態議題，並辦理資訊公開與民

眾參與工作。繼而在工程生命週期中協助主管機關、工程人員、關注團體、在地居

民溝通、掌握現地生態狀況。繼而運用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生態保育策略於

工程中，並與不同權益關係人溝通，以降低公共工程對於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

響。其辦理準則除可參考前述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定之注意事項外，亦應參考不同

工程之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妥善辦理相關程序與完備所需文件，各機關規範或

作業手冊，可參考表3.6.4-1彙整。以縣市政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改善計畫為

例，一般為參考公共工程委員會與經濟部水利署規範之表格文件格式為主。 

表 3.6.4-1 各工程主管機關生態檢核制度規範 

單位 規範或作業手冊 
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公共工程委員會 2020) 
農委會林務局 國有林治理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手冊(農委會林務局，2019)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生態檢核標準作業書(農委會水土保持局，2019) 
經濟部水利署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參考執行手冊(經濟部水利署，2016) 

交通部 
高速公路局生態檢核作業手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2019) 
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交通部公路總局，2019) 

本計畫依據生態調查成果，產出各類關注物種的分布點位如圖3.6.4-1(因資料

分布較集中，詳見第6.3節內生態情報地圖成果)，可供未來辦理生態檢核時進行空

間指認。另外本計畫已經透過棲地調繪盤點，產製全域覆蓋的環境分類單元資料。

未來於新竹左岸所辦理之公共工程若符合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條所指

認之標的，可以用本計畫彙整之生態調查與棲地盤點資料(第3.3至3.6節)作為生態

檢核工作之基礎資料。這些資料於未來生態檢核工作中，除可由主辦單位或規劃

設計廠商進行初步議題辨識以外，也應納入專業生態團隊於工程的核定、規劃設

計、施工與維管等不同生命週期中，以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之規定，並依據不同工

程之特性、辦理區位與時間，建議細部的生態友善對策。 

在棲地方面，本計畫依據關注、自然、一般、不利等四種棲地品質分類(詳本

報告第3.4.1節內容)，提供初步應對與管理原則。部分內容已於109年10月12日提供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工作會議之會後資料補充(附錄十五)。
對應原則與建議生態友善措施，如表3.6.4-2。本計畫之棲地調查資料與一般性原則，

可提供未來新竹左岸之相關工程、維管或其他環境治理規劃基礎空間判斷工具，

可由專業生態團隊進行生態檢核或其他生態議題盤點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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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4-1 計畫內關注物種分布概況套疊棲地分級 

表 3.6.4-2 棲地生態品質分級與應對管理原則 

棲地品質 一般性對應管理原則 
關注棲地 1. 宜由專業生態團隊定期監測以評估棲地品質變化，並了解指認關注課題(表

3.4.1-3)狀況。 
2. 工程或開發行為、以及因相關行為產生的機具或人為擾動應迴避此類棲地

(除維護兩塊人工濕地水體除污能力或其他必要措施以外)，並應由專業生

態團隊辦理生態檢核以確認迴避方案。 
3. 若指認之關注棲地為草生地環境，且鄰近自行車道或行人動線，應盡可能

降低刈草頻度，需刈草應參考第 3.6.3 節調整方案進行，以保全現地生態狀

況與關注物種。 
自然棲地 1. 宜由專業生態團隊定期監測以評估棲地品質變化。 

2. 工程宜迴避此類棲地，並應由專業生態團隊辦理生態檢核以擬定縮小、減

輕、補償等方案。 
3. 在部分外來物種密度較高區塊，可評估進行適當規劃以移除外來物種、強

化生物多樣性。但應由專業生態團隊進行範圍方案評估，避免大幅度改變

既有植被面貌，並以原生物種進行營造。外來物種移除方案，應參考本報

告第 3.7.5、3.7.6 節擬定。 
4. 若指認之自然棲地為草生地環境，且鄰近自行車道或行人動線，應盡可能

降低刈草頻度，需刈草應參考第 3.6.3 節調整方案進行，以避免自然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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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過度擾動而劣化。 
一般棲地 1. 此類棲地以人為利用的綠地區塊為主或農地為主，屬新竹左岸範圍內有較

多休閒或農業利用的空間，其自然度較低。未來工程或開發行為，應透過

專業生態團隊辦理生態檢核，以納入可行的棲地改善方案，相關方案可參

考本報告書第六章。 
2. 現除部分水環境改善計畫施工中的擾動環境確定將進行綠化外，在考量區

位、居民利用與環境教育議題後，可以透過適當手段進行棲地強化。以新

竹左岸「新生荒野、還地於河」願景，提出未來棲地改善方案為主，如本

報告書第六章。 
不利棲地 1. 此類棲地以交通、機具、建築、設備用地為主，主要議題為棲地切割與不

透水鋪面。應可改善/拆除鋪面，以強化此類棲地提供給不同生物利用的效

益。 
2. 然此類棲地管理通常涉及非新竹市之權責單位(北區水資源局、第二河川局

等)，改善難度較高，應會同相關權責單位，以新竹左岸「新生荒野、還地

於河」願景，提出長期改善不利棲地的工作方案，相關方案可參考本報告

書第六章。 

計畫內關注棲地又細分為9類，其認定原則、區位與面積統計等說明，詳見本

報告書第3.4.1節內容。為方便說明，本節將此9類棲地依據關注特性與關鍵物種略

分為六類，就其未來環境維管與辦理生態檢核做出相關建議辦理事項與注意事項，

分述如下： 

(1) 綠帶動物移動廊道之原生樹林(部分河畔林與海岸林)、原生植物多樣性高的森

林(黃槿混淆林、海岸先驅林) 

(a) 棲地特性與生態檢核辦理原則說明 

森林類型之關注棲地，應維持其作為野生動物移動廊道或原生植物棲

地之功能。雖計畫內之自動相機調查在溪埔子人工溼地以下游無白鼻心記

錄，然基地範圍內之原生樹林，於本計畫中皆被視為野生動物綠廊的重要區

塊。應維持樹林區塊完整，對於樹林區塊的工程擾動或開發應迴避。至於原

生植物多樣性高之森林，主要分布於康樂里機場外圍排水以下游至何姓溪

排水之間，除樹種組成以原生物種為主外，臺灣鐵莧等物種亦於林下分布。

此地因農業行為強度較高，除工程擾動與開發應迴避外，亦應優先推動友善

農業行為，並明確濱溪樹林的管理原則。 

(b) 關注物種：各類原生樹種、臺灣鐵莧、中型哺乳動物(如白鼻心、台灣野

兔)、八哥、利用林緣棲地鳥類(如臺灣畫眉、粉紅鸚嘴、棕背伯勞、紅尾伯

勞、臺灣竹雞等)、稀有少見蝙蝠(夜間於上空覓食的霜毛蝠、絨山蝠等) 

(c) 關注團體或優先溝通對象：新竹鳥會、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在地民

意代表、農耕社群、臺灣蝙蝠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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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濕地生物多樣性高的棲地(人工濕地)  

(a) 棲地特性與生態檢核辦理原則說明 

雖兩處人工濕地於本次水域調查中發現以外來魚類為主要組成，但因

兩處人工濕地之水深較淺，且部分區域有大面積水生植物分布，仍可提供水

生無脊椎生物躲避，挺水部分則記錄多樣蜻蜓停棲利用。因兩處人工濕地之

主要功能仍為區域排水除污為主，定期移除水生植物仍為必要措施，但仍應

避免與除污能力維持、強化或棲地豐富化等目的無關之工程或開發擾動。建

議逐步增加濕地的污水處理量、並利用倒木、多樣地形或流速變化，逐步強

化水質淨化能力與生物棲地多樣性。 

(b) 關注物種：水雉、蜻蛉目物種、利用池畔草地灌叢的粉紅鸚嘴和水域鷺

科、雁鴨科與秧雞科等游涉禽。 

(c) 關注團體或優先溝通對象：新竹鳥會、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清華大

學楊樹森教授、臺灣乾淨水行動聯盟、LASS。 

(3) 原生植物多樣性高之草地(辮狀河砂洲與高灘地上之甜根子草地、白茅草地；

感潮帶之鹽地鼠尾粟濕地) 

(a) 棲地特性與生態檢核辦理原則說明 

此類棲地多集中於計畫範圍近主流河道處，除河道辮狀變化外，擾動較

少。但在兩人工濕地、運動公園近河道處等較為鄰近自行車或人群動線的此

類棲地，則經常性受刈草或開發等人為干擾，原生物種棲地恐持續劣化。未

來應維持，工程擾動或開發應迴避，並參考第3.6.3節所述刈草對策，降低近

人群活動區的此類棲地擾動。 

(b) 關注物種：原生植物、臺灣野兔；利用草地的臺灣畫眉、粉紅鸚嘴和八

哥；利用主流與濱溪草地交界處的游涉禽；黑翅鳶、稀有少見蝙蝠等(於此類

棲地上空覓食) 

(c) 關注團體或優先溝通對象：新竹鳥會、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在地民

意代表、農耕社群、臺灣乾淨水行動聯盟。 

(4) 臺灣大豆棲地(部分辮狀河道上外來草種優勢的草地、部分公園綠地) 

(a) 棲地特性與生態檢核辦理原則說明 

此類棲地內與周邊屬經常有自然或人為擾動的環境，以本計畫觀察之

狀況可推論此地臺灣大豆族群數量於不同年間變化較大。建議每年針對臺

灣大豆關注棲地與進行監測，瞭解其數量變化。工程、開發行為應迴避大豆

關注棲地。於關注棲地周邊地區(中山高速公路至頭前溪橋間的草生環境)未
來若有相關工程或環境治理規劃，應由生態專業團隊或諮詢關注團體，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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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於工程預定範圍內調查臺灣大豆分布狀況，進行迴避或預先採種工作。可

參考第3.6.3節所述臺灣大豆保全範圍與刈草對策建議。 

(b) 關注物種：臺灣大豆 

(c) 關注團體或優先溝通對象：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新竹市政府。 

(5) 水域生物多樣性高棲地(感潮溝) 

(a) 棲地特性與生態檢核辦理原則說明 

此類棲地係指感潮範圍之東大排水、康樂里農地外排水溝、何姓溪排水

等大小排水溝渠底質較自然且結構物較少之渠段。這類感潮溝於調查中有

發現河口廣鹽性或海洋性魚類，或於周邊灘地發現麗彩擬瘦招潮與粗腿擬

瘦招潮等較少見的招潮蟹物種，具有重要的環境教育價值。未來工程應迴避

此類棲地，並透過區域排水治理或相關計畫，改善其中自然度較低之溝渠水

質與棲地狀況，增加原生魚種可利用空間。 

(b) 關注物種：麗彩擬瘦招潮、粗腿擬瘦招潮 

(c) 關注團體或優先溝通對象：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下水道科、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6) 螢火蟲利用及綠帶動物移動廊道之原生樹林(部分河畔林)、螢火蟲利用及原生

植物多樣性高之棲地(部分砂洲上的白茅草地)、螢火蟲潛在棲地(部分辮狀河上的

外來草地、廢耕田、銀合歡林) 

(a) 棲地特性與生態檢核辦理原則說明 

關注物種為臺灣窗螢之棲地與人為活動或干擾較強的區塊比鄰，棲地

管理對策以避免或降低除草強度為主，並應同時推動生態友善農業或訂定

除草劑的管理條例。屬於此類關注棲地的森林，若為銀合歡林且評估有移除

改善植被需求，宜避免利用大型機具進行移除。對策細節請見本報告書第3.
7.6節。 

(b) 關注物種：臺灣窗螢 

(c) 關注團體或優先溝通對象：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水源社區發展協會、

千甲社區發展協會、康樂里、風動竹塹文化協會。 

3.7 課題分析與對策建議 
本計畫生態調查工作具體回應第3.1節潛在課題分析的不同課題內容，本節內

將潛在課題的處理對策分述如下，至於具體的工作項目應如何推動，本計畫已建

議推動方案與執行方式等細節，詳見本報告書第6.5節的六項保育對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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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關注動物保育工作結合友善農業環境 
計畫範圍內C區和E區仍有較大面積水稻田，另外亦有零星筊白筍田，是計畫

範圍內另一類型的濕地環境。本計畫7月份進行陸域動物調查時正逢一期稻作收割

後，加上今年缺水，因此大部分水田均為乾旱狀態，動物紀錄較少，但檢視過往文

獻紀錄，頭前溪主流記錄的白腹秧雞、小環頸鴴、田鷸、鷹斑鷸和鷺鷥等數十種鳥

類均為水田環境常見鳥種，蛙類、蜻蜓等動物在水田環境的多樣性亦高。此外本計

畫調查並彙整文獻指認的關注物種中亦有不少是偏好或依賴水田類型棲地的種類，

如彩鷸、黑翅鳶和草花蛇等。因此計畫範圍內水田環境的維持有助於增加棲地和

生物多樣性。 

本計畫盤點水田棲地主要生態課題包括水資源不足造成棲地不易維持，以及

耕種使用的化學肥料和農藥對環境造成影響兩類。計畫範圍內水田多為農友長期

向河川局承租耕種，而灌溉用水由農田水利署管理，受訪農友表示因灌溉用水有

其供給量與時間限制，加上偶有民眾濫墾私自引水，以及降雨量減少等因素，部分

水田因此不易維持而提早收割或休耕。在耕種使用肥料或農藥對環境造成影響方

面，過往河川情勢調查報告有提及耕種使用的化學肥料直接排入溪中造成水質污

染(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06)，本計畫則是在7月至9月執行相關工作期間，

多次於一處大面積水田周邊記錄到鳥類屍體，判斷可能是農田大量噴洒劇毒性的

農藥，或是農友為防治農田鳥害而進行的毒鳥行為造成。此外調查期間偶會看到

農田區域周邊大面積草地因噴洒除草劑而枯黃的情形。 

化肥、農藥、除草劑和殺鼠劑的不當使用除了會造成棲地劣化外，也會直接造

成棲息於農地周邊的生物死亡(包括蜜蜂等重要的授粉昆蟲)，殘留的藥劑進入溝渠

和溪流水體後會影響兩棲類、水生昆蟲和魚蝦蟹貝，而累積在生物體內的農藥則

會因食物鏈關係而對高階消費者造成很大的影響。國內已發現蝙蝠排遺有殺蟲劑、

除草劑和殺菌劑等農藥殘留(張與蔡，2013)，也有高比例的多種猛禽體內驗出農藥

和殺鼠劑(孫元勳等，2015；Hong et al., 2019)。另外為防治鳥害而進行毒鳥除了直

接殺死多種鳥類外，也會使取食鳥類屍體的黑鳶中毒死亡。 

國內在屏東科技大學鳥類生態研究室等單位的努力下，農政單位於104年開始

逐步改變以往免費發放殺鼠劑的作法，取消滅鼠週活動，鼓勵以生物防治取代餌

劑滅鼠，另外也於106年開始禁用高濃度的加保扶等劇毒農藥。另外包含政府和民

間單位亦做了許多嘗試來幫助農友解決鳥害獸害、水資源和野草管理等課題，如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開發「稻種披覆鐵粉直播技術」減少被鳥類啄食的機會、育成節

水且早熟的水稻香米新品種；屏科大鳥類生態研究室在防檢局支持下測試以田區

設置老鷹棲架吸引猛禽來防治鼠害，並與水保局台中分局和霧峰農會合作推動棲

架設置和自然農法，於108年發表「黑翅鳶米」，另外農委會除自99年開始即與慈

心基金會合作推動友善環境耕作的綠色保育計畫外，近年亦啟動對地綠色環境給

付計畫和友善石虎生態服務給付試辦計畫等各類鼓勵友善耕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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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左岸水田環境有豐富的生物和彩鷸與草花蛇等關注物種棲息，但面臨

水資源不足、化肥和農藥造成棲地劣化等課題，新竹市府、河川局、農田水利署和

其他農政單位應合作討論如何有效管理高灘地農地和水資源，輔導承租耕種的農

友採取減藥及其他友善耕種方式，包括協助引入新的農法機具、推動各類綠色給

付和補助、輔導農友管理和產銷等，另外亦可邀請專家指導於適當區域設置猛禽

棲架、蝙蝠旅館和獨居蜂旅館等設施，吸引猛禽、蝙蝠和蜂類來進行田區的鼠類和

昆蟲的控制，以取代殺鼠劑和農藥。 

3.7.2 關注動物保育工作結合藍綠帶廊道串連 
本計畫彙整資料顯示頭前溪上游濱溪帶和周邊淺山有豐富的中型哺乳動物族

群，但計畫範圍缺乏相關調查資料，因此規劃進行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調查結果

顯示計畫範圍靠上游側的綠帶仍有相對穩定的中型哺乳類白鼻心活動，但下游E區
則無紀錄。此外訪談農友亦確認過往調查有記錄的台灣野兔近年也仍有發現，但

數量和分布範圍似有減少的情形。本計畫調查結果顯示頭前溪左岸高灘地仍有提

供中型哺乳動物棲地和移動廊道的功能，未來有機會藉由棲地和藍綠帶串連網絡

的改善來增加計畫範圍內哺乳動物的多樣性和豐富度。 

本計畫進行棲地圖調繪工作，確認計畫範圍內各類型棲地分布和品質(表3.4.1-
1、圖3.4.1-1)，其中沿河岸分布或零星散布在濕地和農墾地間的森林棲地是中型哺

乳類主要偏好的棲地類型，可供其覓食、繁殖、躲藏庇護和作為移動的廊道。計畫

範圍內的森林棲地包含先驅林、栽植木混淆林等類型，其中以外來種銀合歡優勢

的銀合歡林所佔面積比例最高。本計畫依棲地生態品質評估原則將森林棲地中可

連結作為動物移動廊道之原生樹林(部分河畔林與海岸林)和銀合歡林分別指認為

關注棲地和自然棲地(圖3.4.1-6和圖3.4.1-7)。根據指認的關注棲地和自然棲地串連

形成的綠帶廊道樣貌，配合現地勘查、調查與文獻彙整結果和正射影像辨識，本計

畫初步釐清計畫範圍中型哺乳動物廊道連結課題與可能的節點，分別說明如下。 

(1) 廊道連結課題 

大尺度來看計畫範圍全區均有森林類型棲地，但其中綠帶廊道部分為外

來種銀合歡林，雖仍可提供動物躲藏和移動，但植被單調林下覆蓋度低，並

不是適合野生動物利用的棲地。此外合併關注棲地與自然棲地檢視綠帶廊

道，部分廊道區域綠帶狹窄，主要受高灘地地形限制，如溪埔子濕地上下游

兩處。 

小尺度檢視綠帶潛在的劣化課題則包含了人工構造物的切割、犬貓對野

生動物的影響及其他包含噪音光害等人為活動干擾。計畫範圍內東西向綠帶

連結的切割主要為穿越左岸高灘地匯入頭前溪的幾條排水，切割程度依排水

寬度和兩岸人工化程度而不同，其中以大型且兩側為陡直混凝土護岸的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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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嚴重的切割課題(圖3.7.2-1)，大部分不具飛行能力的動物無法直接穿越

此類構造物，可能需沿邊緣移動到跨越排水的道路或橋梁才能穿越，但道路

橋梁人為干擾大動物可能不敢靠近，利用道路穿越也可能會有較高的路殺風

險。此外動物若掉落溝渠中也可能無法逃生而死亡，或是被溝渠導引到不適

其生存的棲地。其他類型人工構造物主要是各類不同功能和不同鋪面型式的

道路，但計畫範圍內道路多為靠堤岸側東西向佈設，因此對濱溪側的綠帶較

無顯著的切割影響，且計畫範圍內大部分道路寬度窄、車流量低、車速慢，

加上道路兩側亦無路緣石等構造物阻擋，因此大部分動物應仍可於夜間人車

較少時穿越道路移動。 

除人工構造物切割外，本計畫執行調查工作時於計畫範圍內多處發現流

浪犬貓活動，自動相機調查結果亦發現貓的出現頻率極高，且多次記錄到捕

食鼠類和鳥類。犬貓對野生動物有競爭、捕食、疾病傳染等負面影響，計畫

範圍內犬貓出現頻率若過高，可能會是中型哺乳動物廊道串連的主要威脅課

題。另外計畫範圍有多條重要道路緊鄰或跨越，夜間車流量大，道路和車輛

的燈光及噪音會對利用廊道棲息或移動的動物造成程度不等的影響，即使後

續廊道串連和品質藉由棲地營造等工作而獲得改善，部分較為敏感的物種仍

可能需要較長的適應期才會開始利用廊道。 

 
左上、右上和左下分別為大中小型的人工垂直護岸溝渠，右下為護岸較為自然的小型溝渠 

圖 3.7.2-1 計畫範圍內排水溝渠形式 

(2) 計畫範圍廊道連結節點與改善方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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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2-2為初步辨識的計畫範圍中型哺乳動物廊道節點位置與現況正射

影像圖(2020年9月13日航拍)，以下針對各節點課題和改善方向建議說明。 

節點1、2、3、4、6、7、8均有匯入頭前溪的排水切割廊道課題；節點2
可見到主要的道路切割情形；節點3和5是高灘地腹地最小的節點，因此可利

用綠帶較窄。 

 

圖 3.7.2-2 計畫範圍動物廊道串連節點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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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節點1 

主要課題為計畫範圍東側的人工渠道和蓄水池，護岸雖非完全人工化，

但由於水域面積較大，且南側多為裸露草地，仍可能造成動物移動障礙，建

議可將陡直或裸露的護岸緩坡化並植生。 

(b) 節點2 

主要課題為一東西向人工化排水溝渠，另外此區域亦為計畫範圍路網

密度較高的區域。建議垂直護岸的排水溝渠可改為礫石溝或草溝，或是設置

動物坡道及跨橋提供動物使用。道路部分由於此區域有頻繁的人為活動需

求，而濱溪側道路車輛少且利用時段有限，應不致有嚴重切割影響。 

(c) 節點3 

主要課題為有限的綠帶受停車場和排水切割。由於此處為匯流口，高灘

地腹地小，加上道路與停車場的設置，剩餘高灘地扣除農墾地後幾無綠帶可

作為廊道。此外此處溝渠水域較寬且延伸較遠，東西向移動的動物可能必須

夜間利用匯流口裸露的混凝土構造物來穿越。建議此處道路和停車場邊緣

可規劃種植綠籬以降低車輛燈光噪音對有限的綠帶造成的干擾，高灘地部

分應盡量保持自然狀態或進行生態綠化，溝渠若有連續垂直護岸則應改善

為緩坡或增設動物坡道。 

(d) 節點4 

主要課題為排水切割。但此處排水匯入頭前溪部分仍保持自然狀態，切

割影響主要在穿越車道的部份。建議此區可加強植生綠化，增加綠帶廊道寬

度和面積。 

(e) 節點5 

主要課題為高灘地腹地小因此綠帶亦相對較窄，合併節點6和節點7的
影響，可能是造成下游段無白鼻心族群的瓶頸。由於遊客和民眾主要利用靠

台68側的車道，建議高灘地的部份可加強生態綠化，提高森林棲地品質，並

針對銀合歡林進行移除和改善。 

(f) 節點6 

主要課題亦為溝渠切割，合併節點5和節點7的影響，可能是造成下游段

無白鼻心族群的瓶頸。此處溝渠大部分為自然狀態，應無改善需求，溝渠兩

側植生應加強保護。 

(g) 節點7 

主要課題為人工化排水溝渠，合併節點5和節點6的影響，可能是造成下

游段無白鼻心族群的瓶頸。此段排水溝渠為垂直混凝土護岸，動物僅能利用

溝渠上幾座跨橋穿越。建議可考量將匯流口處溝渠改為較自然的礫石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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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溝，上游可增設動物坡道，另外可將人為利用較少的跨橋改善為多功能動

物通道。 

(h) 節點8 

主要課題為排水溝渠切割。此處為較大型排水溝渠，部分為陡直混凝土

護岸，但溝渠內部分區域有喬灌木生長。建議未來應避免直接進行清淤工作，

另外可規劃設置動物坡道提供動物利用。 

3.7.3 依環境教育和友善農業需求進行動物棲地營造或改善 
綜合本計畫調查結果，以及友善農業課題建議，整理計畫範圍內可考慮進行

的動物棲地營造或改善工作概述如下。 

(1) 猛禽棲架設置 

計畫範圍有多種猛禽紀錄，其中黑翅鳶和紅隼偏好在草地、農墾地和疏林

環境捕食鼠類和其他小型動物，鳳頭蒼鷹則會在樹林和林緣捕食鳥類、鼠類和

其他小型動物，這類猛禽的出現有農地鼠害和鳥害的功能，因此建議可於計畫

範圍內選擇開闊草生地或農墾地設置數座猛禽棲架(圖3.1.1-1)，並搭配自動相

機進行監測。另外亦可邀請屏東科技大學鳥類研究室專家進行講座分享和棲架

設置現地教學，推廣友善農業。 

(2) 蝙蝠旅館設置 

 

左為計畫範圍橋梁下方可設置蝙蝠旅館的 I 型梁結構，右為國外類似案例設計圖 

圖 3.7.3-1 蝙蝠旅館適合橋梁型式與國外橋梁蝙蝠棲所改善案例 

食蟲性蝙蝠可控制農業和衛生蚊蟲的孳生，減少相關病害並維持生態平衡，

因此內外均有推動以於農地架設蝙蝠屋或大型蝙蝠旅館，或利用周邊橋梁等結

構物提供蝙蝠棲所來吸引蝙蝠族群控制農業害蟲的行動(圖3.1.1-1)。計畫範圍

蝙蝠相豐富，且有關注物種霜毛蝠，生態友善農業亦為本計畫建議關注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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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因此建議可利用計畫區道路橋梁結構設置大型蝙蝠旅館來營造蝙蝠棲所，

可優先推動利用橋梁I型梁結構設置蝙蝠旅館(圖3.7.3-1)，並規劃執行監測工作

瞭解成效。 

 (3) 昆蟲棲地營造 

計畫範圍缺少蝶類寄主和蜜源植物，因此蝴蝶種類紀錄不多，蝶類亦集中

在少數有栽植蜜源植物的區域。因此建議後續相關植栽綠化工作應優先選擇使

用原生適生的蝴蝶寄主和蜜源植物。 

計畫範圍兩處人工濕地有較豐富的蜻蜓相，但由於兩處人工濕地均為相似

的深水埤塘，棲地多樣性不足，缺乏淺灘、緩坡、倒木、挺水植物草澤、緩流

溝渠等類型的棲地，未來可考慮增加人工濕地的棲地多樣性。 

獨居蜂種類繁多，可扮演捕食農業害蟲和協助授粉等角色，亦可作為環境

教育材料。因此未來亦可選擇適當地點規劃獨居蜂旅館。 

(4) 其他劣化需關注議題 

計畫範圍有陸域外來種動物，建議應優先關注的物種為斑腿樹蛙和野鴿，

斑腿樹蛙在計畫範圍常利用水田和農墾地內的蓄水容器產卵繁殖，應與專業團

隊合作規劃並持續進行移除工作。野鴿則是常利用橋梁等人工建物，對都會區

環境適應良好，若快速繁殖形成大族群可能會造成環境衛生問題，建議亦應尋

求專業團隊協助，評估是否需要移除或利用設置鳥刺等設施來驅離。 

3.7.4 台灣大豆復育 
台灣大豆為計畫範圍內發現之稀有植物，偏好河川高灘地及河階環境之物種，

為一年生纏繞型的草質藤本。因一年生特性，冬季凋萎後不易被發現，且偏好河道

易變動之辮狀河，生長棲地可能受到周年性河水擾動。 

台灣大豆最早於1845年由Sieb.與Zucc.兩位學者所報導，記錄其名稱為Glycine 
soja，然而1932年Hosokawa認為G. soja有誤，並發表為台灣特有種G. formosana，
民國81年Tateishi與Ohashi進一步確認台灣大豆應為大豆(G. max)在台灣的特有亞

種(G. max subsp. formosana)，台灣植物誌第二版(Flora of Taiwan 2nd)中亦接受該觀

點而確認台灣大豆之分類地位。其在台灣具有多筆分布記錄，但多為早年採集，近

年採集記錄集中於新竹頭前溪、新北三峽-樹林一帶、南投萬大電廠一帶，譬如台

北樹林區河濱公園(Pi-Fong Lu, 2012-Oct-01)、三峽(S.F.Huang, 1990-Sep-30)、桃園

台地的新屋(Shimada, 1928-Jul-07)、竹苗平原的頭前溪(竹港大橋、中正大橋、竹東

大橋)(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06)、橫山(M.T.Kao, 1956-Apr-08)、竹東

(M.T.Kao, 1985-Sep-13)、桃園山區的大溪(Y.Simada, 1924-Sep)、慈湖(Pi-Fong Lu, 
2011-Sep-10)、溪洲山(Chuan-Chieh Chen, 2002-Sep-09)、南投埔里(Shih-Wen Chung, 
2011-Oct-17)、萬大電廠B棄渣場(Tseng-Chieng Huang, 2003-Oc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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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4-1 台灣大豆基本資料 

台灣大豆 
學名：Glycine max (L.) Merr. subsp. formosana (Hosokawa) Tateishi & Ohashi 
形態：草本。三出複葉，具小托葉，

頂小葉線形至披針形，長 2-8 cm，先

端鈍形，兩面疏被毛。總狀花序。花

萼鐘形，上方二片合生，下方三片中

裂。花白色或紫色。花瓣蝶形。單體

雄蕊。莢果在種間收縮，線形，長 1-2 
cm。 

 
模式標本圖片來源：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 

本計畫範圍內發現2處台灣大豆點位(圖3.4.3-1)，分布面積與數量不多，建議

可進行採種、育苗，小苗於原棲地周邊栽植，以擴大族群數量。計畫調查期間於7
月底觀察到有少量開花，9月初有大量未成熟果莢，台灣大豆周年物候如圖3.7.4-1，
可做為採種季節參考。 

 
圖片來源：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2011。 

萬大與台中發電廠生態環境保育及展示之整合規劃研究(執行單位：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圖 3.7.4-1 台灣大豆物候 

台灣大豆繁殖與復育方式參考萬大與台中發電廠生態環境保育及展示之整合

規劃研究(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2011)，建議採用穴盤育苗之方式，待苗株健壯

後再移植於原棲地周邊定植與養護。 

表 3.7.4-2 台灣大豆栽植建議 

項目 說明 
種子

預措 
野採之台灣大豆發芽勢低，會在播種後一個月內陸續發芽，發芽不整

齊為原生植物為了適應環境所演化出的特徵，但是不利於育苗繁殖。

此現象是因為台灣大豆種皮過於堅硬，限制水分的吸收所造成，可以

將種子放在砂紙中搓揉，使種皮產生傷痕。再將處理過後的種子裝入

網袋中，再將網袋放入流動水中淨泡，直到種子充分吸水膨大至原先

的 1.5 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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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播種 以泥炭土：珍珠石為 2：1 的介質均勻填充 128 格的穴盤，每個穴格再

放入一粒預措過的種子，並覆蓋約 1cm 的介質。播種後小心的澆水避

免將種子沖掉。在種子發芽前必須保持介質濕潤，以提高種子的發

芽。 
育苗 播種後約 2 周內種子會陸續的發芽，播種後約 1 個月內植株第 1 片葉

展開時，可以施用稀釋 2000 倍的尿素進行追肥，爾後每周依此施肥一

次。直到小苗長到 3 片葉時進行定植。 
整地

與定

植 

當小苗長至 3 片葉時，根系會產生良好的根團，此時可以進行移植。

將預定種植區域的雜草除淨，翻鬆並加入適當的基肥後做畦。當地整

理好後，可以將帶有完整根團的小苗定植於畦上，定植完後充分澆

水。爾後每兩周施用稀釋 1000 倍的尿素，直到植株生長茂密。 
理蔓 台灣大豆為一年生蔓性植物，除了仿照原生的生長情形外，可以嘗試

搭立棚架，將有利於植物的生長且便於民眾觀察。以下有平面式、水

平棚架式、隧道棚式與單網錏管直立架式共四種理蔓方法提供參考 

 
         平面式                    水平硼架式 

 
        隧道棚式                單網錏管直立架式 

整理自：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2011。萬大與台中發電廠生態環境保育及展示之整合規劃研究。執行單位：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3.7.5 外來物種現況探討與移除對策 
(1) 陸域外來動物物種 

彙整文獻和本計畫調查結果，計畫範圍陸域外來種動物哺乳類有犬貓2種，

鳥類外來種超過10種，兩棲爬蟲類則有美洲牛蛙、斑腿樹蛙和紅耳龜3種外來

種。從調查結果來看，犬貓在計畫全區都有出現，調查期間常可看到犬隻活動，

貓較隱密，但8處自動相機點位也有6處有紀錄；鳥類飛行能力強，各外來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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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也是全區可見，其中埃及聖䴉常於河道出現，野鴿偏好停棲在橋樑墩柱等人

工構造物；3種外來兩棲爬蟲類多出現於濕地等水域環境，其中斑腿樹蛙適應

力強，可於距水體較遠的植物上發現。 

外來種動物會對原生種產生捕食、競爭資源或傳染疾病等負面影響，此外

亦可能影響到人類安全和環境衛生。犬貓為中大型哺乳動物，日夜間均會活動，

在計畫範圍內除了會捕食中小型動物外，也會將犬瘟熱和犬小病毒等疾病傳染

給白鼻心等食肉目動物，成群活動的犬隻也會對在同一環境活動的人類造成威

脅，此外餵食犬貓和其排泄物會影響環境衛生。外來種鳥類中，野鴿主要是群

聚於橋梁等構造物繁殖和棲息，群聚區域常有大量的排遺造成環境衛生和景觀

觀感方面的議題；埃及聖䴉族群成長快速且食性廣泛，對濕地生物可能產生影

響；大陸畫眉除競爭資源外，也會與臺灣八哥雜交造成基因污染；家八哥和白

尾八哥等椋鳥科種類具高入侵性，對棲位相似的鳥類會有資源競爭影響，特別

是受到關注的八哥。其他記錄到的外來種鳥類在計畫範圍應尚無穩定族群，可

能影響較小。兩棲爬蟲類中，美洲牛蛙和斑腿樹蛙均可能捕食其他原生兩棲類

的成蛙或蝌蚪，也會競爭資源；紅耳龜雜食性，會捕食水域環境中的魚蝦蟹貝、

兩棲類和水生昆蟲等小動物，對原生的斑龜也有資源競爭和雜交等方面的影響。 

部分外來動物已經在全台各地建立族群，分佈普遍且族群量龐大，移除可

能性不高，僅能採設定目標進行控制等對策，包括埃及聖䴉和白尾八哥均屬於

此類外來種，計畫範圍內建議應優先關注的外來種動物為犬貓、野鴿和班腿樹

蛙。犬貓對計畫範圍內野生動物和人類均有各類負面影響，也會影響棲地和廊

道功能，建議可逐步規劃執行捕捉移除工作，另外亦要積極進行環境管理和教

育宣導，禁止於計畫範圍及周邊區域放養、餵食或TNR回放犬貓。野鴿不易進

行捕捉移除，國內近年針對野鴿議題有進行過捕捉、節育(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等試驗研究，另外針對防止野鴿群聚於人工構造物亦有設置鳥刺等作法可參考，

建議可尋求專業團隊協助評估捕捉、移除、驅離或節育等措施的可行性，另外

亦應禁止民眾餵食野鴿。斑腿樹蛙在計畫範圍常利用水田和農墾地內的蓄水容

器產卵繁殖，國內過去幾年楊懿如教授成立的兩棲類保育志工隊有持續於各地

進行移除工作，可尋求此類專業團隊協助，評估移除工作的進行方式。 

 (2) 優勢外來植物 

計畫範圍已調查與盤點優勢外來植物種類、分布、面積(表3.4.3-1、圖3.4.3-
3)，其中互花米草與銀合歡為強勢的入侵植物，互花米草在計畫範圍仍為小面

積分布的拓殖階段，而銀合歡為分布面積大的森林性樹種，為本計畫建議優先

清除的外來種植物。 

互花米草分布於竹港大橋一帶，分布面積小，可以人工連根拔除。銀合歡

散布於全區，全區分布面積約11公頃，建議優先以柯子湖至頭前溪橋一帶具有

較大面積分布區域進行移除。然而銀合歡林為動物移動與利用之環境，且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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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林內尚有不優勢的山黃麻、構樹、楝、山芙蓉等原生植物生長，因此，銀合

歡清除應以小規模分區清除，並以人力清除之方式進行，以避免大面積森林環

境劇烈變動造成之生物衝擊。銀合歡清除後之土地輔以原生樹木栽植作業，且

持續進行再萌發之銀合歡小苗刈除。 

銀合歡清除後原生樹木栽植工作，需挑選在地的適生植栽，本計畫以範圍

內植物種類調查結果(如表3.4.2-2)，挑選銀合歡清除後營造原生河畔森林之適

生適生植栽，包含破布子、臺灣鐵莧、茄苳、錫蘭饅頭果、血桐、山芙蓉、楝、

構樹、榕、稜果榕、雀榕、小葉桑、朴樹、山黃麻、水麻、黃荊等。上述植物

有多種目前市場未有大量繁殖或未有苗木繁殖之種類，可進行適生植物繁殖作

業，提供苗木做為河畔林營造使用。水利署108年因應國土生態綠網工作之推

動，與林務局簽署合作協議(MOU)，攜手改善水、陸域生態環境，在銀合歡清

除與河畔林營造之考量下，可與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合作進行河畔林適生

植栽育苗作業，以取得接近原生林相之適生植栽。 

(4) 外來入侵淡水魚 

計畫範圍內水域環境不論是靜態水域之人工濕地或流動水域之區域排水

水地中都以外來入侵種為主要組成，其中以雜交吳郭魚和豹紋翼甲鯰數量最為

優勢分布最廣，豹紋翼甲鯰汙染耐受能力強，體型龐大且缺乏天敵，並會捕食

其他魚類的卵，在棲地中建立族群後會壓縮原生魚類生存空間。雜交吳郭魚同

樣汙染耐受力強、繁殖力強且具有護幼行為，同時會取食水中藻類、其他小型

魚類即其魚卵幼苗，和各種無脊椎動和浮游動物，能透過營養級聯作用大幅降

低棲地中之其他類群之生物多樣性。在流水環境中一旦建立族群級即難根除，

也會壓縮其他原生魚類生存空間；在靜水域中若個體密度上升，其於無脊椎動

物包含蜻蜓豆娘水蠆、水生甲蟲、水生半翅目、水生雙翅目都易被捕食殆盡。

若要恢復水域棲地之生物多樣性，兩入侵物種需要移除或使其密度降低至一定

程度。 

考量流水域棲地之連通性，區段移除並避免再次進入幾乎完全無法達成，

相較之下完全移除後只需控管流入和流出通道的靜水域棲地其移除之難易度

低了不少，應優先考量以靜水域棲地為移除目標，計畫範圍內各棲地之入侵淡

水魚物種、移除難易度和建議之移除對策詳列於表3.7.5-1。 

表 3.7.5-1 計畫範圍水域棲地外來入侵種移除建議 

  棲地名稱 外來入侵種 移除難易度 建議移除對策 

靜

態

水

域 

水源里生態池 
線鱧、雜交吳郭魚、孔

雀花鱂 
較低 

1.放乾池塘只少一個月始其全乾，殺死魚苗

魚卵，若無法放乾可使用魚藤精毒殺所有水

體中魚類蝦蟹(爭議較大不建議) 

2.入水口可設置細網目之攔魚網避免成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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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里生態渠道 孔雀花鱂、克氏原蝲蛄 較低 

幼苗再進入，出水口同樣可設置攔魚網，或

設置高落差疊水，避免成體幼苗溯游而上，

並皆需要充足維管人力定期清理網上資阻塞

物或垃圾。 

3.克氏原蝲蛄可透過陸地擴散，移除後仍應

定期以蝦籠誘捕降低密度。 

溪埔子人工濕地 
雜交吳郭魚、豹紋翼甲

鯰 
困難 1.可定期分不同處理單元放乾至極低水位捕

撈，配合公私協力民眾參與移除工作，降低

入侵種密度並達環境教育宣導之成效 

2.除汙型濕地較難以細網目魚網攔截(易攔

截垃圾堵塞水流) 
柯子湖人工濕地 

雜交吳郭魚、豹紋翼甲

鯰 
困難 

流

動

水

域 

柯子湖排水 
雜交吳郭魚、豹紋翼甲

鯰 
無法 

改善水質與棲地狀況增加原生魚種競爭與棲

息空間 

機場外圍排水 雜交吳郭魚、孔雀花鱂 無法 

東門大排水 雜交吳郭魚、線鱧 無法 

何姓溪排水 
感潮帶入侵淡水魚無法

存活 
不需要 

3.7.6 關注物種螢火蟲棲地改善 
目前透過計畫專題調查確認計畫範圍內之螢火蟲以陸生物物種台灣窗螢為主，

因此本段落首先介紹該物種之生活史及其利用棲地之環境因子條件，再提出相對

應之改善對策。棲地改設策略也以此物種之成蟲幼蟲棲地為主軸，主要分成光害

改善和棲地管理兩大項，分述如下： 

(1) 台灣窗螢生活史及主要獵物 

台灣窗螢屬完全變態昆蟲，其生活使階段包含卵、幼蟲、蛹及成蟲期，幼

蟲化蛹不另結土繭，其卵期為20.00 ±2.03日、幼蟲期為249.69 ±49.27日、蛹期

為10.00 ±2.00日、成蟲期約為18.08 ±8.54日。幼蟲在化蛹前不再捕食，當蟲體

拱起彎曲時即進入長約2~3天之前蛹期，約於九月脫皮化蛹；九月後未化蛹之

幼蟲會躲藏於棲地縫隙中以幼蟲越冬，直到年三月溫度升高後才繼續活動捕食

並脫皮化蛹(何健鎔，2002)。台灣窗螢成蟲於台灣發生期為3月~10月，成蟲羽

化後隨即進行發光求偶及交配行為，由於雌成蟲屬小翅行無完整翅膀，無法有

效遷移至其他棲所，發光飛行尋找雌蟲是具完整翅膀之雄蟲夜間活動主要的任

務。台灣窗螢幼蟲在其陸生棲地主要捕食扁蝸牛類，於室內飼養條件下除了捕

食扁蝸牛也偏好捕食非洲大蝸牛及淡水之椎實螺，但較不會捕食其他類群之蝸

牛、軟體動物或其他無脊椎動物(何健鎔，2002)。 

(2) 台灣窗螢棲地需求 

台灣窗螢為台灣平地至低海拔山區較常見之陸棲螢火蟲，其幼蟲曾記錄過

地環境類型包含竹林、防風林、果園、河床、草地、茶園、闊葉樹林、菜園、

農田、甘蔗園及檳榔園等，但基本上都棲息於上述棲地之地表草地(何健鎔，

2004)。本計畫依照植物之棲地圖調繪成果再將所記錄草生地細分，主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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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之台灣窗螢棲地包含感潮帶高灘星草地、辮狀河沙洲其他外來草種優

勢之草地、辮狀河高灘其他外來草種優勢的草地、外來樹種入侵的森林、河畔

先驅樹林、感潮帶高灘象草地、辮狀河床象草地，上述棲地雖然有草生地以外

之類型，但記錄成蟲活動點位也都是在這些棲地類型底層或邊緣破碎帶之草地，

和文獻描述十分吻合。 

影響陸生螢火蟲幼蟲棲地較重要的環境因子包含氣溫、相對濕度、土壤濕

度、植物覆蓋度、食餌密度和照明燈光等(鄭明倫等，1999；何健鎔，2004)，
其中台灣窗螢在其棲地中之密度主要和氣溫、土壤含水率及其食餌密度有較顯

著之相關性(吳婉君，2005)。也有研究指出台灣窗螢偏好底層植被高度覆蓋之

棲地環境(邱紹章，2007)。由於台灣窗螢雌成蟲移動能力較差，螢火蟲族維持

非常仰賴棲地環境之穩定，從保育生物學角度而言，首重幼蟲地保育與棲地之

經營管理，重點在於維持或增加地表之孔隙與土表之生物多樣性(何健鎔，

2002)。 

(3) 光害改善對策 

計畫範圍內經國大橋至省道台一線間之頭前溪左岸因有來自右岸竹北河

濱建築投射燈光和左岸快速道路交流道高燈使光害嚴重，台灣窗螢密度較低，

因此可透過平台會議邀集道路主管機關如國道高速公路局和公路總局，商討光

害減量對策例如在不影響道路照明之前提下，於鄰近之高燈燈罩背離路面方向

增設遮光罩，必免光線逸散至計畫區域內，減少光害影響。目前計畫範圍內主

要之燈光為自行車道照明用路燈，已經採用完全截光並只向正下方投射之低光

害燈具設計，已將干擾降至較低，未來應避免再無夜間活動需求之區域增設照

明設施。 

此外，穿越線3雖處於高光害區域，但因林木遮擋產生局部較暗區域，而

有密度較高之螢火蟲棲息，因此在前列螢火蟲潛在邊緣棲地種植大喬木作為遮

光綠籬，創造局部暗區，可使計畫範圍內之螢火蟲擴大其可利用棲地面積，以

維持較大的族群量。 

(4) 棲地管理對策 

台灣窗螢主要棲地為草生荒地，影響其幼蟲密度的主要因子為土壤含水率、

地表濕度和食餌密度，因此棲地雜草管理方式對其幼蟲密度影響很大。若是現

況非都市綠地與開放空間、農地等人為活動需求高之區域，應避免除草。人為

活動綠地若是較邊緣利用頻度較低之區域在需要除草時也可僅除一半的草高，

避免從根部完全曳除使地表濕度驟降，以及使土表有機枯落物難以保留，使其

食餌之軟體動物大量消失，進而使幼蟲族群消失。 

目前所記錄到之螢火蟲棲地也包括外來植物銀合歡林，若有移除銀合歡需

求應避免大型機具進行整片翻攪移除，最好能以人力進入移除避免棲地大幅擾

動影響螢火蟲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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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草劑及殺蟲劑的施用也會改變土表無脊椎動物相影響螢火蟲族群

或是直接殺死螢火蟲個體，因此應嚴格限制除草劑及殺蟲劑的使用於農地以外

之其他棲地空間。目前宜蘭縣、花蓮縣、台北市和高雄市都已制定並通過「除

草劑管理自治條例」限制除草劑施用範圍，新竹市應可考慮跟進。 

3.7.7 水域生物洄遊廊道及棲地改善建議 
綜合文獻及本計畫之調查記錄，頭前溪主流紀錄多種洄游性水域生物例如降

海洄游之花鰻鱺、日本絨螯蟹等；兩側洄游之日本禿頭鯊、大和沼蝦、南海沼蝦等。

除了洄遊廊道的通暢不受阻隔外，水質改善及減少人為捕捉都是在頭前溪需要關

注之主要改善面向，在此試以降海洄游之日本絨螯蟹作為代表性洄游生物，依據

其生活史及棲地習性論述洄游性水域生物之棲地改善建議。 

依據訪談，台灣早期河川汙染較不嚴重時，西部河川中日本絨螯蟹的族群相

當龐大，降海繁殖時溪流、水田甚至是民宅中都可發現日本絨螯蟹之蹤跡，也是較

常被捕捉食用的淡水生物之一。現今則因河川汙染嚴重；洄游路徑受人工構造物

阻隔和微微改變棲地狀態，使族群量大幅下降，除了宜蘭、東北角及北海岸溪流因

汙染較少尚保有一定之族群量外，西部大型河川僅存鳳山溪、頭前溪、後龍溪等有

較穩定之日本絨螯蟹族群(張瑞宗，2008)。 

日本絨螯蟹平時棲息於淡水溪流或池沼中，成蟹每年之年末至翌年初夏會遷

移至河口或近海交配產卵，卵於海中約兩星期後孵化，孵出之蚤狀幼體(Zoea)行約

一個月的海中浮游生活後，脫殼變態成為大眼幼體(Megalopa)行底棲生活。大眼幼

體經過約5~7天後則進入雉蟹(Juvenile crab)階段，隨即溯河而上回到淡水棲地中成

長發育，待長成至成蟹時才會再度降海繁殖(賴等，1986)。因其繁殖需求需要於河

川與海洋間移動，若洄游路徑受到阻隔對溪流族群量則會有很大之影響，另外，河

川汙染及人為過度捕捉利用也是使溪流中日本絨螯蟹族群量大幅減少之重要原因，

此三類課題同時也是其他之洄游性水域生物會面臨之重要干擾。 

目前頭前溪主流最顯著之縱向阻隔為各橋梁上下游保護橋基或抬生水位便於

取水堆放之固床消能塊(豆腐岩)，雖然以多層疊放降低其阻隔高度，但於水量較小

時仍容易形成斷流或洄游迷向區，使洄游路徑阻斷。目前此類構造物之主管或權

責機關包含第二河川局、公路總局、國道高速公路局、鐵路局及新竹縣政府，建議

可透過後續辦理平台會議邀集上述單位及關心生態課題之關注團體或公民，凝聚

共識共同研商並協調執行改善縱向阻隔之具體措施。此外，頭前溪目前封溪護魚

於新竹市管轄範圍僅限制於頭前溪舊社大橋以上河段禁止以刺網、八卦網採捕水

產動物，新竹縣管轄範圍也只限制於舊社大橋起至竹林大橋止，禁止使用流刺網、

八卦網等漁具採捕水產動物，對於封溪範圍外及其限訂之方法外之採捕行為並沒

有約束力，因此擴大封溪護魚區域及擴大採捕方式限制範圍都是能有效減少人為

捕捉壓力之具體方式。頭前溪之水質改善課題與相關建議對策於下段3.7.8另段論

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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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親水淨溪、強化排水水質淨化處理空間改善建議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經常遇到民眾於頭前溪各處垂釣或採捕水域生物資源。

雖依據新竹市政府府產漁字第10600570611號公告，目前舊社大橋以上溪段禁用八

卦網、刺網等漁具採捕水產動物。然以釣具進行捕捉，並非上開公告的禁止行為。

又頭前溪主流現況，依本計畫調查記錄，尚有大規模的原生甜根子草地、原生魚

類，以及具有在地特色的日本絨螯蟹可作為自然觀察資源。再者，由航拍正射影像

與現勘記錄，本計畫已盤點出易堆積垃圾的區域如頭前溪下游之深槽區高草地，

主要分布於康樂、古賢里等區域，以及各柔性固床工、溪埔子、何姓溪排水等。本

計畫整理可親水或淨溪區域優先規劃點位，如圖3.7.8-1，其通道動線，建議可透過

第四批次水環境工程案，以非永久性、在地取用之資材及工法進行清整，以利關注

團體規劃安全之親水淨溪、清理垃圾活動。 

本計畫已經於109年10月6日與第四批次水環境工程案的規劃設計廠商進行工

作會議與現地勘查，提出以上建議，並由該廠商與主辦單位採用納入設計平面圖

內。主要辦理位置為何姓溪排水匯流口外側的低水護岸修復納入可下切主流河道

的設計，以及在舊社大橋下整修既有的下切主流河道動線，讓人員可以安全進出，

以將舊社大橋下、湳雅取水口旁水泥護岸等空間，規劃為親水與環境教育區塊。這

些意見已透過工作會議、教育訓練工作坊等機會，有效與關注團體、主辦單位溝

通，部分關注團體也向本計畫提出現勘等諮詢需求，希望於110年度開始進行頭前

溪公民淨溪行動的規劃。 

另外，本計畫範圍內雖有兩個淨化水質之人工濕地，然其處理措施與水流動

線較簡易，處理水量亦有提供空間。另外，除由主管機關委託外部廠商每月一次同

日於進出水口檢測之水質資料外(包含：水量、水溫、酸鹼度、氨氮、懸浮固體、

導電度、溶氧量、生化需氧量)，尚缺少重金屬、磷等污染物資料，也缺少此二濕

地水質變化細節以利評估處理效能。以現有資料而論，此二濕地的設計為表面水

自由流動，以水生植物吸收過濾與沉澱等方法處理SS、有機物、氨氮等污染，並

搭配定期清除大萍以拔除吸收之污染物。以現有資料進行評估，無法對此二濕地

的污染處理能力提昇提出完整建議，故本計畫建議應儘速透過委託計畫，瞭解此

二濕地的除污能力現況與強化措施。在短期間，則可透過諮詢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施設相關措施如植物浮島或曝氣設備，並提出適當之維管方案。其中，曝氣措施亦

可協助處理二人工濕地夏季溶氧量偏低的問題。 

然頭前溪之水資源污染，並非以此二濕地即可解決，因水污染問題複雜，需配

合國土計畫、污染總量管制、污水下水道接管等方案進行長期規劃，超出本計畫主

辦單位權限，故無法於此建議。然而，本計畫於現勘過程中，均曾於柯子湖溪、溪

埔子排水、東大排水、機場外圍排水、康樂里感潮溝與何姓溪排水等數條排水管

線，發現大量未處理污水排放之跡象。本計畫盤點上述目視發現過污水排放之區

域(圖3.7.8-1)，建議應可考慮於其內設置攔截索，或下端之除污設施，並搭配建立

水環境巡守隊之快速回報機制，以處置污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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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8-1 親水活動與淨溪、水質監測改善點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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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針對相關課題所提出之建議，均可回饋到環境教育的辦理上。新竹市環

境保護局轄下已有客雅水資源環境教育中心，其相關教學資源與相關教案辦理經

驗，可提供新竹左岸未來發展水資源、污水處理與頭前溪河川自淨能力等相關環

境教育方案建構之基礎。另外本計畫也提出了三種生態導覽方案(本報告書第5.4節，

附錄二十三)，其中方案三的相關教案點位盤點與辦理建議，亦可提供未來此地辦

理環境教育的單位快速建構教案內容。第四批次水環境改善工程針對親水動線之

改善，也可回饋到此類教案，透過推廣環境變遷、棲地劣化的不利後果與污染現

況，並引導社群進入頭前溪主流，可持續滾動公民對於頭前溪水環境的關心，並提

昇關注社群對於未來水環境改善計畫的支持程度。 

準此，本計畫建議由短期可透過公民參與行動(配合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

批次的成果)，透過淨溪活動舉辦、環境教育等方案，讓社群對頭前溪的關注提昇。

並配合對於污水處理設施、分流等水資源管理方案的推展，以期長期改善頭前溪

的汙染問題。 

3.8 小結 
本計畫之核心概念，為透過生態、文史盤點調查，以及公私協力方案，建立完

整且可行的新竹左岸生態保育對策。109年7月至10月間投入至少68.5人日執行之生

態調查，建立包含陸域、水域之主要動植物等類群的名錄資料，與過往物種調查記

錄對照。並透過關鍵物種(中小型哺乳動物、霜毛蝠、臺灣窗螢、灘地蟹類、臺灣

大豆等)的專題調查，提供其分布狀況、生態課題、以及細節保育對策。本計畫調

查共計產出1,519筆觀察資料(附錄十七)，調查之物種種數、原生種數及保育類種數

彙整如表3.8-1。 

表 3.8-1 本計畫調查物種種數、原生種數以及保育類種數 

類群 
調查所得 
總物種數 

原生種數 
保育類或臺灣紅皮書 

NT 以上種數* 

陸域 

植物 200 106 6 
哺乳類 

(不含自動相機、蝙蝠) 
4 4 0 

蝙蝠 9 9 1 
鳥類 

(不含自動相機) 
61 

53 
(含候鳥) 

8 

兩棲類 4 3 0 
爬蟲類 12 10 1 
蝴蝶 32 32 0 
蜻蜓 23 23 0 

水域 
魚類 29 23 2 

淡水蝦蟹 9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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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地蟹類 28 28 0 
*：紅皮書名錄為是否列入保育類之參考依據，本計畫認為已列入臺灣紅皮書受脅名單之物種，

即使未被評估為保育類，仍應受到相似程度關注，因而將兩者併入同一項目，呈現於此表。 

此外，針對工作範圍內，本計畫也提供詳細的軟硬體設施、空間盤點成果，以

提供未來此地的環境治理單位、關注團體參考。透過彙整大量的現地資訊，本章工

作項目提供基礎資料，並進一步於期末報告書內第六章彙整為未來與國土生態保

育綠色網絡計畫可對接的實際操作方案。 

本章內容與相關附錄資料，將依據邀標書內容另外編輯成冊，以利主管機關

參考。綜合以上，本章節工作成果回應邀標書工作項目「生態調查及對策」，條列

成果如下： 

(1) 執行陸域動物資源生態調查，建置新竹左岸陸域動物名錄，包含哺乳類、鳥類、

兩棲類、爬蟲類、蝴蝶、蜻蜓，並進行關鍵物種專題調查，包含霜毛蝠與其他蝙蝠

調查、中型哺乳動物群族與廊道調查(紅外線自動相機) 。 

(2) 執行植物資源態調查，建置新竹左岸植物名錄，並進行關鍵物種專題調查，包

含稀有植物臺灣大豆、外來植物現況與處理方案。 

(3) 配合文獻蒐集與關鍵物種調查進行棲地圖調繪。產出新竹左岸7類型主要棲地

說明與分布圖，並分為4級棲地生態品質，依據關鍵物種調查成果指認9種重要關

注棲地。 

(4) 執行水域生態調查，建置新竹左岸魚類、淡水蝦蟹類，並進行關鍵物種專題調

查，包含灘地蟹類調查、螢火蟲調查。 

(5) 進行新竹左岸軟硬體設施生態友善改善措施盤點，協助新竹左岸水環境工程計

畫處理生態議題。 

(6) 將生態調查及對策完整內容編列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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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 
4.1 計畫課題分析 

在資訊技術快速發展下，資料庫是最常用來儲存、整合、分析、應用各類資料

的工具。本計畫透過生態文史資料庫的建立，不僅能彙整儲存計畫田野調查資料，

更可透過資訊技術的串連及展示，讓民眾認識左岸各類豐富的生態物種、人文歷

史及休閒遊憩資訊；並可經由資訊平台的資訊流通規劃，加值回饋，讓資料持續累

積並多元應用。以下盤點本計畫資訊系統規劃所需考量的三個關鍵課題及對應的

執行構想。 

(1) 點亮水環境執行成果 

近年新竹市府立基於「前曕水環境改善計畫」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環境

的目標，分期朝向兼顧水質改善、河川棲地維護、環境保育、人文風貌及自然

地景整體營造規劃邁進。在「新竹左岸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至第三批的規劃

與執行中，以「營造新生荒野」為概念，改善頭前溪沿岸過去部份區域被傾倒

廢土、土地占用的情形，恢復為草原環境或改善空間，更進一步啟動本計畫進

行生態、文史資料的深度盤點及調查，其成果可作為未來數年左岸長程規劃的

基礎。上述市府在左岸地區深耕的努力及成效，過去並未被充份理解及呈現，

因此本工作項目的關鍵課題之一，係在於如何透過資訊系統的建置，協助市府

進行執行成果的整合及展示，點亮水環境執行成果，並協助左岸後續整體規劃。 

本計畫運用過去豐富的水環境計畫、生態檢核及資訊系統執行的經驗及專

業，融合新生荒野的規劃概念、生態關鍵課題、人文史料的調查成果，設計多

元主題的導覽地圖，引導民眾認識左岸豐富的資源。讓前來休閒遊憩的民眾，

在使用各種設施的同時也可欣賞溪畔自然荒野的活力及人文歷史之美。 

(2) 建立兼具親民及知性應用的資訊網站 

為讓資訊網站有更多面向的使用群，網站設計需考慮不同群眾使用需求。

本計畫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多元主題的民眾導覽地圖，提供直觀的視覺引導。

此外，開發可運用於跨平台瀏覽器的響應式網頁，使地圖網頁成為行動導覽員，

導覽知識唾手可得。 

另外，環境教育專區的建置，亦配合工作項目一及項目四的成果，將生態

物種、人文歷史的調查結果，及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內容與生態導覽計畫，提

供環境教育人員或愛好自然、文史的民眾、地方團體或研究人員使用。 

(3) 建立開放、流通的資料平台，促進資料加值及應用 

過往生態與生物多樣性調查需仰賴專業人員，然這類調查受限於經費及人

力，雖有高度專業品質，但資料累積緩慢且範圍有限。為解決這樣的問題，國

內外早有透過號召喜愛自然觀察的公民加入各地同步的調查活動，例如繁殖鳥

類調查(Breeding Birds Survey, BBS)，以快速累積同時間、大範圍的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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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科學分析或環境教育的一環，並以巨量資料分析方法彌補資料品質的精準

性。近年台灣自然觀察人口增加，加上智慧型手機、數位相機的普及，更助長

公民科學風氣。國內外著名提供公民科學數據上傳的資料庫(eBird、iNaturalist、
野生動物路死觀察網)中，臺灣的生物觀察紀錄都快速增加(可參考圖6.3-5顯示

之TBN觀測記錄點位)。 

另一方面，近十幾年政府積極推動開放其施政成果或調查統計資料。各政

府部門網站都有資料開放專區、資料服務雲等介面，提供民眾下載使用，亦有

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匯整各單位的各類型資料(https://data.gov.tw/)，及科

技部支持中央研究院資訊所發展的研究資料寄存所開放協作平台

(https://data.depositar.io/)。為活化政府開放資料的利用，近年更經常主動辦理

黑客松，讓民間透過競賽將政府資料加值運用，促成公私協力的開放政府理念。 

因此，政府以開放流通的資料架構建置資料庫已是必然趨勢。本計畫資料

庫亦循此脈絡建立資料流通平台，以通用格式結構化保存計畫內調查、蒐集生

態文史資料之外，也讓民眾可透過環境專區下載資料。環境教育工作坊納入公

民科學推廣，民眾也可將自然觀察資料上傳iNaturalist等公民科學資料庫，再由

本系統將資料介接匯入生態文史資料庫中，繼而讓資料在開放協作與共享的機

制下充份加值應用(圖4.1-1)。 

 

圖 4.1-1 計畫人員及公民科學協作資料收集、管理與應用示意 

 

依據本計畫之工作需求與上述之關鍵課題分析，針對「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

之工作項目所產出之成果如下所述： 

https://data.gov.tw/
https://data.deposit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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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計畫所蒐整與調查的生態及文史資料轉化為具有空間屬性之點、線、面資料，

並協助主管機關建置新竹左岸生態情報資料庫系統，提供不同受眾使用者多層次

系統使用體驗。該資料庫除了匯入本計畫所蒐集、調查之資料並提供相關查詢服

務外，另一方面亦將透過資料介接之方式，將國內外著名公民科學資料庫中，有關

於新竹左岸區域之生態資料進行匯入，使本資料庫成為開放、流通的資料平台，促

進相關資料加值及應用之可能性，以作為後續空間規劃、教育、導覽之基礎。 

(2) 協助主管機關建置民眾資訊網(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以直觀的視覺引導作為

網頁設計理念，提供民眾瀏覽左岸地區之各項生態、文史、休閒遊憩等多元主題之

導覽資訊，同時配合響應式網頁設計開發，使其可同時於電腦、平板或手機等不同

規格之載具順暢瀏覽，進而達到即時導覽之目的。 

(3) 建立新竹左岸地理資訊平台，將本計畫所蒐集、調查之生態、文史與遊憩資料

及其他生態資料庫所介接之資料呈現於平台中，並提供圖面管理、資料查找與圖

層套疊之相關功能，進一步提升使用者與各項資訊之互動性，引導使用者認識新

竹左岸豐富資訊。同時，藉由地理資訊平台之建置，亦可加強本計畫其他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的整合及展示，凸顯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空間資料之執行成果展示，達到

對外施政宣傳之功效。 

(4) 協助建立環境教育專區，頁面中可展示新竹左岸相關之專業資訊、生態導覽計

畫，同時提供資料下載功能，使學界、民間、各政府機關皆可取得本計畫蒐集、調

查之資料，使計畫成果達成延續再運用之可能性。另一方面，本計畫配合公民科學

平台回饋現地生態資訊機制，增加自然觀查愛好者之資訊交流及互動，並確保現

地資料持續更新與累積之可能性。 

4.2 工作方法 

4.2.1 資訊系統建置流程與架構 
為了彙整本計畫所執行之生態與文史田野調查成果，建立開放、流通的資料

平台，並以兼具親民及知性應用的網頁設計將相關訊息傳遞給民眾，本計畫協助

新竹市政府建置「生態情報資料庫系統」。而在系統開發的流程中，主要是遵守

「系統生命週期法」(System Development Life Cycle, SDLC)的開發原則，以系統發

展生命週期之概念來開發資訊系統，依據分析、設計、測試、建置、維運等階段依

序進行，直到系統開發完成並且滿足使用者需求為止。 

其中系統分析與設計將遵照結構化系統分析(Structured Systems Analysis, SSA)
與結構化系統設計(Structured Systems Design, SSD)方法，SSA與SSD是將系統架構、

功能與處理程序以系統邏輯模型，例如資料流程圖、資料字典或處理邏輯等方式，

將複雜的問題分割、簡單化，使系統比較容易維護。圖4.2.1-1為資訊系統發展流程

圖，資訊系統規劃作業首先完成資訊系統架構，以界定未來資訊系統之整體作業

範圍、功能，作為日後發展資訊系統的基礎；而資訊系統發展成敗不僅繫於電腦軟

硬體之齊備，尚需作業制度及可用資訊等因素之相互配合，因此在開發過程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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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的討論與合作，建立相關的作業流程與制度，才能穩定整體

系統發展。 

 
圖 4.2.1-1 系統發展流程圖 

由前可知，資訊系統的建立首要執行的工作即是確立系統架構，亦是系統建

置的根本，本計畫所建置之生態情報資訊系統架構如圖4.2.1-2。其中在資料來源的

部分主要可分為本計畫產出及外部資料兩種，前者包括經由田野調查與蒐整工作

所取得之計畫內資料，後者則是來自政府資料公開平台等政府公開資料庫或公民

科學資料庫，透過介接或批次匯入的方式所納入之外部資料，主要的類別可分為

生態物種資料、文史資料與休閒遊憩資料等大項，資料類型則可分為屬性資料及

圖層資料等。接著透過系統功能的建置，以民眾資訊網、環境教育專區、公務後臺

管理等三大功能項目進行分眾規劃與使用，以有效呈現相關資訊(資訊視覺化導覽

及GIS空間展示等)及提供資料檢索查詢等功能。此外，本計畫亦建置生態資訊回報

機制，配合本計畫執行之工作坊或其他環境教育活動，教導與鼓勵地方保育團體

或一般民眾能夠互動參與生態調查作業，有效強化公民科學風氣，並確保資料庫

內容具備持續更新累積之機制。而計畫產出的相關資料也可以資料集或檔案下載

的方式提供給使用者，進而回饋至學術或其他政府相關公開資料庫，達到雙向良

性互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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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2 生態情報資料庫系統整體架構圖 

在系統環境建置方面，依據本計畫工作項目之規範，須與「新竹左岸濱水廊道

景觀營造計畫—全線濱河自行車綠廊道景觀優化工程」之「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

系統建置服務」所建置的軟硬體設備相輔佐，並須於建置過程中持續針對相容進

行溝通。截至11月底前，本計畫已經與上述計畫團隊及新竹市環保局等召開四次

系統整合研商相關會議，詳細的會議時間及與會團隊詳見表4.2.1-1，會議記錄請見

附錄十八。其中於109年8月31日召開之會議經局內確認發佈正式會議記錄，另109
年7月2日與109年8月4日之會議記錄並無公文記錄，本計畫分別於109年7月7日及

109年8月13日以電子郵件或訊息方式，將本計畫撰擬之會議記錄交給新竹市環保

局主辦人員知悉。而為確保系統開發完成後之相關工作能夠順利推行，本計畫於

系統移機前已知會相關系統服務廠商與承辦人員，確認後續移機程序、並提出系

統維運機制和作業分工等執行方法。 

根據過往會議討論結果，本計畫係以「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全

線濱河自行車綠廊道景觀優化工程」所購置之實體主機作為本系統之硬體設備，

並於其中一台實體主機上建置一台虛擬主機作為整體系統運轉的基礎，並會遵照

局內所訂定之資安規範執行資安防護管理相關工作，包括資訊安全掃描與原始碼

檢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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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系統整合研商相關會議一覽表 

項次 會議日期 會議地點 與會團隊 

1 109年7月2日 新竹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新竹市環保局、華廷國際設計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藍洋系統股份

有限公司、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社團法人臺灣生態學會 

2 109年8月4日 環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藍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凌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人臺灣

生態學會 

3 109年8月31日 新竹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新竹市環保局、華廷國際設計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藍洋系統股份

有限公司、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社團法人臺灣生態學會 

4 109年9月30日 新竹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新竹市環保局、華廷國際設計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藍洋系統股份

有限公司、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社團法人臺灣生態學會 

4.2.2 系統資料蒐集與檢核 
資料庫、地理資訊平台或民眾網的功能得以順利使用並發揮效益，需仰賴豐

富資料內容與完善資料庫架構。本計畫所建置的「生態文史資料庫」所包含的資料

類型以生態物種、人文歷史與休閒遊憩等三大類資料為主，各資料詳述如下： 

(1) 生態資料庫 

為建置生態調查資料庫，提供使用者能夠快速查詢其基本資料及分布資訊

等，本計畫依據介接與匯入的資料內容，訂定資料庫建置的欄位如表4.2.2-1。
除了本計畫所執行的生態調查成果外，亦介接或批次匯入其他生態資料庫之資

料，包括長期彙整臺灣生態調查資料的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以及國際

知名的公民科學資料庫iNaturalist。透過上述方式建置之「新竹市生態情報資料

庫系統」，可有效加值應用於地圖展示、資料查閱及公民參與。兩種介接或匯

入的生態資料庫簡介如下： 

(a)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https://www.tbn.org.tw/)由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開發及維護，資料庫內容主要來自中心研究人員

執行的各物種調查研究成果及介接外部資料集。另該中心近年與民間保育

單位合作發起多項公民科學調查，如台灣繁殖鳥類調查、新年鳥類調查等，

其可觀成果亦為TBN資料庫的資料內容。TBN於106-107年度系統改版期間

進行資料釐清及檢核，同時匯入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lobal Biodivers

https://www.tb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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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的開放資料。除一般調查資料查閱外，TBN
提供977個資料集及多種API服務，包含查詢物種名稱及物種觀測紀錄的的o
ccurrence API服務或單一物種分布圖的MAP API服務(WFS及WMS格式)。 

(b) iNaturalist 

iNaturalist (https://www.inaturalist.org/)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於民國97
年(2008)建置，此系統主要提供一般民眾使用，串連專業研究者與業餘公民

科學家，使該系統成為生物多樣性研究的重要資源。該系統於2017年進行中

文化，同時提供行動裝置App可隨時定位、拍照上傳生物觀察紀錄。iNatura
list透過影像自動辨識分析技術輔助辨識物種，並由社群專家協助鑑定及訓

練影像辨識精準度。上傳紀錄內包含觀察者、發現時間、發現地點、生物名

稱、生物證據影像等生態觀察紀錄(observation)。除觀察記錄上傳鑑定外，i
Naturalist亦提供多種API服務，透過POST、GET、PUT、DELETE等指令取

得觀察紀錄(observation)、觀測區域(observation_fields)等不同類群、區域、

計畫資料，並以JSON或指定格式提供應用。本計畫介接資料以資料品質(qu
ality_grade)達「研究等級(research)」的為主，確保引介公民科學觀察記錄之

可信度。iNaturalist觀察記錄的品質說明文獻可參閱：https://www.inaturalist.
org/pages/help#quality。 

表 4.2.2-1 生態資料庫欄位與資料型態 
資料表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欄位英文名稱 資料型態 

生態調查資料 

物種俗名 VernacularName 文字 
物種學名 ScientificName 文字 
生物分類群 Taxon 文字 

調查日期(時間) EventDate 日期時間 
所在位置 Location 文字 

紀錄數量(個體) IndividualCount 數字 
座標(X) longitude  數字 
座標(Y) latitude 數字 
觀測方式 basisOfRecord 文字 
資料發布者 datasetPublisher 文字 
資料作者 datasetAuthor 文字 

所屬資料(集) datasetName 文字 
照片連結 PhotoLink 文字 

(2) 文史資料庫 

為建置文史資料庫，提供使用者能夠快速查詢其基本資料及分布資訊等，

本計畫所建置之文史資料庫欄位如表4.2.2-2所示。目前文史資料庫中的資料來

源主要為本計畫所蒐集。另外為了提供讓民眾在瀏覽文史資料能夠更加視覺化，

因此在地理資訊平台部分也會介接或匯入來自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之相關圖資，

包括新竹市百年歷史地圖系統之圖資服務，如改正計畫圖、街道圖、平面圖等

https://www.inaturalist.org/
https://www.inaturalist.org/pages/help#quality
https://www.inaturalist.org/pages/help#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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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服務(表4.2.2-3)，透過計畫建置或介接前述資料庫，可有效加值應用於資

料查閱及呈現，後續也可持續因應需求針對系統內的圖資項目進行調整。 

表 4.2.2-2 文史資料庫欄位與資料型態 
資料表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欄位英文名稱 資料型態 

文史資料 

名稱 Name 文字 
資料種類 Datatype 文字 
資料類型 DataClassification 文字 
資料說明 Description 文字 

文史年代(西元) ChronoWestern 數字 
文史時期 ChronoDynasty 文字 

文史年代(年代) ChronoYears 文字 
資料來源 Source 文字 

表 4.2.2-3 新竹市文史資料介接或匯入資訊 
資料庫名稱 資料集或圖資名稱 

新竹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新竹市古物、新竹市古蹟、新竹市歷史建築(均為109
年10月版本) 

新竹市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明治版)(1904)、美軍繪製台
灣城市地圖(1945)、新竹街市區改正計畫圖(1913)、新
竹都市計畫圖(1936)、新竹市街附近平面圖(1940)、新
竹市圖(1983) 

(3)遊憩資料庫 

建置遊憩資料庫，主要是為了要提供使用者能夠在使用地理資訊平台時，

能夠快速掌握該地區的休閒遊憩資訊，因此相關的資料會以圖資的方式呈現。

圖資取得來源主要以資料匯入的型式為主，資料來源為新竹市政府資料開放平

台，包括新竹市重要遊憩據點、新竹市觀光景點清單等(表4.2.2-4)。 

表 4.2.2-4 新竹市遊憩資料匯入資訊 

項

次 資料庫名稱 資料集或圖資名稱 資料集或圖資版本 

1 
新竹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新竹市觀光景點清單 109.11.16 

2 新竹市博物館群一覽表 109.05.26 

為使資料能有效且具系統性的匯入資料庫中，以利後續系統開發、功能建立

與資料展示之用，各項蒐集之資料必須經過序列化之前處理作業，方能建立完善

之資料庫，一方面是為了確認資料的正確性，一方面則是對資料進行品質確認與

品質控管的工作(Quality Assurance and Quality Control)。由於資料的內容、格式及

尺度有所不同，前處理作業也隨著資料性質而有所差異。 

資料之整合更新可透過下列3個工作階段，進行正規化之標準作業： 

(1) 資料建檔蒐集 

(a) 分析各資料之資料來源及管理單位。 

https://opendata.hccg.gov.tw/OpenDataDetail.aspx?n=1&s=113
https://opendata.hccg.gov.tw/OpenDataDetail.aspx?n=1&s=30
https://opendata.hccg.gov.tw/OpenDataDetail.aspx?n=1&s=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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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洽詢相關單位資料更新狀況，進行蒐集整理。 

(2) 資料整合建檔規劃 

(a) 分析各資料之區域範圍、欄位、單元型態、資料格式等。 

(b) 根據規劃之資料庫架構需求，擬定整合建檔作業準則。 

(c) 設定實體資料庫結構。 

(d) 訂定整合建檔成果檢核方式。 

(3) 整合建檔作業 

(a) 依據作業準則進行整合建檔。 

(b) 檢核成果以修正作業準則。 

(c) 依資料庫架構內容規劃加入必要之屬性資料。 

(d) 進行空間及屬性資料連結整合測試。 

另外，地理資料部分，又可依資料格式、比例尺精度、資料時間、空間區域、

空間分類及屬性欄位等項目進行檢核，按程序進行資料品質控及標準化作業，詳

細說明如表4.2.2-5。 

表 4.2.2-5 地理資料檢核項目說明表 

編號 資料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1 資料完整性檢核 

 地物漏列。 
 形狀錯誤。 
 圖例符號未依製圖規範之規定繪製。 
 地名及註記錯誤。 

2 資料邏輯一致性查核 
 不同資料間的吻合情形，如：行政界應該與公路

中心線一致，而不是與公路中心線邊緣吻合。 

3 位相檢核 
 檢核位相關係，如：線與端點(Node)的起迄、相

接及多邊形的閉合等。 

4 圖幅接續 
 圖形資料若有分幅時，應檢核分幅處之接續處理

(Edge Match)。 

5 圖形/屬性連結 
 檢核圖元(圖形物件，Entity)之編碼是否無誤，及

其對應屬性資料是否正確連結。 

6 屬性資料之正確性 
 屬性值本身的正確性。 
 屬性分類及分級是否符合資料標準之規定。 
 屬性資料的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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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已經完成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與iNaturalist資料介接後的資料建

檔蒐集工作，並透過邏輯架構的建立與欄位對照的轉換(圖4.2.2-1)，逐步統合來源

不一的資料內容，並匯入於資料庫中，確保未來資料的品質能具備一定的品質。 

 
圖 4.2.2-1 TBN 與 iNaturalist 欄位對照轉換比對示意圖 

4.3 系統建置成果說明 
為使系統建置蒐集之生態、文史及遊憩等文獻資料與近期生態調查成果能具

體呈現，以典藏資料與流通活用，並提升其對於全民環境教育及公務機關規劃管

理之貢獻，本計畫區分使用對象，建置民眾資訊網、環境教育專區與公務後臺管理

三個網站區塊，並依據其使用目的建置相對應之功能，其系統功能架構如圖4.3-1。 

 
圖 4.3-1 生態情報資料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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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眾資訊網的部分，本計畫將其命名為「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以作為民

眾想要瞭解或查詢新竹左岸地區相關資訊時之導覽平台，可輕易地獲取該地區之

生態環境基本概況、文史及遊憩地點基本區位資料。環境教育專區的部分係提供

有志參與生態工作之非政府組織、學界或一般民眾，能夠透過該介面取得環境教

育的資料與教材，並也可以利用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的功能，搜尋資料庫內的資

料，甚至是查詢透過公民科學平台上傳所回饋的區域生態調查相關資料，積極達

到線上雙向互動與公民參與之目的。而在公務後臺管理的部分，主要提供主管機

關或委辦維運廠商透過該功能介面進行網站的管理，包含資料編修與帳號權限管

理等功能，確保網站內資料的品質。以下分別針對民眾資訊網、環境教育專區與公

務後臺管理三個區塊之建置成果進行詳細說明。操作手冊請見附錄二十。 

(1) 民眾資訊網(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 

民眾資訊網指的是提供一般民眾瀏覽之網頁，因此在本計畫所建置新竹左

岸生態情報網中，主要是提供新竹左岸生態環境導覽資訊，包含沿岸之生態、

文史、休閒遊憩等多元主題，其中又可分為首頁─導覽意象地圖、靜態頁面介

紹、地理資訊平台(互動導覽情報地圖)等三個部分。整體的網站頁面架構如圖

4.3-2，橘色系之部分是指具有實際頁面的部分，共計有10個靜態主題頁面，第

一層包括「首頁」、「生態物種」、「人文歷史」與「環境教育專區」等頁面，

第二層包括「植物」、「水生動物」、「昆蟲」、「兩棲爬蟲」、「鳥類」與

「哺乳動物」等頁面；另以粗框表示的是指具有操作功能的頁面，共計有6個
功能頁面，包括「互動導覽地圖」、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中的「生態資料」、

「文史資料」及相關檔案下載中「資料集」、「生態導覽計畫」、「活動成果」

等。以下將針對各部分做進一步的說明。 

 

 
圖 4.3-2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頁面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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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民眾資訊網首頁頁面 

(a) 網站首頁 

為提升民眾對於新竹左岸生態環境之瞭解，強化遊憩品質與環境教育

成效，本計畫以區域生態導覽為基礎，結合生態意象，作為民眾資訊網首頁

規劃之理念，以提供民眾直觀、視覺化資訊，使其成為兼具親民及知性的網

站。本計畫建置之網站首頁如圖4.3-3，可以分為導覽意象地圖與環境介紹入

口區塊，另在頁面頂端也提供新竹市環保局網站、粉絲專頁及返回「新竹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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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全線濱河自行車綠廊道景觀優化工程」所建置

之「新竹左岸智慧平台系統」超連結，未來也可以視業務單位需求而新增其

他連結。以下針對導覽意象地圖與環境介紹入口區塊說明。 

(i) 導覽意象地圖 

本網站以民眾導覽為主要建置目的，因此首頁上半部規劃美感與功

能兼具的導覽意象地圖，作為進入網頁時的第一視覺；在地圖上以可愛親

民畫風，手繪新竹左岸重要地景分布位置，包括柯子湖濕地、水源草原、

頭前運動公園、溪埔子濕地、舊港島以及作為位置判斷參考點的各個鐵公

路橋樑。而地圖旁的照片也可供民眾點選後，快速連結至相對應的導覽頁

面，藉由相關資訊的結合，可有效提升民眾在進行區域導覽時的深度。 

(ii) 環境介紹入口區塊 

在導覽意象地圖的下方，設置環境介紹入口區塊，利用四張可愛親民

的圖片分別代表「生態物種」、「人文歷史」、「互動導覽情報地圖」與

「環境教育專區」的意象，吸引民眾目光且可快速識別，可進一步利用點

選的方式進入下層的頁面，瀏覽民眾所需要查找的相關資訊。 

 (b) 靜態頁面介紹 

以靜態圖文說明新竹左岸地區生態物種與人文歷史。生態物種部分，以

主頁說明當地生態環境概況，另以不同生物類群建置當地物種的介紹頁，主

要可分為植物、水生動物、昆蟲、兩棲爬蟲、鳥類與哺乳動物等六個類群(圖
4.3-4)，內頁又分別會有各生物類群的物種小檔案(如圖4.3-5)。網站所彙整

呈現之生態物種請參照表4.3-1，共計31種。因左岸與都會區地緣相近，常面

臨外來物種入侵議題，本區靜態頁面除介紹左岸特色原生物種外，也介紹當

地目前強勢的外來物種，讓民眾對左岸生態現況有完整正確的認識。 

 
圖 4.3-4 生態物種主頁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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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生態物種─哺乳類介紹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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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生態物種介紹收錄物種一覽表 

種類 序號 物種名稱 學名 

哺乳動物 
1 台灣野兔 Lepus sinensis formosus 
2 霜毛蝠 Vespertilio sinensis 

鳥類 

1 彩鷸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2 翠鳥 Alcedo atthis bengalensis 
3 小雲雀 Alauda gulgula wattersi 
4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formosanus 

水生動物 

1 招潮蟹類 Family Ocypodidae (沙蟹科) 
2 日本絨螯蟹 Eriocheir japonica 
3 梭子蟹科 Family Portunidae (梭子蟹科) 
4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5 美國螯蝦 Procambarus clarkii 
6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7 
鯔科 (豆仔魚、

烏魚、大龜鮻等) 
Family Mugilidae (鯔科) 

8 彈塗魚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植物 

1 臺灣大豆 Glycine max (L.) Merr. subsp. formosana 
2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3 甜根子草 Saccharum spontaneum 
4 水柳 Salix warburgii 
5 朱槿 Hibiscus rosa-sinensis 
6 黃槿 Hibiscus tiliaceus 
7 開卡蘆 Phragmites vallatoria 
8 臺灣鐵莧 Acalypha angatensis 

昆蟲 

1 眼蛺蝶 Junonia almana 
2 花鳳蝶 Papilio demoleus 
3 粗鉤春蜓 Ictinogomphus rapax 
4 彩裳蜻蜓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5 褐基蜻蜓 Urothemis signata yiei 
6 臺灣窗螢 Pyrocoelia analis 

兩棲爬蟲 
1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2 蓬萊草蜥 Takydromus stejnegeri 
3 草花蛇 Xenochrophis flavipunc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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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人文歷史頁面(圖4.3-6)，係以圖文的方式陳述新竹左岸在地的歷史

發展脈絡，主要內容包括「前言」、「竹塹開墾」、「水利建設」與「生態

歷史」等四個章節，透過故事的敘述方式吸引民眾目光，提升對於在地瞭解

的深度。 

 

 

圖 4.3-6 人文歷史介紹頁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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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互動導覽情報地圖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是可以蒐集、儲存、

管理、更新、轉換、分析以及展示地理現象與其相關的資訊整合系統，能幫

助處理地理資料，透過疊圖及空間分析等功能，將原始地理資料轉變為能支

援空間決策及空間展示的資訊，目前已廣泛運用在各種不同領域。其中在生

態領域也被普遍運用在保育規劃、生物物種分布、環境影響評估、生態遊憩

導覽、環境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決策等項目，可謂是相當重要的工具。 

本計畫建置之互動導覽情報地圖，即是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之概念，透過

其資訊整合功能，以視覺化呈現方式將生態及人文相關的調查資料與時間、

空間條件做結合，提供導覽與加值應用。建置成果如圖4.3-7，其中包括的主

要功能包括圖面管理、主題查詢與圖層套疊等，以下將分別做細部說明。 

 

圖 4.3-7 互動導覽情報地圖介面設計 

 (i) 圖面管理： 

圖面管理可提升使用者操作互動導覽情報地圖之便利性，其功能項

目包括地圖縮放、拖曳平移、底圖切換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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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主題查詢： 

針對本系統資料庫收錄最完整的生態物種調查資料，於互動導覽情

報地圖中建置主題查詢功能。使用者可透過「物種的類群」、「調查時間

區間」、「物種名稱」與「環域範圍」等相關條件的設定，查找其所需要

的資料，並呈現於地圖當中(圖4.3-8)。而查詢出來的結果則會以不同圖徵

呈現在地圖上，並可透過點選的方式查看每一筆資料的詳細內容，也可讓

使用者可以輕易得知查詢的資料在時間區間內的空間及數量分布情形，

進而協助使用者進行後續的分析及應用。 

 

圖 4.3-8 互動導覽情報地圖生態調查查詢功能 

 (iii) 圖層套疊： 

圖層套疊功能可提供使用者透過勾選的方式，將其所需要之資料加

入到互動導覽情報地圖，計畫中調查或蒐集建置的點、線、面資料都可透

過圖層套疊功能疊加展示。本計畫於互動導覽情報地圖中提供圖層套疊

的功能，所彙整的圖層整理如表4.3-2，其又可分為「人文歷史」、「休閒

遊憩」與「其他」等三個項目，使用者可以各自選擇其關注的主題，期望

可以透過空間化及視覺化的方式瞭解新竹與頭前溪左岸的相關環境資訊。 

在人文歷史的部分，主要是介接來自新竹市百年歷史地圖系統的圖

資，提供使用者透過勾選的方式進行歷史圖層的套疊(圖4.3-9)，讓民眾可

了解新竹與頭前溪左岸區域的歷史發展脈絡，另外也收錄了新竹市古物、

新竹市古蹟、新竹市歷史建築等圖資供使用者作參考；在休閒遊憩圖層的

部分，納入新竹左岸自行車道、遊憩資源、重要解說節點與等圖層，讓地

圖網頁成為行動導覽員，提升民眾遊憩時的便利性；在其他的部分，已納

入包含本計畫透過現地調查分析所繪製的棲地分類圖及棲地品質分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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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特徵、維管方案說明文件的快速查閱連結)，未來也可因應主管機關

之需求，增加其他相關圖資，保留系統擴充彈性。 

表 4.3-2 互動導覽情報地圖彙整圖資一覽 

類別 圖層名稱 型態 資料來源 

人文歷史 

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明治版)(1904) 圖 

中央研究院新竹市百年歷史

地圖系統 

新竹街市區改正計畫圖(1913) 圖 

新竹都市計畫圖(1936) 圖 

新竹市街附近平面圖(1940) 圖 

新竹市圖(1983) 圖 
新竹市古物 點 

新竹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新竹市古蹟 點 
新竹市歷史建築 點 

休閒遊憩 

360度環景照片與聲景導覽點 點 
本計畫產出 新竹左岸遊憩資訊 點 

新竹左岸自行車道 線 
新竹市博物館 點 

新竹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新竹市觀光景點 點 

其他 
棲地分類圖(含各棲地的分類說明) 面 

本計畫產出 棲地品質分級圖(含各棲地分級的管理原則說明) 面 
重要解說導覽點 點 

 
圖 4.3-9 人文歷史圖層套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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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教育專區 

本計畫為達到使用者的分眾需求，特別規劃環境教育專區，提供需要更專

業知識內容的生態工作者、非政府組織、學界或一般民眾能夠於專區內找到其

所需要的資料，因此在本專區內已建置「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與「相關檔案

下載」兩個區塊，提供使用者不同面向的資訊。以下將針對環境教育專區中的

各項主題進行說明： 

 (a) 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 

在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的部分，本計畫主要蒐集計畫範圍內及其周遭

區域中的生態及文史資料，其中的資料來源包括本計畫產出的資料、從外部

網站資料庫所介接的資料等。而資料從匯入資料庫到可以供使用者進行查

詢，主要又可分為資料檢核、資料查詢與資料呈現等三個步驟。 

(i) 資料檢核 

多方來源資料具不同欄位及儲存格式，為使資料能有效且具系統性

的匯入，以利後續查詢功能等應用展示，各項蒐集資料將經序列化前處理

作業以建立完善之資料庫。確認資料的正確性的同時也對資料進行品質

確認與品質控管的工作(Quality Assurance and Quality Control)。另依資

料庫架構內容規劃加入必要之屬性資料，使得進行空間及屬性資料連結

整合測試。 

(ii) 資料查詢 

透過上述資料檢核程序，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可提供使用者查詢生

態物種與人文歷史兩大主題的資料。而為了提升使用者於操作時的便利

性，本計畫於資料庫因應不同的查詢主題，建置各自的條件查詢功能。 

在生態物種的資料庫中，可設定的條件包括調查日期、生物類群、物

種名稱與環域分析等，其設計之查詢介面如圖4.3-10所示；而在人文歷史

的資料庫中，則可設定查詢資料的年代、類型與關鍵字，其設計之查詢介

面如圖4.3-11所示。透過上述查詢功能的設定，即可提供使用者快速查找

到其所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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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0 生態資料查詢功能介面 

 
圖 4.3-11 文史資料查詢功能介面 

(iii) 資料呈現 

透過前述的條件設定的查詢，可讓使用者查詢其所需之資料，而查詢

的結果則會陳列於頁面下方，並呈現出各資料的重要欄位資訊供使用者

做參考，其頁面呈現如圖4.3-12。若使用者想要查詢該筆資料更詳盡的資

訊，則可點選欄位最後方的瀏覽圖徵，進入到該筆資料的內頁(詳細頁)如
圖4.3-13，並會依據其所屬的資料類別有不同的欄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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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2 生態資料查詢成果呈現頁面 

 
圖 4.3-13 資料詳細頁內容呈現 

(b) 相關資料下載 

本計畫的工作項目中，有針對計畫範圍內的生態物種與人文歷史進行

相關的調查與研究，其成果將以資料集產製發布服務，可提供有興趣的學界、

民間、各政府機關使用者下載本計畫相關資料及圖資應用，亦可統計各類型

資料使用情形作為改進依據。此外，針對本計畫所舉辦的環境教育工作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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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與相關的環境教案，亦將提供給有興趣之環境團體或一般民眾作

為後續環境教育的輔助教材。 

有鑑於此，在本網站的環境教育專區中，建置了相關檔案下載區，將各

類下載檔案分成「生態導覽計畫」、「活動成果」與「資料集」等三大類，

並可讓使用者透過頁籤的方式進行切換，而各項下載資料則會呈現檔案名

稱與簡要說明，並提供下載按鈕，相關的頁面建置成果如圖4.3-14所示。 
 

 

圖 4.3-14 相關檔案下載區頁面設計 

此外，為提供使用者搜尋與運用不同單位之環境教育資料與素材，新竹左

岸生態情報網「環境教育專區」已修改納入「相關網站連結」區塊，提供不同

環境教育推廣單位以及相關資料連結內容，如圖4.3-15。 

 
圖 4.3-15 相關連結頁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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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務後臺管理 

為能使系統持續擴充資料增進網頁內容之豐富度，提供學界、民眾與政府

機關進行環境教育教材的利用及資訊交流，透過建置公務後臺管理介面，除了

可編修相關生態物種與人文歷史的資料外，也可透過相關檔案資料管理功能，

持續更新相關檔案下載區內的資料。藉此達到資料持續擴充及管理的目的。以

下依據公務後臺管理之功能進行說明。 

 (a) 資料庫資料管理 

此功能提供主管機關與委辦廠商針對新竹左岸生態物種與人文歷史資

料進行編修。編修的資料範圍限定在本季計畫所產製之資料，對於介接進來

的資料內容則不具備編修功能。在編修的流程中，與資料庫功能相同，皆建

置了資料查詢功能，提供使用者可以快速查找其要編修的該筆資料，並可點

選編修或刪除之圖徵，進行後續之編修作業，其編修介面內容如圖4.3-16。 

 

 
圖 4.3-16 資料庫資料編修與查詢介面 

  

(b) 檔案下載區資料管理 

此功能可提供主管機關與委辦廠商針對相關檔案下載區的資料進行管

理，以達到即時更新檔案，並長期持續維運網站的功效，提升網站的使用價

值(圖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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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7 相關檔案資料管理查詢編修介面 

(c) 系統管理 

此功能提供具有權限的管理員新增與編修帳號相關資訊，如帳號、名稱、

密碼等基本資訊，並可編修該帳號權限是否啟用，以確保系統資訊安全。 

(4) 民眾參與回饋機制 

為鼓勵民眾積極參與生態物種調查活動，同時培養公民科學風氣，在今年

度的計畫中，利用舉辦工作坊的機會，鼓勵民眾學習利用手機等行動載具將在

新竹左岸所拍攝記錄到的生態物種回傳至系統中，以累積本區域的自然觀察資

料及加強公私部門之間的資訊交流、互動。 

 

圖 4.3-18 民眾回饋調查資訊流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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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9 iNaturalist 頭前溪左岸自然觀察專案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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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已建置一套資料回傳的機制如圖4.3-18，民眾拍攝左岸周邊的物種

照片後，將資料填寫完整，並透過網路回傳至iNaturalist。本計畫建立之頭前溪

左岸自然觀察專案將自動蒐集域內的觀察記錄(圖4.3-19)，再利用介接服務將

專案內資料定期回饋至本計畫建置之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以系統查詢或GIS
呈現，以增進民眾參與公民科學之風氣。截至109年12月23日，在iNaturalist的
專案中已蒐集持續增加中的911筆觀察記錄、425個物種，由134個觀察者所提

供之資訊，達到研究等級的資料也已回饋至新竹左岸生態文史資料庫當中。 

 (5) 響應式網頁建置 

近年隨行動裝置(智慧型手機、平板)普及，以及行動上網服務使用率增加，

傳統網頁的呈現方式已經無法同時符合不同裝置使用者的需求。為了讓不同的

設備都可以正常瀏覽同一網站，並能於不同解析度下改變網頁頁面的佈局排版，

以提供最佳的視覺體驗，響應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 簡稱RWD，
則是因應移動平台的用戶大量增加而設計的網頁開發技術(圖4.3-19)。 

 
圖 4.3-20 響應式網頁於不同裝置之示意圖 

在行動上網時代潮流中，此技術增加網路資訊宣傳的速度，讓資訊能更有

效率地傳達至使用者。RWD與現今多數智慧手機、平板電腦所使用之應用程

式App (Application)比較有許多優勢，然其本身亦有所限制，條列如表4.3-3。 

表 4.3-3 RWD 與 APP 比較之優勢與其本身的限制 
RWD 相較 APP 之優勢 

1 開發成本與時間較低 APP 須開發 iOS 版、Android 版，開發成本相對較高且耗時。 
2 不需下載就能使用 RWD 只要連結網站，每次使用都會是最新版本。 
3 可同時適用於不同裝置 APP 手機版需配合電腦版網站開發，RWD 則沒有這個問題。 
4 維護成本低 APP 完成後需同時針對電腦及手機版本進行不定期測試，等於必

須花 2 倍的網站維護成本。 
5 品牌形象一致 一個網站適用各種裝置，不需針對不同版本設計不同視覺效果。 
6 符合使用者習慣 RWD 的搜尋功能仍以「搜尋網頁」為主，符合多數使用者習

慣。 
7 利於分享 RWD 以手機或電腦分享皆為同一個網址。 
8 利於搜尋引擎最佳化 RWD 可以保持網頁原本的連結，於不同裝置瀏覽同一網址。 

RWD 本身的限制 
1 手機優先設計 手機與電腦使用者的網頁瀏覽習慣不同，需優先考量手機使用者

的操作習慣，設計規劃網頁瀏覽動線與排版。 
2 小螢幕尺寸不適合複雜

的功能或介面 
電腦版若設計較複雜的介面，手機版則必須大量縮減內容，兩個
版本架構可能差異較大。 

3 載入速度與運算能量不
及電腦 

網路頻寬較低時，網站反應速度變慢，讀取速度不如電腦版網
頁。 

4 較舊的瀏覽器不相容 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 7 以下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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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統維運資訊與建議 

4.4.1 網站資料更新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為新竹市環保局提供新竹左岸地區人文及生態相關

情報之民眾網站，並建置資料檢索、互動導覽情報地圖與相關檔案下載等多項功

能供民眾使用，因此在網站所公布的資訊中，正確性及品質為相關資訊公開之重

點。因此在後續的維運上，針對網站上的資料更新方式說明如下。 

(1) 資料庫資料更新 

本計畫所建置之生態資料庫，其資料來源除了本計畫所執行之調查成果外，

尚包括介接來自於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及iNaturalist等外部資料庫的資

料，其中因為本案所規劃之民眾參與回饋機制，係透過iNaturalist來進行串接，

因此如何讓民眾回傳的資訊能夠快速在本系統的生態資料庫及互動導覽情報

地圖中進行呈現，便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因此在後續的維運上，本計畫已建置系統自動介接機制，透過相關排程的

設定，定期將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及iNaturalist所新增的資料更新至本系統建

置之資料庫當中，且至少一個月執行一次，以確保生態資料庫中資料的即時性；

而在文史資料庫方面，因文史資料的增加速度並不如生態資料，因此資料的更

新可透過後台系統中的資料庫資料編修功能，由主管機關或後續維運承包廠商

以單筆的方式進行新增、刪除或編修，以提升資料庫持續更新並保有擴充空間

之彈性，達到資訊公開、強化資料加值應用之目的。 

(2) 相關檔案下載資料更新 

「相關檔案下載」之建置目的，主要是希望透過此功能提供新竹左岸地區

相關的「生態導覽計畫」、「活動成果」與「資料集」等檔案供使用者進行下

載，因此本計畫於後台已建置「檔案下載區資料管理」功能，提供主管機關或

承包廠商可依據未來活動辦理或相關資訊的蒐集，定期更新網站內的檔案內容，

藉此達到公私互動交流、資訊提供與突顯政府施政成果之功效。 

(3) 靜態頁面內容檢核 

針對網站靜態頁面如生態物種、人文歷史等主題介紹之文字內容，在未來

則依據主管機關提供之更新或修改內容，與後續維運承包廠商討論後，不定期

進行主題與內容的更新，以確保資訊正確性。 

4.4.2 資訊安全維護 
隨著電腦資訊化作業的普及，許多重要的資料都儲存在電腦或雲端網路中，

並且透過電腦通訊網路來傳遞。在如此依賴電腦與網路的情形下，若缺乏完全的

資訊安全控管及保密措施，可能導致儲存在資訊系統的資料或傳輸中的訊息被竊

取或更改，更嚴重的則是重要保密資料外洩，以致造成重大而無法彌補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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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本計畫建置之資訊系統資訊安全，維護機敏與完整資訊，進而提升系

統整體資訊服務品質，有關資料、資訊系統、軟體及網路之安全，本計畫將配合主

辦機關相關資安規定強化資訊安全管理，建立安全及可信賴之資訊系統，並於資

訊系統移裝至 貴局正式主機前，先於測試及開發環境進行弱點掃描，確認資訊安

全風險，並於 貴局主機移機安裝完成後，再次進行安全測試及檢測後才正式對外

公開，以確保使用者與系統擁有單位之權益。 

本計畫已於系統完成功能開發後，於109年12月23日於測試及開發環境使用

Acunetix Vulnerability Scanner系統安全漏洞測試軟體進行第一次的資安弱點掃描，

結果並無發現中高風險之系統資安漏洞，其結果報告檢附於附錄十九。 

 
圖 4.4-1 本計畫使用之系統安全漏洞測試軟體測試項目 

此外，為加強後續資安維護功能，建議未來負責維護管理的團隊於每季或網

站有重大更新時、或配合 貴局主機管理規定，再次執行相關資安檢測。因本系統

環境為windows環境，建議至少每月定期進行windows update更新，以確保資訊安

全。本系統定期執行資安弱點掃描檢測，建議使用之安全漏洞測試軟體需俱備偵

測Blind XSS及DOM-based XSS、偵測HPP弱點(HTTP Parameter Pollution)、SQL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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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碼注入攻擊和腳本測試，及文件上傳表單漏洞自動化測試等，包含CWE\SANS 
Top 25及OWASP Top 10 2017所關注的弱點項目等功能(如圖4.4-1)，並依照弱點掃

描的結果報告建議及 貴局資訊安全管理辦法來做系統補強調整，並再次掃描測

試，直至資安規格符合各資訊系統之計畫需求。 

4.5 小結 
為了點亮新竹市府投注於左岸地區執行各項「前曕水環境改善計畫」之績效，

並凸顯本計畫之生態文史調查及公私協力等工作項目之執行成果，本計畫建置「新

竹左岸生態情報資料系統」以彙整上述內容，並於資訊公開與資料流通兩個面向

提升加值效益。 

在資訊公開的部分，本系統可提供使用者作為新竹左岸環境導覽之入口，利

用響應式網頁技術建置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不僅便於使用者隨時能夠取得該地

區生態物種與人文歷史的背景知識，同時也可透過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獲取本系

統所調查與匯整之生態及文史資料，並建置互動導覽情報地圖用以視覺化呈現具

有空間特性的相關資訊，以多元化的方式傳遞新竹左岸之相關訊息，彰顯新竹左

岸的在地之美與政府相關施政之執行成果。 

在資料流通的部分，本系統彙整該地區過往所累積之生態及文史資料，除了

可利用本系統所建置之功能，如環域查詢等進一部分析並加以應用外，亦可透過

本計畫作為資料流通平台，串接各公民科學資料庫或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並以資

料集的方式對外發布本計畫之調查成果，供學術團體或一般民眾下載使用。同時

近年隨著環境教育的蓬勃發展，本系統除了可讓民眾下載本計畫所蒐整與執行之

環境教案資料，同時也納入公民科學的理念，鼓勵民眾透過本計畫所建立機制回

饋現地生態資訊，期望以此作為公私協力執行環境保育工作的典範。 

綜合以上，本章節工作成果回應邀標書工作項目「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條

列成果如下： 

(1)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資料系統以FAIR科學資料管理原則整合生態圖資。 

(2) 建置生態情報地圖以視覺化呈現具有空間特性的相關資訊。 

(3) 互動式的生態情報地圖提供生態、文史、遊憩資訊以符合不同使用者需求。 

(4) 設置環境教育專區提供新竹左岸生態資訊與生態導覽計畫內容。 

(5) 以響應式網頁技術建置資料庫便於民眾於各種行動裝置、瀏覽器使用。 

(6) 網站發佈：https://ecomap.hccepb.gov.tw/ 

 
  

https://ecomap.hccep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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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公私協力網絡 
5.1 計畫課題分析 

近年間新竹市府積極推動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輔導轄內單位、社區人員及教

師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資格。又結合大學資源辦理研習，輔導農場申請環境教育場

所認證，鼓勵民間及企業發展環境學習中心，期增進人員對環境教育的認識與專

業知能，以利推廣環境教育計畫(新竹市環保局，2017)。此外，新竹市環保局更積

極走入校園，以「食育方舟行動計畫」巡迴校園，宣導食品安全、料理、農耕、營

養，結合產官學，積極地將環境教育向下扎根。除此之外亦與在地工作室合作推動

食農教育，係集結當地環保志義工隊或對都市農耕有興趣的民眾，將其培訓成在

地化的環保農耕志工，共同參與運作與維護，結合社區體驗與培力的工作。又如新

竹市各水環境巡守隊投入於河溪海域的淨溪、淨灘活動成果，在地關注團體的協

力往往能促成社區民眾參與，為推動環境教育注入更多能量。 

此類既有的環境關注網絡，應可進一步強化，並透過本計畫之公私協力工作

項目作為交流節點，完善新竹左岸區域的規劃與維護管理能量。於「新竹左岸水環

境改善計畫第四批次計畫案」工作計畫書內(新竹市政府，2019)，除已初步盤點既

有水岸既有動線與導覽動線節點資源，並利用規劃設計案之資源強化現地硬體設

施服務外，更也提及未來應透過公私部門協力，以環境教育與環境議題參與等模

式，納入公民力量到未來新竹左岸的經營管理框架中。因此，本計畫之重要課題，

即為如何媒合核心關注團體(如荒野保護協會等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團隊)，以環境

教育、河溪守護等方案，成為新竹左岸地區水環境營造未來經營管理的潛力資源。 

此類相關團體，已整理於本計畫書第2.3.2節內，依據前期規劃成果內的訪談

內容(華廷，2020)與本計畫的目標，進行權益關係人分析如圖5.1-1所示。準此，本

計畫於執行前期，優先針對第一、二類權益人進行聯繫，以便釐清本計畫的實質產

出(生態情報資料庫、公私協力網絡)成果方向。同時，第一、二、三類權益關係人，

因其受益於計畫成果、或可影響計畫內容的程度較高，宜優先成為本計畫辦理水

環境工作坊內「NGO意見交流工作坊」之參與者，與其說明計畫執行標的，並溝

通本計畫實質產出如網站、生態導覽計畫等具體內容的辦理方向。 

(1) 第一類權益關係人 

此類權益關係人是計畫產出的主要服務對象，但對計畫本身的影響程度較

低，即非計畫內主要具有行動、決策或影響力的角色。準此，計畫應盡可能透

過公開活動辦理、資訊公開等方案，與此類權益關係人進行交流並蒐集相關意

見，以確認計畫提供的服務產出，能為此類權益關係人提供正向幫助。這類權

益關係人，主要包括計畫周邊學校、社區、以及利用現有水環境營造區域內的

不特定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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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類權益關係人 

此類權益關係人為計畫標的所服務的主要對象，亦為對於計畫具有較強影

響能力的行動者。為使計畫順利推行，並使計畫產出盡可能提供權益關係人正

面效益，除透過計畫內公私協力網絡活動積極媒合第二類權益關係人意見以外，

更需將其納入計畫需求訪談，與其主動交流說明計畫方案，並依據相關意見滾

動調整計畫內部分工項辦理方法。此類權益關係人包括主辦單位、新竹市範圍

內的環境教育場域管理團隊、周邊社區與關注團體中有明確生態關注議題者。 

(3) 第三類權益關係人 

此類權益關係人因其管理地區、研究課題、倡議目標等原因，對於本計畫

實踐有較強的影響能力，但因所在位置較遠離新竹左岸基地範圍，又關注議題

與此區域生態環境治理實作較無關，故透過與第一類權益關係人相同的參與方

法，邀請加入公私協力網絡的交流活動中，以確保本計畫的民眾溝通成效。此

類權益關係人包括非新竹區域關注團體、其他管理機關、在地文史工作者等。 

 
圖 5.1-1 本計畫權益關係人分析圖 

5.2 工作方法 

5.2.1 辦理水環境工作坊 
為增進公家機關與一般民眾間的交流互動，延續公私協力平台之精神，本計

畫辦理以下工作坊，主動與在地居民、各環保團體、NGO、環境生態關懷人士等

進行互動，強化主辦單位與民間之順暢溝通管道。此外，對於民眾意見能快速反應

說明、溝通、加強作為，解除消納民眾之意見，並贏得民眾對公共工程之信心。最

後將辦理成果整理至報告書內，成為長期發展願景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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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1 各場次工作坊日期與地點一覽 

日期 工作坊類型 舉辦地點 

8/6(四) NGO 意見交流工作坊(一) 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8/27(四) 教育訓練工作坊(一) 新竹市環保局 2F 階梯教室 

8/30(日) NGO 意見交流工作坊(二)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9/6(日) 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一) 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9/21(一) 教育訓練工作坊(二) 新竹市環保局 2F 階梯教室 

9/25(五) 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二) 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10/21(三) 教育訓練工作坊(三) 新竹市環保局 2F 階梯教室 

11/26(四) 教育訓練工作坊(四) 新竹市環保局 2F 階梯教室 

每場次工作坊辦理除寄送公文或邀請卡以外，亦透過新竹市環保局之

Facebook粉絲頁增加曝光、提升環境教育受地方團體重視程度。然因今年度新冠病

毒疫情嚴峻，靠近頭前溪之多數社區活動中心、里集會所或公部門之場地不易商

借；或考慮到停車空間不足等問題而由工作團隊排除。故本計畫多數環境教育、意

見交流工作坊，選擇於室內空間較大、停車空間較多之水源里社區發展協會舉行。 

本計畫內水環境工作坊區分為NGO意見交流工作坊、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以

及教育訓練工作坊等三種，日期、地點研擬於表5.2.1-1，並經109年8月10日台生字

第109021號函通報新竹市環保局辦理後，由承辦人員口頭同意分批辦理。各工作

坊辦理標的、受眾與邀請對象分述如下： 

(1) NGO意見交流工作坊 

本計畫已辦理NGO意見交流工作坊共2場次，以長期關注新竹市地區水環

境發展，持續進行環境教育活動的NGO團體、周邊社區、國高中小學教師為目

標(前節之第一、二、三類權益關係人，實際邀請對象如表5.2.1-2)，發展資訊

交流與溝通的管道，凝聚水環境教育在地共識與力量。會後並盤點相關團體及

製作通訊清單，收集整理意見，成為情報網資訊來源之一。 

表 5.2.1-2 交流工作坊邀請單位彙整 

新竹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新竹林區管理處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 高公局北區養護分局關西工務段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協會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新竹市濱海低碳環境教育中心 客雅水資源環境教育中心 
竹塹社區大學 新竹市體育會慢壘協會 
見域工作室 風起 UprisiAngs 

新竹舊城都市再生基地 風動竹塹特色文化協會 
典翰城鄉工作室 舊港文史教育工作室 
台灣蝙蝠學會 南寮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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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社區發展協會 台灣河溪網 
基地周邊水環境巡守隊 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 
新竹市里巴哈克協會 新竹市體育會木球協會 
新竹市滑板協會 新竹市活力棒球協會 

舊港社區發展協會 金雅社區發展協會 
舊社社區發展協會 金竹社區發展協會 
千甲社區發展協會 大煙囪下的家 
水源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市東區水源國民小學 
古賢社區發展協會 前溪社區發展協會 

國立清華大學(環教中心)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虎林國中 新竹市北區南寮國民小學 
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 新竹市北區舊社國民小學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新竹市立東門國民小學 
新竹市立新竹國小 新竹市立東園國民小學 
私立光復高中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建功國小 新竹市立龍山國小 
新竹市關埔國小 實驗中學 

其他關注生態保育之團隊、個人、機關等 

(2) 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  

本計畫已辦理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共2場次，以市民為對象(每場至少50
名)，邀集專家學者(每場至少2名)、相關部會與公民團體，共同說明新竹左岸

環境營造規劃，並邀請講師解說新竹左岸之生態議題，推動資訊公開，讓地方

人士與民眾獲得全面性的理解與基礎在地生態知識。 

(3) 教育訓練工作坊  

本計畫已辦理教育訓練工作坊共4場次，針對新竹市政府內部相關成員，

包含環境保護局、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工務處下水道科等承辦人員與志工

團隊，另也納入對於本計畫生態調查成果有興趣的權益關係人員(每場至少30
名、專家學者2名)，說明新竹左岸之整體規劃與生態目標、調查之階段性成果，

及後期資料庫建置後的應用方法等。藉由市政府成員瞭解本計畫之概念後，延

續並擴展相關內容，使此計畫可永續發展。 

5.2.2 擬定生態導覽計畫 
本計畫依據所執行之生態文史資料蒐集、權益關係人需求、水環境工作坊等

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擬定三種生態導覽計畫，可讓在地居民及遊客進一步瞭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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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左岸環境生態，凝聚民眾對環境的認同感，協助當地社群培育生態保育人才，以

期增進民眾參與與推廣水環境教育。計畫內容括導覽主題與大綱、導覽目的與教

育意義、參與人數、導覽路線規劃、解說內容、互動活動說明、相關設備需求等。 

5.2.3 階段性公開工作成果 
工作團隊於本計畫期程中，每月定期檢討並公開發佈上述計畫工作項目內，

具完整性或可閱讀性之工作成果，包含但不限計畫辦理範圍、生態文史文獻書目

彙整、水環境工作坊辦理資訊與成果、生態調查資料與圖資、資料庫建置等。本計

畫 利 用 中 央 研 究 院 維 運 的 開 放 資 料 平 台 「 研 究 資 料 寄 存 所 」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進行資料公開，以充實國家的生物多樣性與生

態基礎資料，開放公眾或學術研究單位下載使用。 

5.2.4 刊物製作印刷 
本計畫已彙整生態情報地圖調查之成果、整體規劃願景內容、階段性成果等，

進行中英文文字編輯及圖說美編，集結成冊印製出版，共50冊，以作紀錄與推廣。

此外精簡上述出版品之內容，以大眾與孩童易懂的中英文圖說方式說明，印製宣

導小書冊共200份。本計畫內製作之刊物等出版品，透過PDF或其他適合格式，於

計畫資料公開平台內提供民眾下載閱覽。 

5.3 辦理水環境工作坊 
本計畫預計辦理7場工作坊，包含2場NGO意見交流、2場環境教育及3場教育

訓練工作坊。然8/27教育訓練工作坊「前瞻水環境X國土綠網工作坊」因參與人數

不足，故於11/26增辦「頭前溪，原來我們這麼近」：計畫成果利用教育訓練工作

坊。因此共計完成8場工作坊。各場次辦理主題與參與人數示於表5.3.1-1，各場次

講題除林芳儀博士、楊樹森博士之簡報不便提供以外，均已上傳至本計畫於中研

院資料寄存所開設之專案資料集(連結：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hcc_tcr_eco
map_2020-01)。各工作坊之詳細會議記錄、影像記錄及簽到表請見附錄二十一並彙

整完成上傳至資料寄存所專案中。通訊清單請見附錄二十二。 

表 5.3-1 水環境工作坊辦理主題與參與人數 

類型 場次主題 參與人次 

NGO 意見交

流 
8/6 漫遊頭前溪左岸。心旅行 56 

8/30 全民塑敵－從淨溪淨灘到攜手守護頭前溪 
(由荒野新竹協辦) 

30 

環境教育 9/6 收集大自然的精靈寶可夢－用手機記錄頭前溪自然生

態 iNaturalist 工作坊 
專家學者：王豫煌博士、林芳儀博士 

50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hcc_tcr_ecomap_2020-01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hcc_tcr_ecomap_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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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淨水喝好水：河川老師們對頭前溪的健康檢查 
專家學者：王豫煌博士、楊樹森博士 

50 

教育訓練 8/27 前瞻水環境 X 國土綠網工作坊 
專家學者：王豫煌博士、謝傳鎧研究員 

10 

9/21 「走入歷史、踏入生態」回顧頭前溪過往及

iNaturalistrul 教學工作坊 
專家學者：王豫煌博士、王政文博士 

33 

10/21 頭前溪我們可以做的更多：跨地方與中央單位暨

NGO 交流座談會 
專家學者：王豫煌博士、陳俊叡資深工程師、袁慶山經理 

30 

11/26 「頭前溪，原來我們這麼近」：計畫成果利用教育

訓練工作坊 
專家學者：王豫煌博士、謝傳鎧研究員 

30 

5.3.1 NGO 意見交流工作坊 
第一場次交流工作坊之邀請卡，請見圖5.3.1-1，兩場次活動之海報設計，請見

圖5.3.1-2，主題與議程請見表5.3.1-1。 

首場工作坊，針對在地居民(以東區水源里為主)及NGO團體舉辦，由計畫團隊

說明計畫目標與執行狀況，並邀請與會貴賓針對「新竹左岸的平台建立」、「未來

營造」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期望凝聚水環境教育在地共識與力量。 

本場次共有56人出席(環保局洪明仕副局長、荒野劉月梅理事長、清大楊樹森

博士未簽到，出席記錄請見附錄二十一照片內容)。出席人員以水源社區居民為主，

另新竹左岸接鄰的各里長、社區發展協會亦多有出席。新竹市水環境顧問團之主

持人莊建築師、新竹市工務處下水道科同仁、荒野劉月梅理事長、清大楊樹森博士

等專家亦出席與談，並瞭解本計畫之辦理情形。現場回饋意見較為分散，多為各團

體針對自身居住環境的優化建議。與談人均鼓勵本計畫回饋生態友善意見給其後

的新竹左岸水環境規劃。 

第二場工作坊由荒野新竹分會協同辦理，著重在「居民與河川之間的關係」，

邀請關注河川生命力回復的團隊參與。由荒野新竹分會長分享淨灘—棲地守護行

動成果，另由荒野台中分會副分會長說明筏子溪淨溪的行動成果，最後由荒野總

會理事長劉月梅老師主持討論，讓不同縣市的環境行動進行跨域對話，繼而共同

探討如何擴展環境行動網絡。 

本場次共有29人出席(廖子齊市議員、荒野新竹分會張正敏分會長未簽到，出

席記錄請見附錄二十一照片內容)。本次出席人員，除有新竹市環保局代表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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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新竹縣市關注頭前溪水環境發展之團隊為主，包括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

LASS、廖子齊市議員等，其他參與者以荒野新竹分會會員為主。現場參與夥伴強

調，本計畫對於頭前溪的垃圾、水質污染空間盤點，應更具體且公開予大眾瞭解，

以期更多關注團體能利用計畫產出，並投入相關水環境守護工作。本場次工作坊

討論，可連動本計畫「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藉由兩

會原本之核心行動延伸至頭前溪，深化活化河川生命力的保全意識，並引起更多

注意或行動參與。 

表 5.3.1-1 NGO 意見交流工作坊預定主題與內容大綱 

日期 主題 講題 講師 

8/27 漫遊頭前溪左岸。

心旅行 

 
主持人：顏楨祐執

行長(協同主持人) 

「看見左岸」：計畫介紹與初步

調查結果公開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謝傳鎧研究員

(計畫經理) 
如何親近左岸？新竹左岸水環境

的發展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計畫

主持人) 
新竹左岸補綠網：前瞻水環境藍

圖對接國土綠網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計畫

主持人) 
9/21 全民塑敵－從淨溪

淨灘到攜手守護頭

前溪 
 
主持人：荒野劉月

梅理事長 

不只撿不停，更要不停減：愛護

筏子溪淨溪行動 
荒野台中分會謝國發副分會長 

聽海哭的聲音：淨灘棲地守護行

動 
荒野新竹分會張正敏分會長 

我們與頭前溪的對話：交流與分

享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計畫

主持人) 
荒野劉月梅理事長 

 

圖 5.3.1-1 第一場交流工作坊邀請卡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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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2 意見交流工作坊海報設計 

  
109.08.06 109.08.30 

圖 5.3.1-3 意見交流工作坊照片選錄 

5.3.2 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 
兩場次工作坊的海報設計請見圖5.3.2-1，主題與議程請見表5.3.2-1。 

第一場次工作坊針對一般大眾與自然愛好者規劃，由計畫主持人王豫煌博士

說明iNaturalist軟體的使用方法，並邀請「農田裡的科學」團隊林芳儀博士分享宜

蘭「深溝釣魚大賽」公民科學推廣的經驗，將資訊科技的應用融入生態環境調查及

教學應用，促進公民參與，累積計畫範圍內的自然觀察資料及資訊交流、互動，凝

聚愛好自然觀察的使用者及學校教育前進頭前溪左岸，回饋現地生態資訊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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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次共有50人出席。出席人員以水源社區居民為主，此外亦包括長年耕耘

公民科學參與、或對於這類活動有興趣的關注團體。新竹野鳥學會、荒野新竹分會

的成員亦出席瞭解不同地區的公民科學活動實作。現場之APP教學活動，受到成員

年紀較大，以及水源社區活動中心周邊以都市近郊農地為主之地景限制，工作人

員花費較多時間在協助參與者排除網路、GPS定位、介面熟悉等問題，故僅要求每

人上傳一筆可辨識、具有良好地理座標之觀察記錄，本次活動的觀察記錄以較好

拍攝的植物為主。 

第二場工作坊，規劃以「如何提升人工濕地水質改善效益」及「新竹左岸棲地

復育願景」為主題，由清華大學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的楊樹森老師說明河川之

自淨能力，以及現在新竹左岸人工濕地的水質淨化評估。另本計畫主持人王豫煌

理事長亦報告計畫內之生態環境資源盤點成果，向地方人士與民眾介紹透過正射

影像或現勘所發現的水環境改善節點。工作坊最後探討目前頭前溪尚未有太多關

注或處理的環境議題，讓工作坊的成果成為日後主辦單位規劃與行動的基礎。 

本場次共有50人出席，包括多個新竹關注水污染或生態議題的團隊，包括大

煙囪下的家(關注眷村文史與霜毛蝠)、LASS、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荒野新竹分會

等前來與會，其他出席人員以水源社區居民為主。現場出席人員再次強調計畫內

容公開與盤點廢棄物與水質改善節點之重要性。 

   
圖 5.3.2-1 環境教育工作坊海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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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1 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主題與講師 

日期 主題 講題 專家學者講師 

9/6 收集大自然的精靈

寶可夢－用手機記

錄頭前溪自然生態

iNaturalist 工作坊 
 
主持人：顏楨祐執

行長(協同主持人) 

宜蘭深溝釣魚大賽經驗分享 農田裡的科學計畫林芳儀博士 

用手機探索頭前溪：iNaturalist
操作教學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計畫

主持人) 
iNaturalist 現地實作 計畫工作人員 

9/25 淨水喝好水：河川

老師們對頭前溪的

健康檢查 
 
主持人：顏楨祐執

行長(協同主持人) 

河川生物與河川自淨的構造(原
訂：頭前溪水質現況與濕地水質

淨化效益) 

清華大學楊樹森博士 

新竹左岸棲地復育願景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博士

(計畫主持人) 

  
109.09.06 109.09.25 

圖 5.3.2-2 環境教育工作坊照片選錄 

5.3.3 教育訓練工作坊  
四場次工作坊(含增辦場次)的海報設計請見圖5.3.3-1，主題與議程請見表

5.3.3-1。因本系列工作坊針對新竹市政府內部相關成員，包含環境保護局(包含環

保志工、各社區水環境巡守隊)、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包含生態保育志工)、工務

處下水道科等承辦人員等，提供本計畫執行成果，以為未來基地範圍內之環境治

理可運用之基礎資料。另也納入對於本計畫生態調查成果有興趣的權益關係人，

說明計畫內各工作項目的階段執行成果，以擴大計畫之廣宣成效。 

第一場工作坊內容以計畫生態調查內容為主軸，因工作坊與水環境巡守隊之

既定活動時間衝突，另新竹市環保局內部人員時間亦無法配合出席，故僅有10人
出席活動。縱然如此，仍有包括新竹市野鳥學會、荒野新竹分會、台灣乾淨水行動

聯盟、生態保育志工、以及千甲里居民等。現場提問與討論，主要集中為本計畫之

辦理緣由與生態調查細節，以及未來計畫可提供哪些水環境規劃方面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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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工作坊包含「新竹左岸棲地iNaturalist推廣經驗」與「新竹左岸文史資

源盤點成果分享」等兩部分，由本計畫團隊主持人王豫煌博士與東海大學歷史系

王政文副教授主講。iNaturalist之推廣是希望未來水環境巡守隊成員可於進行巡護

或監測服務時運用，以持續累積可用於環境治理與解說導覽之生態資料。文史資

源部分，王政文副教授整理竹塹頭前溪地區之史料內對於土地、環境、河川等描述

之文字，提供初步由竹塹溪觀看區域文史的框架。 

本次工作坊共計33人次出席，現場參與人員與講者互動熱烈，積極提問回饋

竹塹文史之相關細節與觀點。另關於iNaturalist之利用，現場之APP教學活動，受到

成員年紀較大，以及新竹市環保局周邊以公園花台為主之環境限制，工作人員花

費較多時間在協助參與者排除網路、GPS定位、介面熟悉等問題，故僅要求每人上

傳一筆可辨識、具有良好地理座標之觀察記錄，本次活動的觀察記錄以較好拍攝

的植物為主。 

第三場工作坊廣邀與頭前溪環境治理相關的權責部門、關注頭前溪之公民團

體齊聚一堂，瞭解頭前溪左岸環境生態的現況與面臨的議題，並討論未來復育願

景可行的行動方案，凝聚集體共識。首先由本計畫團隊彙整說明計畫各工作項目，

包括環境生態與文史調查成果說明、生態情報與環境教育網路平台建置說明以及

本團隊提出之頭前溪環境生態與棲地改善復育方案，並邀請第四批次設計單位說

明前瞻水環境第四批次設計概念。最後透過各單位的溝通討論，交流對於頭前溪

水環境復育藍圖的想法與未來可執行的方向。本次工作坊參與人數共計30人，單

位眾多包含新竹市環保局及水環境規劃設計團隊、新竹縣水環境顧問團、經濟部

水利署河海組與第二河川局、農委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廖子齊市議員、荒野

保護協會新竹分會、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新竹市野鳥學會、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

國促進會、台灣河溪網。各單位踴躍發表對於頭前溪治理之想法，互動討論熱絡，

本次工作坊促成頭前溪流域議題跨單位與跨縣市的討論與溝通，期能以此做為頭

前溪流域跨權責單位治理平台之開端。 

第四場教育訓練工作坊對象以市府相關業務成員、關注新竹左岸頭前溪生態

文史與環境議題之一般民眾與團體為主。為展現本計畫之完整成果，本次工作坊

詳細講述新竹左岸的生態文史調查成果、環境議題與棲地改善復育方案，並說明

本計畫產出之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網、生態導覽計畫等內容，提供市府相關業

務成員與關注頭前溪的所有人能夠有效運用本計畫產出成果。與會來賓包含新竹

市環保局人工濕地相關業務承辦人員、金竹里里民、竹塹社區大學講師、荒野保護

協會、島內散步、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以及一般學生等，共計30人。為使本計畫

產出之圖層資料能被廣泛運用，會中特別針對圖層使用進行軟體實際操作流程教

學。交流互動時間與會來賓也針對生態導覽計畫的執行方式與內容進行討論與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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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1 教育訓練工作坊海報設計 

  
109.08.27 109.09.21 

  
109.10.21 109.11.26 

圖 5.3.3-2 教育訓練工作坊照片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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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1 教育訓練工作坊主題與講師 

日期 主題 講題 專家學者講師 

8/27 前瞻水環境 X 國土

綠網工作坊 
 
主持人：謝傳鎧研

究員 (計畫經理) 

「看見左岸」：計畫介紹與初步

調查結果公開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謝傳鎧研究員

(計畫經理) 
如何親近左岸？新竹左岸水環境

的發展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博士

(計畫主持人) 
新竹左岸補綠網：前瞻水環境藍

圖對接國土綠網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博士

(計畫主持人) 
9/21 「走入歷史、踏入

生態」回顧頭前溪

過往及 iNaturalistrul
教學工作坊 
 
主持人：顏楨祐執

行長 (協同主持人) 

綜觀頭前溪的古今脈絡 東海大學歷史系王政文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 

用手機探索頭前溪：iNaturalist
操作教學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博士

(計畫主持人) 

iNaturalist 現地實作 計畫團隊成員 

10/21 「頭前溪我們可以

做的更多：跨地方

與中央單位暨 NGO
交流座談會」 
 
主持人：王豫煌博

士 (計畫主持人) 

環境生態與文史調查成果說明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博士

(計畫主持人) 
生態情報與環境教育網路平台建

置說明 
環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俊叡資深

專案工程師 (計畫團隊成員) 
頭前溪環境生態與棲地改善復育

方案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博士

(計畫主持人) 
前瞻水環境第四批次設計概念 華廷國際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袁慶山經理 (計畫團隊成員) 
11/26 「頭前溪，原來我

們這麼近」：計畫

成果利用教育訓練

工作坊 
 
主持人：謝傳鎧研

究員 (計畫經理) 

生態與文史調查成果環境議題與

棲地改善復育方案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博士

(計畫主持人)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生態導

覽計畫說明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謝傳鎧研究員

(計畫經理) 

5.4 生態導覽計畫擬定 
本計畫內的生態導覽計畫，主要是針對環境文史教育工作者，包括主管機關、

各級學校、關注團體、以及可操作環境文史教育的個人，將本計畫內的調查盤點成

果加值利用，進一步讓在地居民及遊客進一步瞭解新竹左岸環境生態，凝聚民眾

對環境的認同感，協助當地社群培育生態保育人才，以期增進民眾參與與推廣水

環境教育。 

本計畫共研擬三份生態導覽計畫，分別就自行車騎乘者(短暫來訪的在地居民

或來到新竹觀光的遊客)、徒步遊客以及環境教育或導覽活動參與者，規劃適當之

路線或導覽解說點位，並評估相關內容。各生態導覽計畫的摘要與對象如表5.4-1。
各導覽計畫內容之撰寫，依據邀標書所規範，並增加其他撰寫項目如表5.4-2。因

篇幅較多，本節下僅說明各導覽計畫概要與操作概念，詳細執行計畫書內容請見

本報告附錄二十三，不列入本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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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生態導覽計畫概要一覽 

項次 主題 目標對象 大綱 路線或 
點位規劃 

一 與河同行－穿梭多

樣的新竹左岸 

騎乘自行車的遊客們，描述目

標對象的關鍵字包括但不限：

65歲以下、新竹縣市居民、中

產、竹科、公務員、教師、親

子、外縣市。 

生活中對於河川的理解往往不容

易在一般的教育場域中看到。本

導覽計畫企圖透過解說牌的設

立，讓各類遊客能夠對於平時來

騎腳踏車或是散步之處有更多認

識，理解頭前溪在文史生態各方

面平時不會注意到的景觀。 

圖5.4.1-
1、圖6.3-
3「解說

資源點位

資料集」 

二 河圳歷史風貌－穿

梭古今新竹左岸 

1. 學齡新竹市民：高中、國

中、國小學齡青少年及兒童。 
2. 對認識新竹歷史有興趣的民

眾如：新竹縣市居民、新移入

市民、遊客、參訪團體、學習

團體。 

城市的發展與河流密切相關，頭

前溪承載著原住民的遺跡與漢人

開拓的歷程。走訪孕育新竹的頭

前溪及隆恩圳，瞭解河圳與新竹

開發過程的歷史變遷。 

圖5.4.2-1 

三 
與河交朋友-認識

新竹左岸的生態地

景 

對於自然觀察、環境教育、在

地環境議題有興趣的在地關注

團體。包括各級高中小學、親

子共學團體、社區組織等。也

包括外縣市或中央部會進行水

環境改善計畫參訪交流、對於

新竹左岸生態環境/物種有興趣

的關注團體等。 

河岸是人與自然交會和互動的地

方，此導覽計畫以調查為基礎所

發現新竹左岸臺灣大豆、蝙蝠、

螢火蟲和蟹類等重要生物出發，

希望讓參與民眾瞭解就在此處的 
生態資源。更進一步，在生態資

源背後，人們又是如何瞭解、參

與甚至改造這樣的地景。 

圖6.3-3
「解說資

源點位資

料集」 

表 5.4-2 生態導覽計畫內容項目說明 

項次 標題 說明 

1 導覽主題 導覽計畫的核心內容與標語。 

2 大綱 概要說明導覽計畫的方向，提供閱覽者快速瞭解導覽計畫的概要。 

3 導覽目的 

分為主要目的與次要目的。主要目的為導覽計畫所提供的核心概念，以及針

對此一核心概念的說明。次要目的為主要目的的指引下，可拆分的子項目，

並對應到一個可操作的環境文史教育教案或導覽活動(每個次要目的在「解

說內容」項目中細節討論)。 

4 教育意義 說明導覽計畫所操作的教育概念為何。 

5 目標對象 說明適合使用導覽計畫的目標人員。 

6 參與人數 說明導覽計畫的建議可操作人數上限。 

7 導覽路線規劃 說明導覽計畫的路線或點位規劃方案。 

8 解說內容 
依據導覽計畫的「次要目的」，概要說明每一項目的解說導覽方案、操作方

法與背景資訊。 

9 互動活動說明 
說明導覽計畫各「次要目的」的操作方法，以及如何引導參與者與環境或解

說人員互動。 

10 相關設備需求 說明操作各導覽計畫所需的人員與設備。 

11 備註與潛力資源連結 說明導覽計畫的潛在解說社群、可串連之觀光遊憩資源以及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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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導覽計畫一：與河同行－穿梭多樣的新竹左岸 
本導覽計畫以騎乘自行車的乘客為主要對象，運用既有的腳踏車道與周邊環

境，針對隨機來訪的散客。未來可建置硬體解說牌作為自主探索的切入點，使來訪

者能夠親身感受頭前溪的美麗景觀與豐富的自然資源，並且覺察溪流生態與自身

的連結，建立對於水環境改善與棲地復育的正面認知，進一步觸發深入探索學習

的動機，進而銜接至生態導覽計畫二與三。因此，本導覽計畫內規劃較長且不拘泥

於定點的腳踏車動線作為導覽路線，如圖5.4.1-1。 

導覽路線一靠近頭前溪側自行車道，經過較多自然景觀與生態資源，故對應

至次要目的1.1「自行車道周邊有許多野生動植物棲息，人們怎麼樣跟這些動植物

共存？」、1.3「新竹左岸的重要河川景觀在哪裡？我們要怎麼親近它們？」。 

導覽路線二對應至次要目的1.2「新竹左岸的水環境改善成果有哪些？提供什

麼樣的重要服務？」、1.4「以前的新竹左岸是甚麼模樣？地景如何隨著時間變遷？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 

 
圖 5.4.1-1 導覽計畫一腳踏車動線 

導覽計畫一的主要目的是，讓在左岸騎腳踏車的散客快速對頭前溪的景觀、

生態、文史脈絡產生感受，並提供這些散客未來可以深入瞭解頭前溪文史生態資

源的參考方案(引導至導覽計畫二或三)。次要目的共有四項，每項都可配合一個完

整的自行車主題路線，時間長度約為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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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行車道周邊有許多野生動植物棲息，人們可以透過降低環境干擾、怎

麼 樣跟這些動植物共存？ 

1.2. 新竹左岸的水環境改善成果有哪些？提供什麼樣的重要服務？ 

1.3. 新竹左岸的重要河川景觀在哪裡？我們要怎麼親近它們？ 

1.4. 以前的新竹左岸是甚麼模樣？地景如何隨著時間變遷？為什麼會有這樣

的改變？ 

本生態導覽計畫預計以硬體解說牌做為主要互動媒介，可將解說牌設置於頭

前溪沿岸重要景觀點位或是腳踏車休憩點。解說牌內容主要以能夠引起來者共鳴

與呼應的文字和圖片呈現，來訪者可搭配解說牌內容與現地景觀進行觀察與探索，

並透過QR Code延伸連結至新竹市生態情報地圖網站、下載導覽路線圖及其他相關

資料，提供來訪者延伸探索的資源。結束探索後也能透過解說牌指引至下一個地

點。 

5.4.2 導覽計畫二：河圳歷史風貌－穿梭古今新竹左岸 
本導覽計畫的主要目標對象是就學中的新竹市民。例如：高中、國中、國小的

學齡青少年及兒童。以及對認識新竹歷史有興趣的民眾。例如：新竹縣市居民、新

移入的市民、遊客、參訪團體、學習團體。準此，本導覽計畫透過淺顯的解說，讓

參與者瞭解新竹市與頭前溪的關聯性，透過歷史現場踏查，瞭解河川、水圳的開鑿

與竹塹歷史的發展過程。其意義在使民眾經由對過去歷史的認知，深刻體悟河川、

水圳在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進而理解水圳、河川整治對民眾生活帶來的歷史

及現代意義。 

本導覽計畫共包含九個主要的導覽點位，透過行腳踏查，穿梭古今，瞭解從過 
去到現在，竹塹發展與頭前溪的關係。藉由現地觀察與解說，瞭解河川、水圳、 都
市風貌的變遷，激發市民與參與者對過去的認同、對河川的情感，思考都市中 河
川、溝渠的角色，進一步認同「親水」設施、工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路線圖如圖

5.4.2-1，即為新竹火車站—新竹城迎曦門—護城河親水公園—中央公園—隆恩圳

親水公 園—三民公園—新竹水道取水口展示館—指源宮—頭前溪河濱公園，由市

中心而至頭前溪畔，約2個半天之導覽行腳行程。 

導覽計畫二的主要目的是，從繁華的新竹市中心，順著百年開鑿的隆恩圳，走

到孕育新竹成長的頭前溪，透過行腳踏查，深入瞭解新竹百年來的歷史變遷。從科

技現代的新竹，認識百年前「求一樹就蔭不得」的荒涼情景，體會水圳的興建，帶

來農業的興起，水資源對於城市變遷的重要性，反省並察覺人與河川的緊密關係。

次要目的共有三項，包括：瞭解新竹的歷史發展、理解水圳開鑿與新竹發展變遷的

關係、認同水資源在人與城市發展中的重要性。這三項主題提供整體的環境觀點，

以強化本導覽計畫之全面性與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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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導覽計畫以解說為主，故需要掌握基礎解說能力訓練的解說人員(如大專院

校歷史、文化科系相關背景者；各級學校教師；地方文史工作者；新竹市政府各局

處解說志工。 

 
圖 5.4.2-1 導覽計畫二步行動線 

5.4.3 導覽計畫三：與河交朋友-認識新竹左岸的生態地景 
這項導覽計畫的主要對象，是對於自然觀察、環境教育、在地環境議題有興趣

的在地關注團體。包括各級高中小學、親子共學團體、社區組織等。也包括外縣市

或中央部會進行水環境改善計畫參訪交流、對於新竹左岸生態環境/物種有興趣的

關注團體等。 

透過導覽人員的解說，可以讓參與者認知頭前溪的各項議題與我們切身相關，

並建立正確的知識內容，能夠清晰思考頭前溪的環境議題。過程中，發展參與者對

於頭前溪的認同與正面態度，深化自然環境倫理價值觀，進而轉化為具體的行為

改變或更多行動中。活動亦透過簡易自然觀察工具的教學，使參與者具備更多主

動參與行動的機會與能力。 

這一項導覽計畫屬於較為深入探討各項主題的方案，故以固定點位進行導覽

活動或執行教案為主。各活動或教案內容，即為本導覽計畫內的次要目的，簡述如

表5.4.3-1，圖說如圖5.4.3-1(因排版緣故不納入次要目的項次10)。每個次要目的均

可發展為約2小時的導覽活動或教案。相關團體可瀏覽感興趣的教案內容，配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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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導覽需求選擇2-3項，並搭配地圖與生態資料庫等資源形成完整且切合地景的導

覽行程。 

表 5.4.3-1 導覽計畫三次要目的與說明一覽 

項次 次要目的 
(即導覽主題) 說明 

1 淨化頭前溪 
新竹左岸為河川高灘地，是污水進入頭前溪主流前最後一個淨化處理位置、也是

新竹縣市自來水的取水處，因此需要明確理解目前的水汙染經營管理策略，並思

考可行的改善方向。 

2 尋找臺灣大豆 新竹左岸的重要植物資源是原生草地植物，其中包含臺灣大豆，因此我們可以用

各種方式留意左岸的植物生長狀況。 

3 夜訪蝙蝠 新竹左岸是很多蝙蝠的重要覓食場所，因此我們需要盡可能的維護此處棲地的自

然度。 

4 縫補動物棲地 新竹左岸有白鼻心等野生動物活動，我們應該要留意棲地的連結，不要餵食或接

近流浪犬貓防止其干擾野生動物活動，並想辦法修補濱溪綠帶的縫隙。 

5 探尋溪畔螢光 新竹左岸有臺灣窗螢的族群，因此我們要盡可能的降低燈光的干擾，並避開擾動

窗螢喜歡的棲地環境。 

6 
頭前溪的 
強勢新居民 

新竹左岸有許多外來物種分布，其中有些是非常強勢的外來物種。我們要對這些

外來物種保持關注，並透過適當的方法移除它們。 

7 豆腐岩是何物 新竹左岸的釣魚、淨溪點位，分布在既有的河川構造物附近，我們可以透過這些

路線下切到主流，來瞭解河川與人們的關係，並把垃圾移出頭前溪。 

8 
頭前溪畔的 
公民科學家 

新竹左岸有很多鳥類居住，或暫時利用這裡的棲地。我們可以利用一些方便的

APP，查詢左岸在不同季節、位置可以看到的鳥類。我們應該要推動棲地環境的

長期營造措施，讓更多鳥類可以棲息。 

9 灘地蟹類觀察 
新竹左岸下游灘地的蟹類種類豐富，也有各種感潮帶的生物棲息。特別是我們在

此發現「粗腿擬瘦招潮蟹」與「麗彩擬瘦招潮蟹」兩種於臺灣較少見的美麗招潮

蟹物種。 

10 溪與人之間 

新竹左岸的主流路中，有許多採集、垂釣的人，他們在垂釣中獲得樂趣，或透過

捕撈魚蝦蟹貝獲得收入。環境的變遷，如高灘地利用形式的變化、廢污水的汙

染、跨河構造物影響物種上溯，都對這些人們造成或正或反的影響。因此，我們

可以更親近這些提供了許多可以互動與觀察生物的機會。 

 
圖 5.4.3-1 各導覽主題一覽圖 

上述的導覽主題，分別可透過議題討論、自然觀察及實際操作進行互動。「淨

化頭前溪」、「縫補動物棲地」、「頭前溪的強勢新居民」以及「溪與人之間」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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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性較強，可藉由現地觀察與解說，瞭解議題發生的現況與整體脈絡，藉由互動式

討論與問答，釐清議題的關鍵因素，激發參與者思考與討論可能的改善方案。「尋

找臺灣大豆」、「探尋溪畔螢光」以及「灘地蟹類觀察」則是以自然觀察為主軸，

在導覽人員的解說與引導下細細觀察物種的樣貌與構造，瞭解其對於頭前溪生態

的重要性，延伸物種保育與棲地復育之概念。此外，其他主題則可以進一步進行實

際操作，加深認同感與參與感。「夜訪蝙蝠」運用實際進行生態調查之超音波儀器

進行感測，搭配解說深入瞭解蝙蝠的生態習性與棲地。「豆腐岩是何物」藉由實際

帶領參與者下切到主流，觀察溪中的人工構造物，從不同的角度認識頭前溪，透過

解說瞭解河與人的關係，同時賦予行動將垃圾移除。「頭前溪畔的公民科學家」搭

配公民科學APP進行，不僅可查詢曾在新竹左岸出現的生物紀錄，也可鼓勵參與者

將自己的觀察紀錄上傳，為累積生態調查資料盡一份心力。 

5.5 工作成果公開 
(1) 於中研院資料寄存所進行階段成果資料公開 

本計畫已經於建置的中研院資料寄存所內開設計畫專案，進行公開資料作

業。現階段已於專案下建置「計畫資訊」、「歷史資料盤點與詮釋」、「水環

境改善計畫第2-3批次新竹市頭前溪左岸景觀工程平面配置圖套疊」、「2020-
09-13新竹市頭前溪無人載具航攝影像」、「生態情報地圖及導覽計畫資料」等

5個資料夾，分別放置計畫範圍圖層、各場次水環境工作坊簡報檔案、過去批

次工程規劃圖套疊於地理資訊系統中的專案成果、以及109年9月13日以無人載

具進行頭前溪航拍的影像成果等等。如圖5.5-1。 

 
圖 5.5-1 資料寄存所專案頁面示意與連結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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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寄存所網站因可存放之資料較多，且具有表格、圖資的簡易閱覽器，

故本計畫將公開資料主要存放於此，以提供對於新竹左岸或頭前溪流域內的環

境治理、生態文史資料運用有興趣的關注人士下載運用，更可提供後續主辦機

關利用，以利檔案管理。置於資料寄存所網站中的資料集清單與每月更新概況，

請見表5.5-1說明。本計畫每月均更新其中內容，符合本計畫合約之規範。 

表 5.5-1 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專案資料集與更新進度一覽表 

項次 資料集/資料名稱 連結 說明 

1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

地圖及環境教育網

絡建置計畫－計畫

資訊 

https://data.depositar.
io/zh_TW/dataset/hc
c_tcr_ecomap_2020-
01 

此資料集彙整本計畫的工作範圍 KML 檔及歷次

工作坊簡報檔、工作坊記錄和出版書冊 PDF 檔。 

 
*109 年 6 月份建置。8、9、10、11 月份更新資

料。 

2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

地圖及環境教育網

絡建置計畫－歷史

生態資料盤點與詮

釋 

https://data.depositar.
io/zh_TW/dataset/hc
c_tcr_ecomap_2020-
02 

此資料集包含本計畫使用 Zotero 文獻管理軟體彙

整的文史及生態的文獻資料，匯出 CSV 和 RIS
格式，方便使用者利用各種文獻管理軟體匯入應

用。 

 
*109 年 7 月份建置，12 月份更新資料。 

3 2020-09-13 新竹

市頭前溪無人載具

航攝影像 

https://data.depositar.
io/zh_TW/dataset/hc
c_tcr_ecomap_2020-
03 

此資料集為 2020-09-13 以無人載具航拍新竹市頭

前溪，經計算處理產生的影像資料，包含發布於

Open Aerial Map 的正射影像下載連結，及保存於

研究資料寄存所的 Google Earth 圖磚縮檔。 

 
*109 年 9 月份建置。 

4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

地圖及環境教育網

絡建置計畫－生態

情報地圖與導覽計

畫資料 

https://data.depositar.
io/zh_TW/dataset/hc
c_tcr_ecomap_2020-
04 

本資料集放置計畫產出的生態情報圖，包括完整

gpkg、kmz 格式的生態情報圖地理圖資；生態導

覽計畫文件與相關點位、路線盤點；以及計畫內

進行生態調查的生物觀察記錄彙整。 

 
*109 年 11 月份建置、12 月份更新資料。 

5 水環境改善計畫第

2-3 批次新竹市頭

前溪左岸景觀工程

平面配置圖套疊 

https://data.depositar.
io/zh_TW/dataset/hc
c_tcr_ecomap_2020-
05 

資料集為新竹市環保局提供的水環境改善計畫第

2-3 批次新竹市頭前溪左岸景觀工程平面配置

圖，處理成可使用 Google Eath Pro 電腦軟體開啟

的影像套疊，方便民眾瀏覽工程平面配置和調整

影像透明度以比對 Google 衛星影像。 

 
*109 年 8 月份建置。 



 205 

各種資料內容中，較具一般民眾、環境教育工作者等對象使用之效益者，

亦納入本計畫所建置之生態情報資料庫系統內「互動導覽情報地圖」內呈現。

非GIS圖資者，於「環境教育專區」提供檔案下載。相關說明請見本報告書第

4.3節內容。 

 (2) 透過iNaturalist進行計畫內公民科學資料整理與視覺化 

本計畫內以推廣iNaturalist作為未來公民參與的核心，並於本計畫建置網站的

環境教育專區內，利用介接iNaturalist資料庫持續更新網站內的生物多樣性觀察資

料 。 本 計 畫 已 於 iNaturalist 中 建 立 頭 前 溪 左 岸 自 然 觀 察 專 案

(https://www.inaturalist.org/projects/f1ab8d38-d518-40c5-9e7a-c5243f28d760)，民眾

可藉由該專案回饋現地生態資訊及照片，並將該專案資料透過介接服務回饋系統

查詢或GIS進行呈現。本計畫內生態調查有部分照片透過此專案上傳iNaturalist，均

已加入本計畫名稱標籤作為區隔。 

5.6 刊物製作印刷 
(1) 生態情報調查彙整之出版品50本，其規格與大綱簡介如下，封面視覺請見圖5.6-
1，拉頁地圖請見圖5.6-2。出版品文案完整內容請見附錄二十四。 

(a) 標題：頭前溪：說古道今、生態文史、暢快漫遊 

(b) 閱讀受眾：本出版品集結此計畫內容摘要成果，以關注新竹左岸生態、

文史以及環境議題之一般民眾、團體、機關為主要閱讀受眾，運用較為正式

的書寫方式，提供深入且詳細的新竹左岸資訊。本出版品可做為推廣教育文

宣的延伸閱讀，使讀者完整瞭解新竹左岸的議題發展脈絡與目前的行動，促

進更多的交流對話與行動參與。 

(c) 製作內容：生態情報地圖調查成果、整體規劃願景內容、階段性成果、

公私協力工作坊內容。 

(d) 成冊形式：全彩膠裝成冊，含圖文美編、中英文文字編輯 

(e) 頁次：80頁次以內，148.5mm*210mm 

(f) 各章節內容： 
一 序幕 計畫緣起、整體規劃願景等資訊 

二 講古 地名、文史、地景變遷介紹 

三 道今 生態情報地圖調查成果彙整：以拉頁地圖方式呈

現該區段可見之景色及生態資源 

四 危機 介紹計畫內盤點到的生態議題 

五 頭前溪 我們做的努力 說明各場工作坊記錄與階段性成果 

六 守護頭前溪 我們還可以做更多 說明計畫內保育對策規劃願景與相關內容 

https://www.inaturalist.org/projects/f1ab8d38-d518-40c5-9e7a-c5243f28d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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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1 兩冊刊物封面視覺 

(2) 推廣教育文宣200冊，封面視覺請見圖5.6-1，拉頁地圖請見圖5.6-2。 

(a) 標題：頭前溪溪遊趣 

(b) 閱讀受眾：以無生態文史背景或對於頭前溪流域環境幾無瞭解的一般民

眾為主要閱讀受眾，運用平易近人的書寫風格改寫前述出版品為生動活潑的

版本，深入淺出地介紹新竹左岸文史與生態環境，進而促進對話與對於地方

知識的興趣發展。此推廣教育文宣可定位為親近、瞭解新竹左岸的起點，在

有初步認知後，可進一步閱讀前述出版品獲取更多資訊，進而對新竹左岸有

更多理解與行動。惟本文宣仍有較長篇幅的文字敘述，須具備一定程度的閱

讀能力，因此對象仍以國小六年級以上學童與成人為主。 

(c) 製作內容：精簡生態情報地圖調查成果、整體規劃願景內容、階段性成

果、公私協力工作坊等內容。推廣教育文宣文案完整內容請見附錄二十五。 

(d) 成冊形式：全彩膠裝成冊，含圖文美編、中英文文字編輯 

(e) 頁次：20-30頁次 

(f) 各章節內容： 
一 序 簡要介紹計畫緣起與願景 

二 頭前溪 古早史 地名、文史、地景變遷的簡要介紹 

三 頭前溪 生態遊 生態情報地圖調查成果的精簡說明，並以地圖方式呈現該區

段可見到景色及生態資源 

四 頭前溪 危機 簡要介紹計畫內盤點之生態議題與工作坊蒐集意見 

五 守護 頭前溪 簡要提供計畫內規劃願景與內容的說明 

六 頭前溪 動動腦 以生動 QA形式強化閱讀者對於頭前溪生態文史資源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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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更多 頭前溪 說明本計劃 

 
圖 5.6-2 拉頁地圖一覽 

5.7 小結 
建置公私協力網絡做為強化新竹左岸生態保育對策的重要環節，本計畫透過

辦理水環境工作坊、規劃生態導覽計畫以及製作刊物等具體工作項目使之完備。

本計畫透過8場水環境工作坊，積極連結不同類型的權益關係人，依據其可能在新

竹左岸生態保育扮演的角色，將之納入新竹左岸環境治理的協力社群。過程中，逐

漸辨識與聚焦新竹左岸的自然保育與環境議題，凝聚權益關係人之間的共識，持

續累積關注量能。同時，強化在地社區與關注團體實際參與頭前溪自然觀察乃至

於環境治理的能力，並促成跨權責單位的交流與溝通，提出頭前溪流域公私協力

治理平台之開端。 

此外，新竹左岸水環境教育素材豐富，為使讓在地居民與遊客深入瞭解新竹

左岸，本計畫將生態與文史調查成果轉化為三份具體的生態導覽計畫，分別針對

不同類型的來訪者，提供適合的活動形式與內容。此三份生態導覽計畫可做為新

竹左岸環境教育發展之基礎架構，每份計畫可再延伸擴增內容，公開提供予致力

於新竹左岸環境文史教育之團體與個人運用，提升在地民眾參與推廣水環境教育

之程度。 

而為使關注新竹左岸之公民皆可便捷地運用上述成果資料，本計畫於中央研

究院資料寄存所開設專案，存放各項工作產出。最後，本計畫亦萃取成果重點製作

新竹左岸的書冊，除了做為紀錄之用，亦將新竹左岸持續向外推廣。整體而言，新

竹左岸的公私協力網絡透過環境教育與環境議題參與，強化在地社區與關注公民

團體的量能，納入新竹左岸未來的經營管理框架中，朝向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兼

顧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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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本章節工作成果回應邀標書工作項目「建立公私協力網絡」，條列

成果如下： 

(1) 辦理NGO意見交流工作坊2場、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2場、教育訓練工作坊4場，

共計8場水環境工作坊、參與289人次。達到盤點關注團體、凝聚地方共識、釐清議

題、在地培力等成效。 

(2) 基於生態調查與工作坊成果，研擬三項可實際操作之生態導覽計畫(與河同行、

河圳歷史風貌、與河交朋友)，包含大綱、導覽目的與教育意義、參與人數、導覽

路線規劃、解說內容、互動活動說明、相關設備需求。 

(3) 定期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公開階段性成果。 

(4) 編撰刊物兩冊，「頭前溪－說古道今、生態文史、暢快漫遊」為生態情報調查

彙整出版品，內容包含新竹左岸生態文史資料、規劃、願景；「頭前溪溪遊趣」為

推廣教育文宣，以平易近人風格書寫新竹左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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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 
6.1 計畫課題分析 

經濟部水利署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在108年8月5日簽署「國土生態保育

綠色網絡合作協議」，展開跨機關及NGO的跨域公私協力工作。其中強調棲地維

護與生態網絡之串連，對於水資源與生態環境至關重要，應跨域合作協力建構人

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永續環境。為達到水環境及國土生態綠網永續發展，進行跨機

關合作，並透過共同行動，雙方認同下列條款：(1)構築生態網絡合作平台及定期

召開會議、(2)共享河川情勢及生態調查資源資料、(3)推動河川生態廊道網絡串連、

(4)促進跨機關計畫合作與生態保育教育宣導。此協議明確定位河川廊道生命力與

生態系服務功能對國土生態綠網之重要性，以及跨部會合作對維持河川上游到下

游棲地與生態網絡完整性，實屬必要。水環境改善計畫作為水利署重要施政項目

之一環，與區域國土綠網銜接，將強化兩者投注的保育能量，強化河川生命力。 

新竹林區管理處(下稱新竹林管處)「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

調查」(新竹林管處，2020)，提出新竹林管處經管區域之生態綠網區域網絡的在地

發展策略。於新竹林管處之計畫中，協助發展與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的操作模

式可對接、彌補的分析與調查工作，建構空間生態資訊、應用平台與合作機制，協

調跨專業與機關的合作，鼓勵民眾參與以蒐集生態情資，進而擬定棲地保護與廊

道串聯的成效評估指標，並提供「國土計畫法」後續考量分區的資料需求。 

於上述「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新竹林管處，2020)
中，可發現頭前溪中下游兩岸，多為人為干擾較強的開發地區。但觀察過往頭前溪

本段的地景變遷(圖2.4.1-3)，若能積極規劃此區成為區域生態廊道，可修補新竹區

域綠網於此的缺口。然既有國土綠網盤點工作因地理尺度較大，不易處理小範圍

棲地環境分析。本計畫透過生態調查、棲地圖調繪、文史資訊以及公私協力成果的

累積，利用「中小尺度生態情報地圖進行棲地盤點」與「以環境教育協力網絡銜接

國土綠網機制」、「研擬新竹左岸重要棲地保育對策」等三個工作方法，銜接新竹

左岸水環境改善計畫與國土綠網規劃。 

6.2 工作方法 
新竹區域綠網計畫之階段成果中，已指認計畫範圍西南側香山一帶海岸與近

海區域為綠網核心區域。頭前溪水系因缺少水域棲地之評估資料，被列為待評估

之水域廊道。因計畫範圍與香山一帶核心區域相鄰，且有17公里海岸風景區之防

風林帶做為連結(圖6.2-1)，故計畫區與核心區間雖為都會區地景所包圍，但計畫區

內可擴大自然棲地面積，以及營造點狀之自然棲地，仍可提供移動能力高之生物

利用，做為跳島式廊道之連結。準此，本計畫以「中小尺度生態情報地圖進行棲地

盤點」與「以環境教育協力網絡銜接國土綠網機制」兩工作項目，進行綜合的資訊

盤點，並由「研擬新竹左岸重要棲地保育對策」工作項目擬具方案說明，進而銜接

新竹區域綠網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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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修改自：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新竹林區管理處，2020) 

圖 6.2-1 擴大水域廊道周邊自然棲地可做為核心棲地之點狀連結 

6.2.1 中小尺度生態情報地圖進行棲地盤點 

 
圖 6.2.1-1 生態情報地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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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2 生態情報地圖產出流程 

頭前溪流域內雖有豐富生態調查盤點工作成果，然不同物種、棲地調查資料

缺乏整合及細緻分析、可再參考及應用價值低；又本計畫回顧過往自然資源盤點

成果，其調查、盤點尺度均較本計畫範圍為大，細節較不足，對頭前溪流域內環境

管理貢獻有限，難以回饋主管機關用作後續保育對策及治理工程擬定。 

本計畫整合案內各項工作項目產出成果，包含生態文獻資料、地景資料、現地

調查資料及各種點狀與面狀圖像資料，產出結合重要物種及棲地分布的生態情報

圖(如圖6.2.1-1範例)，方可進一步的應用，盤點出生態議題並研擬對策，產出實務

可行的建議方案，持續推動相關治理計畫及保育對策。於本計畫內，將整理各關注

物種、棲地，盤點調查成果與相關資訊，產出工作範圍內的詳細生態情報地圖，交

付主辦單位未來推動新竹左岸之環境營造維護管理工作使用。 

本計畫參考「生態保育綠色網絡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新竹林管處，

2020)調查成果，並利用國土利用調查圖成果，繪製基地範圍內初階棲地分布圖為

圖2.4.1-3，可作為現地棲地調查的基礎，並指引動物、植物、水域生物普查、關鍵

物種調查的樣線樣區規劃。本計畫內各種調查成果整合，經專業評估檢討後，可依

據不同復育與管理標的，套疊成為中小尺度之生態情報圖(如圖6.2.1-2)。本計畫內

生態情報圖以工作範圍內棲地連結、復育之規劃作為主要目標。透過盤點棲地規

劃與評估，綜合物種分布與棲地品質、棲地特徵以及公民關注區域等資訊，生態情

報圖將明確標示關注物種、明確定義植被分類及棲地使用方式等等，並衍伸管理

治理建議，提供主辦單位於第四批次及後續的水環境改善計畫內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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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以環境教育協力網絡銜接國土綠網機制 
國土綠網與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之共通精神為跨域合作與資訊公開。本計畫

執行期程中，曾與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合作辦理109年8月30日之NGO意見交流

工作坊，以台中荒野分會於筏子溪的流域治理與公民參與作為分享引子，並由新

竹荒野分會、在地關注水環境團體回饋頭前溪流域的水域環境可以有效交流對於

頭前溪未來的治理想像，強化新竹左岸公私協力網絡的遠景規劃。 

有鑑於新竹區域綠網計畫中的保育策略擬定主要以迫切需要保育的物種與棲

地為優先指認對象，準此，頭前溪下游人為開發較強的區段，尚缺乏生態保育盤點

方案，亦尚未指認重要的環境治理議題。本工作項目內以水環境工作坊的參與者

為基礎，提供主辦單位未來於新竹左岸水環境計畫的環境教育網絡發展草案，繼

而銜接國土綠網「營造友善、融入社區文化與參與之社會-生產-生態地景與海景，

以促進永續發展」的政策目標(農委會林務局，2018:60)。 

6.2.3 研擬新竹左岸重要棲地保育對策 
依據本計畫盤點之生態情報地圖、相關文獻資源、以及水環境工作坊等成果，

本計畫綜合研擬未來可於新竹左岸推動之重要棲地保育策略。本工作項目內的策

略擬定，將參考過往新竹市所提擬之水環境改善計畫內容方針，以「新生荒野、環

地於河」的概念作為基礎，分別就生態環境改善、棲地復育、民眾參與等不同項目，

擬定計畫內容、實施步驟、實施範圍、相關設施、所需經費、難易分析。這些策略

將可成為未來委託單位提出與國土綠網計畫對接的主要工作方針，並對應國土綠

網計畫內「以東西向河川、綠帶連結山脈、平原至海岸，編織成「森、川、里、海」

國土生物安全網」的標的(農委會林務局，2018:40)。 

6.3 中小尺度生態情報地圖進行棲地盤點 
本計畫整合文獻蒐集、生態調查、資源盤點成果，並彙整工作範圍周邊的生態

資源，以地理資訊軟體進行套疊彙整。產製的生態情報地圖，以兩種格式發佈，其

一為包含圖層樣式與座標系統的gpkg格式(建議利用QGIS開啟)、以及統一轉換為

WGS84座標系統、包含圖層樣式的kmz格式(可透過Google Earth Pro開啟)。此二格

式均為開放地理資訊編碼格式，可提供具有地理資訊系統(GIS)操作能力的公眾、

關注團體，以及環境治理主管機關參考運用。然因Google Earth Pro並不適用於開

啟大量資料，生態情報地圖中流水號35、36二圖層，因觀測記錄數量較多，載入

Google Earth Pro恐造成系統負荷過大，故不納入於kmz格式內。 

除利用上述二格式發佈以外，生態情報地圖的部分圖層內容，具有環境教育、

遊憩利用之意義者，亦呈現於本計畫「生態情報資料庫」的互動地圖內，以提供不

諳GIS操作之一般大眾閱覽、查詢，該資料庫圖層列表請見本報告第五章。 

生態情報地圖之圖層列表與說明，請見表6.3-1。以下依據圖層分類，詳細說

明生態情報地圖之內容與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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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生態情報地圖彙整圖層一覽表 
分類 流水號 圖層名稱 內容簡述 版本 引用出處 

計畫基礎圖資 

1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

建置計畫工作範圍 
本計畫定義「新竹左岸」之生態調查、資

源盤點之工作範圍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 

2 左岸入口點位 進出左岸高灘地的出入口一覽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 

3 工作範圍外推5KM_buffer5KM 工作範圍往外5公里範圍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 

4 工作範圍外推2KM_buffer2KM 工作範圍往外2公里範圍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 

5 基地範圍簡易分區圖層 依據橋樑、排水位置劃設之簡易分區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2.1節 

生態與棲地 

調查成果 

6 動植物水域調查成果資料集 
彙整計畫內陸域動物、水域生物完整調查

成果，除訪談資料之外，全數納入發佈；

植物僅記錄關鍵物種分布。 

2020.12.29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第四章。另

見本報告附錄八、十、十一、十

二、十三 
7 臺灣窗螢分布點位 彙整計畫內臺灣窗螢出現點位。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5.2節 

8 關注植物分布點位 彙整計畫內植物關注物種出現點位。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4.3節 

9 關注動物分布點位 彙整計畫內保育類野生動物出現點位。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3.1節 

10 特有、保育類或其他關注物種分布 彙整不同關注議題之各類群出現點位。 2021.01.06 本計畫建置 

11 野生動物自動相機設置點位 計畫內自動相機設置位置與編號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2.1節 

12 2020年9月螢火蟲調查樣線規劃 計畫內螢火蟲調查樣線位置一覽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2.3節 

13 水域生物調查樣站點位 計畫內水域生物調查樣站位置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2.3節 

14 執行軟硬體設施盤點之點位 計畫內軟硬體設施盤點位置一覽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2.4節 

15 臺灣窗螢潛在棲地評估 臺灣窗螢調查成果套疊棲地調繪成果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5.2節 

16 灘地蟹類棲地分類與優勢物種 灘地蟹類之棲地分類與各棲地優勢物種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2.3節 

17 棲地調查結果總表含品質分級 計畫內棲地調查與品質評估成果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4.1節 

18 關注棲地議題分類一覽 計畫內棲地關注棲地之議題分類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4.1節 

解說資源 

19 遊憩資源點位資料集 工作範圍內遊憩資源點位彙整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6.4節 

20 解說資源點位資料集 工作範圍內環教解說資源點位、關連議題

彙整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6.4節 

21 腳踏車道_2020年9月現況 由正射影像及三四批次工程平面圖數化之

腳踏車道位置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 

22 360全景照片與聲景 計畫內拍攝之360全景照片與聲景連結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6.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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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流水號 圖層名稱 內容簡述 版本 引用出處 

水環境生態友善 

措施建議 

23 親水活動與淨溪優先推動範圍建議 計畫內盤點之親水、淨溪優先推動範圍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7.8節 

24 臺灣大豆保全範圍說明 計畫內臺灣大豆保全範圍之劃設建議，於

109.11.13提供第四批次設計廠商參考 2020.11.09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附錄十六 

25 水質監測與改善優先建議範圍 計畫內推動水質監測與改善優先範圍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7.8節 

26 原生植物棲地保全建議範圍 計畫內評估之原生植物棲地保全範圍，於

109.11.13提供第四批次設計廠商參考 2020.11.09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附錄十六 

27 動物廊道節點位置盤點 計畫內盤點濱溪動物廊道遭切割之節點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7.2節 

28 互花米草移除建議區域 計畫內記錄到互花米草並建議移除區域 2020.11.21 本計畫建置，本報告3.4.3節 

政府公開資料與 

資料庫查詢 

29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計畫周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 2016.10.01 
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料

開放平台 

30 重要野鳥棲地 計畫周邊重要野鳥棲地範圍 2020.03.10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建置，引自農

委會農業綠能發展資訊網 
31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計畫周邊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 2020.01.10 水利署，水利地理資訊服務平台 

32 水庫集水區 計畫周邊水庫集水區範圍 2020.04.20 水利署，水利地理資訊服務平台 

33 國家或地方級重要濕地 計畫周邊重要濕地範圍 2019.07.18 
內政部資訊中心，地理資訊圖資

雲服務平台 
34 全國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計畫周邊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 2018.10.05 環保署，環境品質資料庫 

35 全台保安林分布概略圖 計畫周邊保安林地分布範圍 2019.01.20 
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料

開放平台 
36* TBN觀測資料_計畫範圍外推2KM 由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下載之計畫工作範

圍內以及外推2公里之物種觀測資料 2020.10.23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生

物多樣性網絡 37* TBN觀測資料_計畫範圍內 

* 未收入kmz格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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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 生態情報地圖：生態調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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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 生態情報地圖：生態調查與棲地分類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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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3 生態情報地圖：解說資源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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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 生態情報地圖：水環境生態友善措施一覽 



 219 

 
圖 6.3-5 生態情報地圖：計畫周邊政府公開資訊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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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的生態情報地圖內圖層繁多，不易於單張圖面內呈現。另依據圖層內

容區分為「計畫基礎圖資」、「生態與棲地調查成果」、「解說資源」、「水環境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與「政府公開資料與資料庫查詢」等五分類。 

6.3.1 計畫基礎圖資 
本分類屬本計畫框範工作範圍、界定後續資料庫搜尋操作或與本計畫之動線、

後續調查規劃相關的圖層。於生態情報地圖內收納計畫範圍線、計畫範圍外推2公
里與5公里範圍線、左岸自行車道或人行出入口、以及計畫內簡易分區圖例等。本

分類內的圖層為界定計畫成果與展示的主要依據，提供委託單位與關注團體瞭解

本案努力量與成果輸出。 

因本分類內圖資已重複呈現於報告內各地圖中，故於本節不再重複提供。 

6.3.2 生態與棲地調查成果 
本計畫第四章生態調查、棲地調繪之成果，主要彙整於本分類中，包括調查規

劃、所有具有座標點位的動物、植物、水域物種調查成果、棲地調繪與分類的成果、

以及本計畫內關注物種的調查成果。此外，這一分類也彙整計畫內執行軟硬體設

施空間盤點的位置。這一份資料分類，將可提供未來研究者、一般民眾、關注團體、

環境主管機關運用，以發展生態解說課程、長期棲地守護規劃、環境變遷研究、環

境復育計畫擬定等作為。 

本分類內部分圖層展示，請見圖6.3-1與圖6.3-2。圖6.3-1彙整計畫內生態調查

規劃方案，如動物調查樣區分類、水域生物調查樣站、以及螢火蟲調查樣線規劃等

等，提供未來相關研究或環境資源盤點可複製操作的標準。圖6.3-2則呈現本計畫

內關注植物如臺灣大豆、臺灣鐵莧等物種、保育類野生動物、臺灣窗螢分布的位

置，以及棲地調查的分類成果。圖6.3-2為本計畫的重要成果，基於本圖，可以確實

盤點未來在規劃與其他治理行為內，應首要迴避關注棲地之空間、以及可以採取

積極行動來修復受損棲地的位置(參考本報告第3.4.1節)。本計畫基於這些生態情報

圖層，已於109年10月6日「前期規劃設計生態考量面相工作會議」、109年10月21
日水環境工作坊、109年11月13日台生字第109043號函中，提出在工程規劃上的生

態友善措施建議(參考本報告第3.6.3節)。 

此外，野生動物廊道、螢火蟲潛在棲地、原生植被與稀有植物分布狀況等資訊

也於本分類與圖面中整合，未來當可透過此一資料，評估這些類群潛在棲地的變

遷狀況，進而作為環境維護管理工作的基礎。相關討論已產出為生態課題分析(參
考本報告3.7節)與保育對策(參考本報告6.5節)。 

6.3.3 解說資源 
本分類中的圖層內容，於圖6.3-3內呈現。包括「解說資源點位資料集」、「遊

憩資源點位資料集」、「全景影片與錄音」與「腳踏車道_2020年9月現況」等四個

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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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計畫中的現勘、資源盤點等工作項目，同步盤點出新竹左岸水環境計

畫範圍內，具有生態環境、鄉土文史教育、河相水文意涵的內容，整理於「解說資

源點位資料集」、「遊憩資源點位資料集」圖層內。本資料集欄位說明如本報告第

2.3.2節內容(表2.3.2-2、表2.3.2-3)，詳細資料集請見本報告附錄四與附錄五，在此

不再贅述。 

然本計畫彙整之解說點位空間資訊，除可用作環境教育推廣素材與位置以外，

還可回應「切合國土綠網」工作項目所提出之新竹左岸保育對策(詳下6.5節)，進行

未來的水環境改善或自然觀察監測。每個解說資源點位，均依據其空間狀態、生態

文史資訊，對應到本計畫擬定之新竹左岸保育對策(如圖6.3.3-1，envIssues欄位值)，
繼而使新竹左岸保育對策具有可行、明確的推展空間，提供給環境治理主管機關

或關注團體運用。 

 

圖 6.3.3-1 解說資源點位資料集操作示意圖 

此外，本計畫也彙整初步的腳踏車道路線與相關遊憩資源，提供未來規劃遊

覽路線使用。腳踏車道部分，現況無較為統一的官方空間資訊，故由本計畫依據

109年9月13日之正射影像進行數化。遊憩資源部分建置部分，已於本報告第2.3.2
節內說明，在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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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3-2 360 度全景照片與聲景影片播放示意與播放清單 

「360度全景照片與聲景」圖層，則是本計畫執行過程中，配合調查現勘等工

作，利用360度全景相機與多聲道麥克風，於具有新竹左岸環境代表性的點位記錄

全景靜態影像與聲景資料，再由影像處理軟體合成為影像檔(參考圖6.3.3-2與其內

QR code)。本計畫共於20個點位進行記錄，整理出21段全景影片(其中一部分點位

包含日、夜間兩個時段，詳參表6.3.3-1)。本批全景影片均已上傳至Youtube平台，

利用其全景影片播放功能(全景聲景部分，需配合耳機使用)作為未來現地導覽或室

內環境解說使用的重要資源。本圖層之完整播放清單請見此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XpTtJiHLn7TuV4t5I0DDeX53Zz8KoNG。 

表 6.3.3-1 全景影片與錄音記錄一覽表 

編號 地點與影像連結 日期 時間 日夜 經度 緯度 

1 頭前溪主流中山高下游柔性固床工 20200824 095619 白天 121.010556 24.812778 

2 頭前溪運動公園草生地 20200824 103411 白天 121.0102982 24.81194797 

3 柯子湖溪排水左岸近人工濕地圍堰 20200824 111500 白天 121.018333 24.805556 

4 柯子湖人工濕地近濱溪植被側 20200824 140138 白天 121.0132997 24.81101022 

5 頭前溪運動公園大草地中央 20200824 145125 白天 121.005 24.815556 

6 頭前溪運動公園棒球場與濱溪樹林間 A 20200825 065719 白天 121.0024615 24.81887458 

7 頭前溪運動公園棒球場與濱溪樹林間 B 20200825 073046 白天 121.001089 24.81968779 

8 頭前溪主流鐵路橋下柔性固床工 20200825 080546 白天 120.9973198 24.82149655 

9 頭前溪運動公園大草地近濱溪樹林側 20200914 193540 夜間 121.0078688 24.81485807 

10 頭前溪運動公園棒球場與濱溪樹林間 C 20200914 195549 夜間 121.0007411 24.81982681 

11 舊社大橋下濱溪植被帶 20200915 071150 白天 120.979477 24.82468824 

12 溪埔子濕地下游近湳雅堤防草生地 20200915 080037 白天 120.964426 24.82889617 

13 東大排水與頭前溪主流匯流口 20200915 091514 白天 120.957649 24.83084846 

14 
左岸自行車道與康樂里感潮排水溝交會

處 

20200915 095114 白天 120.9494492 24.83504701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XpTtJiHLn7TuV4t5I0DDeX53Zz8KoNG
https://youtu.be/7T48FC1ohQc
https://youtu.be/T3GoFJoALVg
https://youtu.be/M6ysb-xCCb0
https://youtu.be/lICxkhRMe8s
https://youtu.be/ZzeZzn2tWsE
https://youtu.be/beUfaQvpjTA
https://youtu.be/beUfaQvpjTA
https://youtu.be/ZRquGIHCa6U
https://youtu.be/ZRquGIHCa6U
https://youtu.be/KCy9JBykhWg
https://youtu.be/Z5xjeyJyLD4
https://youtu.be/shFZHv8onvE
https://youtu.be/shFZHv8onvE
https://youtu.be/dtTehADtdjk
https://youtu.be/sedPOKMb7IE
https://youtu.be/vE_65Q8-_aE
https://youtu.be/nCAjLVXG_ik
https://youtu.be/nCAjLVXG_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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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點與影像連結 日期 時間 日夜 經度 緯度 

15 舊港草原堤防 20200915 181442 夜間 120.9400016 24.84242198 

16 何姓溪匯流口腳踏車道轉彎處 A 20200915 184023 夜間 120.9429774 24.84065829 

17 何姓溪匯流口附近腳踏車道 A 20200915 191215 夜間 120.943327 24.84015895 

18 舊港大橋上游堤防 20200916 062141 白天 120.9412468 24.84188889 

19 何姓溪匯流口腳踏車道轉彎處 B 20200916 065008 白天 120.9429857 24.84065773 

20 何姓溪匯流口附近腳踏車道 B 20200916 081703 白天 120.9433221 24.83966546 

21 何姓溪匯流口附近低水護岸近主流處 20200916 084308 白天 120.9434174 24.84042587 

6.3.4 水環境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依據計畫內調查、盤點的生態資源，本計畫彙整出關注、自然、一般與不利棲

地等四個分類，內容已於本報告圖3.4.1-7內詳細說明。又本計畫依據委託單位之要

求，在瞭解新竹左岸第三、四批次的環境營造規劃後，分次將生態友善建議明確提

交委託單位與第三批次監造廠商與第四批次規劃廠商，進而討論規劃設計的生態

衝擊與補償方案。 

本分類彙整上述評估與補償方案，包括提出現有臺灣大豆的棲地保全區域、

以及互花米草移除建議區域、關注植物棲地建議保全範圍等三個圖層。另外，也包

括報告書內第3.7節內所盤點之親水活動與淨溪優先區域、動物廊道節點位置、以

及水質監測與改善優先建議範圍。詳細內容請見圖6.3-4。這些建議與區位盤點，

除提供新竹左岸第三、四批次水環境改善工程之生態友善建議之外，更可支持未

來短期內的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使提案目標可對應到具體的棲地改善行動，並

成為未來改善方案效益評估的基礎資料。 

臺灣大豆的棲地保全區域，是依據本計畫調查到的臺灣大豆分布位置，往外

部拓展至河川、人工設施(固床工、腳踏車道、馬路)之邊界，範圍內不應有工程擾

動、避免刈草、並每年定期監測範圍內與周邊的臺灣大豆生長狀況。 

互花米草為感潮帶灘地的外來物種，目前在新竹左岸的下游範圍內有少量族

群分布，為清除的最佳時機。 

關注植物建議棲地保全範圍，則是基於本計畫認定之關注植物調查(參考本報

告書第3.4.3節)與棲地調繪之成果認定，各棲地單元內被標示為關注棲地、或記錄

有關注植物物種者，都會被納入建議保全的範圍內。在臺灣大豆、臺灣鐵莧的棲地

以外，其餘關注植物物種建議棲地保全範圍，需留意：(1)避免不必要的工程擾動，

並應於各未來工程中辦理生態檢核時特別注意相關物種分布狀況；(2)若有工程擾

動，應配合進行表土保存與移置；(3)刈草作業以離路面1公尺外不刈草、離路面1
公尺內刈草頻率降低、且保留1/2之植物高度為原則；(4)配合刈草作業清除銀合歡、

平原菟蕬子、小花蔓澤蘭等強勢外來物種。 

https://youtu.be/KUfEtLaCSnM
https://youtu.be/oZf_9_tGj2w
https://youtu.be/oZf_9_tGj2w
https://youtu.be/fczFMcpC-z8
https://youtu.be/fczFMcpC-z8
https://youtu.be/kVv_R5SQbj0
https://youtu.be/K81D5Ru4Xbw
https://youtu.be/K81D5Ru4Xbw
https://youtu.be/TDzgmZKCaWI
https://youtu.be/TDzgmZKCaWI
https://youtu.be/p1Fz1uYR7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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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政府公開資料與資料庫查詢 
生態情報地圖內，亦收錄新竹左岸計畫範圍周邊的法定敏感及民間關注區域

圖資。圖資蒐集結果已於本報告書第2.4.1節說明，並於圖2.4.1-4呈現，於此不再贅

述。圖6.3-5僅呈現計畫範圍內相關的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以及飲用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範圍。 

另外，本計畫亦透過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下稱TBN)進行過去的生物觀測資料

蒐集。於109年10月23日，彙整計畫範圍內與計畫範圍外推2公里之觀測資料點位，

如圖6.3-5所示。 

6.4 以環境教育協力網絡銜接國土綠網機制 

6.4.1 透過水環境工作坊溝通環境教育協力網絡的建立方案 
本計畫目前已辦理8場次之水環境工作坊，透過工作坊與參與民眾溝通計畫內

執行之生態調查、軟硬體設施勘查、環境教育資源盤點、以及公民科學APP應用等

內容，詳細說明請見本報告書第5.3節與附錄二十一工作坊記錄彙整。這些工作坊

的邀請名單與參與名單，分別見本計畫書第5.3節與附錄二十二。 

透過各場次水環境工作坊，原計畫之首要連結的權益關係人，如水源社區發

展協會、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新竹市野鳥學會等關注團

體，以及新竹水道取水口博物館、客雅水資源環境教育中心、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內

水環境巡守與人工濕地管理業務承辦人員等主管機關或環境教育工作者，均有派

員參與瞭解。本計畫內的水環境工作坊中，兩場次的「NGO意見交流工作坊」，

以及一場次「教育訓練工作坊」的內容，是規劃來引導與會人員辨識頭前溪左岸的

環境議題、推進議題討論，進而發展未來新竹左岸推動環境教育的網絡關係資源。 

計畫內水環境工作坊的記錄已在本報告書第5.3節與附錄二十一呈現，在此簡

要說明三次與環境參與、意見交流相關的工作坊內容。 

(1) 109.08.06第一次意見交流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交流主題為「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的說明，並邀請不同的權益關係人參與交流討論，以理解本計畫所提供的服務，

並說明自身對於新竹左岸未來發展的想像。 

是次工作坊內的交流意見概述於表6.4.1-1，以在地社群而言，溪畔社區居

民與在地頭人較為關注環境品質與遊憩設施的提升；關注頭前溪治理之團體、

專家學者則強調生態復育的標的確認與地方居民參與的重要性；水環境治理主

管機關則認為需要回應在地居民的想像，也透過環境分區管理與自然觀察記錄

累積，讓未來人類活動與自然生態可以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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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1-1 第一次意見交流工作坊交流內容摘要整理 

權益關係人概略分類 意見內容摘要詮釋 

頭前溪畔社區居民 
與在地頭人 

1. 過往的豐富生態如何回復？ 
2. 誰能為我解答與物種、生態相關的問題？ 
3. 環境品質如何提昇？ 

關注頭前溪治理之 
團體、專家學者 

4. 在地居民會是生態環境復育的受益者，希望未來社區能

參與淨溪、環境品質提昇的活動。 
5. 建議確認頭前溪過往的生態狀況，並確認復育標的。 
6. 人口成長與開發對於頭前溪的負面影響應如何減輕？ 

新竹市政府與 
水環境顧問團隊 

7. 新竹左岸的自然觀察記錄累積，是未來發展在地小旅行

相關產業的重要資源。 
8. 新竹左岸可進行分區規劃利用，讓人的活動跟自然達到

共存的狀態。 

 (2) 109.08.30第二次意見交流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主要與荒野保護協會合作，透過對照臺中荒野筏子溪淨溪與新

竹荒野淨灘行動交流，反映出現在頭前溪環境治理中較為缺少的公民參與能量，

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案進行彌補，又可以與哪些公部門進行交流。 

工作坊內的意見摘要彙整於表6.4.1-2。對於荒野保護協會而言，較為關切

可以進入新竹左岸的空間與資訊回饋。其他關注團體則較關心與公部門的互動

應如何進行。專業環境治理、資訊或組織工作者者關心環境資料盤點的回饋與

公開形式。 

表 6.4.1-2 第二次意見交流工作坊交流內容摘要整理 
權益關係人概略分類 意見內容摘要詮釋 

荒野保護協會 
1. 應從源頭減少垃圾。淨溪、減塑等行動互相連結。 
2. 哪裡是適合淨溪或親水的地點？ 
3. 資訊怎麼回饋給關注團體？ 

其他關注頭前溪 
治理的團體 

4. 哪裡是垃圾較多的地點？ 
5. 在水質與垃圾問題的處理上，縣市政府的角色應明確，

並強化處理對策的經費挹注與監督。 
專業環境治理、資訊

或組織工作者 
6. 新竹對於頭前溪的垃圾、水質污染空間盤點，應更具體

且公開予大眾瞭解。 

 (3) 109.10.21 第三次教育訓練工作坊 

第三次教育訓練工作坊，本計畫邀請與新竹頭前溪左岸相關的環境治理主

管機關、關注團體與會。透過介紹計畫成果，協助與會團隊辨識左岸現階段的

生態議題與改善方向。更於此場工作坊內，邀請各機關或團隊構思未來左岸環

境治理的公私協力方向。與會單位皆樂觀認為公私協力平台的組織是重要的方

向，然由於不同體系公部門之間的合作模式不明、在地關注團體缺乏穩定自主

運作的能量等不利因素，此溝通平臺之建置尚需更多溝通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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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教育訓練工作坊的交流內容摘要整理於表6.4.1-3。新竹市政府與水

環境規劃、設計單位界定出其職責與環境治理的對策方案；頭前溪環境治理主

管機關則提出跨域交流以及議題範疇界定的重要性，並希望民間單位可以發起

討論。頭前溪環境的關注團體則指出民間團體希望能進一步參與環境治理課題，

但團體間的討論跟目標擬定，仍需要更多公開資訊與邀請。 

表 6.4.1-3 第三次教育訓練工作坊交流內容摘要整理 

權益關係人概略分類 意見內容摘要詮釋 

新竹市政府與水環境

規劃、設計單位 

1. 新竹左岸的規劃，是人們利用活動與生態的平衡點。 
2. 第四批次規劃以納入部分生態友善措施，後續的施工、維

管，需要生態專業或關注團隊參與以強化復育成效。 
3. 新竹市對於水污染的處理能力有限，需更多方支援合作。 

頭前溪環境治理 
主管機關(包括中央

單位與新竹縣) 

4. 認同頭前溪的生態與環境議題需要妥善的跨部門討論與合

作，進而促進整體的環境連結。 
5. 不同主管機關的業務、權責各異，需要精確的界定。 
6. 由民間主動發起的監督或議題推動也很重要，是公部門在

推動議題時的重要資源。 

頭前溪環境 
關注團體與民意代表 

7. 新竹左岸的生態情報很重要，需要公部門妥善進行資訊公

開與詮釋。 
8. 公部門的主動邀請，是頭前溪關注團體跨入環境治理討論

的重要支持。 
9. 民間團體在推動議題的能量與能力各異，整合焦點也需相

應時間與成本。 

綜合以上工作坊的意見摘要彙整，本計畫所舉辦的水環境工作坊，確有交流

之成效，這也對應了國土綠色保育網絡計畫內，妥善盤點權益關係人以發展公私

協力保育行動之建議。透過水環境工作坊，發展環境教育協力網絡關係的資源已

經有初步的成效，未來委託單位或適當的主管機關，應進一步強化發展與左岸關

注社群的信任關係，成為頭前溪治理與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的公私協力典範。 

6.4.2 以空間盤點與資訊公開作為環境教育網絡的溝通基礎 
各場次水環境工作坊參與者經常提及與空間資訊相關的問題，如表6.4.1-1、

6.4.1-2中，不同權益關係人都提及生態議題或值得關注的點位不明。準此，本計畫

透過強化空間資訊的盤點與產出回應上述課題，並於各場次工作坊中與參與者雙

向交流空間，以強化左岸關注社群的知識資源。 

本報告第6.3節中，已經詳述生態情報地圖的建置內容，以及使用上的注意事

項。於主要目標不是意見交流的各場次水環境工作坊內，本計畫也透過教學、實作

等方式，將計畫內所盤點、產出、詮釋的成果以適當方案公開，作為溝通交流的知

識基礎。這些知識交流成果概列於表6.4.2-1。 

另外，在兩場次環境教育工作坊，以及三場次的教育訓練工作坊內，本計畫透

過推廣iNaturalist等公民科學軟體與新竹左岸的在地居民跟相關關注團體對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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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原先累積緩慢的生態觀察資料，透過精細度較無法掌握、但量大的觀測資料

作為補償，繼而從中截取可用於環境教育方案的資料。 

每場次工作坊的投影片資料，請參閱計畫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開設之專

案資料集。 

表 6.4.2-1 水環境工作坊提供的知識資源交流概述 

工作坊場次 知識資源交流概要 
109.08.27 

第一場教育訓練工作坊 
1. 截至109年8月止的計畫生態調查成果產出說明 
2. 說明新竹左岸不同分區的生態議題 

109.09.06 
第一場環境教育工作坊 

1. 宜蘭深溝地區的友善小農耕作與生態學研究 
2. 深溝釣魚大賽公民科學活動的籌備與工作方法 
3. iNaturalist APP的操作方法與提供的服務 
4. 實務操作iNaturalist記錄自然觀察成果 

109.09.21 
第二場教育訓練工作坊 

1. 竹塹地區文史略述(特別是開墾史與溪流變遷的面相) 
2. iNaturalist APP的操作方法與提供的服務 
3. 實務操作iNaturalist記錄自然觀察成果 

109.09.25 
第二場環境教育工作坊 

1. 頭前溪的溪流自然淨化能力是以哪些生態系元素作為

基礎，又應如何強化自淨能力 
2. 哪些因素造成頭前溪溪流自淨能力減弱 
3. 頭前溪提供的其他生態系服務 
4. 淨溪親水、市區水污染處理與監測點位建議 

109.11.26 
第四場教育訓練工作坊 

1. 無人載具航拍資料的產出與運用 
2. iNaturalist專案開設與運用方式 
3. 生態情報地圖：生態調查成果 
4. 生態導覽計畫與導覽資源點位 
5. 新竹左岸保育對策建議 

本計畫於各次水環境工作坊中，提供社群新竹左岸的空間盤點資訊，也回饋

計畫依據此資訊而評估的保育對策等方案，作為未來關注團體、主管機關可以使

用的資源。例如委託單位於109年10月27日，利用本計畫所產出的正射影像，說明

新竹燈會預計利用為停車場的左岸運動公園周邊草地現況，以及需要迴避的臺灣

大豆棲地位置。又如本報告書第3.6節中，本計畫透過空間資訊盤點，提供各工程

單位對於現地保育方案的建議。這些資訊都已於計畫使用的資訊公開網站(中央研

究院資料寄存所內)進行公開，詳本報告書第5.5節。 

透過資訊公開、以及水環境溝通交流的知識資源，本計畫與左岸關注社群皆

發展出更多對於新竹左岸的規劃與保育實踐的規劃構想，可以提供未來相關團體

或主管機關發展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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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環境教育網絡作為左岸關注社群制度力提昇的實踐 
Healey (1997)發展之「協同規劃理論」，認定環境規劃與管理過程，是一種促

進夥伴關係和建立新制度力(共同行動以解決環境規劃所面臨問題之能力)的實踐

行動。在此，新制度力的形成，可以被定義為三種資源之強化，包括(1)知識資源：

專家知識與在地知識對話，並共同定義環境規劃應處理之問題與對策。由權益關

係人共同找出「問題在那裡？」和「最好的對策為何？」。(2)關係資源：深化環

境主管機關與左岸在地社群、關注團體之間的信任與工作夥伴關係。以及建立在

上述二資源的強化之上，(3)行動資源增進，創造出具體的分工合作願景與方法，

進而強化社群面對環境規劃或治理時的制度力。 

制度力的強化，等同於社會整體面對環境議題的能力強化。在本計畫裡，環境

教育網絡並非一個具體、有邊界的組織，而是將本計畫的知識產出，與實際環教工

作、社區營造或是制度倡議來關注頭前溪的社群交流對話，以此強化社群關注與

參與水環境的能力與意願，進而將形成願景的具體分工模式。此即為制度力強化

之意涵。 

在本計畫裡的水環境工作坊，透過邀請左岸關注團體、環境治理單位與地方

居民一同對話，推動社群網絡關係成長。此外，透過生態情報地圖的說明、生態導

覽計畫的設計，以及計畫資料即時開放等方式，強化關注新竹左岸的社群運用此

類資料的能力。縱然現階段頭前溪的環境治理資訊揭露、公民參與機制，尚有可以

強化的空間。但在本計畫外，第二河川局、新竹縣政府、以及新竹市政府其他部會

等單位，亦各自進行公私協力，與新竹野鳥學會、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等單位合

作推動頭前溪水域或河岸空間的棲地保育與環境治理議題。未來持續推動資訊公

開、資料開放與公民參與，應有相當好的基礎可以運用。 

但於本計畫內，於行動資源方面的討論與培力，仍顯不足。這部分的因素可區

分為：(1)計畫期程較短，且新竹左岸的知識、關係資源建置仍屬初期，在信任關

係尚未建立、資訊與網絡尚未健全以前，具體的行動目標與策略都不易擬定；(2)
頭前溪的環境治理牽涉到複雜權益關係人互動，委託單位之管理權限尚未能處理

全面的環境議題。本計畫透過提出新竹左岸保育對策，作為行動資源的補償措施。 

整體而言，水環境工作坊、公私協力網絡建立等工作項目，強化了頭前溪關注

社群的關係資源與知識資源，並種下行動資源強化的可能性。本計畫促成新竹左

岸關注社群的制度力(圖6.4.3-1)，往能更加妥善的瞭解與應對頭前溪生態保育課題

的方向轉變，繼而在未來的網絡強化後，充分與國土綠網在新竹地區的政策目標

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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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3-1 新竹左岸計畫的制度力成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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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新竹左岸保育對策研擬 
本計畫彙整執行成果為六項保育對策，提供委託單位或新竹左岸相關環境主

管機關發展未來生態與棲地復育規劃。各保育對策均包含計畫內容、實施步驟、實

施範圍、相關設施、所需經費等五項目，並依據執行不同保育對策內容所需納入的

權益關係人社群，區分為「現階段可執行」、「跨縣市共同規劃」、「流域尺度治

理」與「連接國土綠網」等四個執行尺度(圖6.5-1)，進而推動新竹左岸棲地與物種

的長期復育工作。 

計畫內共計盤點六項保育對策，分別為：(1)野生動物廊道串連、(2)物種保育

與棲地復育、(3)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4)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

水質、(5)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6)推動淨溪方案。各保育對策之概念與成

效，可作為新竹左岸的水環境藍圖推動的前置作業，如圖6.5-2。 

六項保育對策內，首先區分計畫內容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

操作方向」，分別敘述方案概要與效益。前者範疇較小並可於後續批次水環境改善

計畫中實踐的方案，後者為短期可操作步驟可進一步拓展的規劃面向，建議作為

長期環境治理標的納入新竹左岸之發展規劃。其後，提供對策內短期可操作方案

的實施步驟說明短長期方案的對應關係。再定義實施範圍與相關設施以確立其實

施空間與需辦理的詳細內容最後概算「短期可操作步驟」內方案的所需經費。各項

保育對策內容詳如以下小節。 

 
圖 6.5-1 保育對策執行尺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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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5-2 保育對策與水環境改善藍圖概念化  

 

6.5.1 保育對策一：野生動物棲地串連 
(1) 計畫內容 

本計畫內的調查顯示，新竹左岸於東大排水匯流口至湳雅堤防間的綠帶範

圍最為狹窄，可能為中型哺乳類野生動物廊道的連結性最需強化之所在。此外

新竹左岸全區仍有數個野生動物廊道串連節點，不利野生動物透過濱溪綠帶往

來頭前溪上下游間。 

本保育對策之立意，為推動新竹左岸的野生動物棲地縫補，以強化新竹左

岸濱溪植被綠帶作為野生動物廊道的效益，連結頭前溪上游區域與新竹濱海這

兩個野生動物資源相對豐富之區域，進而串連新竹左岸濱溪綠帶，完成活化河

川生命力與國土綠色保育網絡對接之效益。 

本保育對策提出的改善方案，區分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操作

方向。不同子項之概要描述與效益以及執行尺度區分，如表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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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1-1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計畫內容 

 改善方案 概要描述與效益 執行尺度 

短 

期 

連結被水泥化排水護岸切割

之棲地 

以設立動物坡道、跨越橋或板橋等方案，提供野生動物可以

穿越盤點的廊道節點的短期生態友善成效。需搭配成效監測

以進行效益評估。 

現階段可執行 

分隔動物棲地與人為使用空

間 

本計畫已提供野生動物潛在利用移動或覓食的棲地範圍，這

些棲地利用或廊道的空間與人類利用的空間高度緊鄰，也因

而受到燈光、噪音、交通流量等不利因素影響。未來應透過

綠籬隔離動物棲地與人為空間，以降低對於野生動物族群的

干擾。 

現階段可執行 

長 

期 

水泥化溝渠兩側若為公有

地，應視災害管理或排水需

求，將護岸改為礫石或草溝

等自然形式 

新竹左岸範圍內的水泥化溝渠，包括中央管、縣市管區域排

水、以及農田水利署渠道等，因位於河川用地範圍內，應檢

討災害保全對象，並減少水泥量體或形式，採緩坡設計以減

輕廊道切割課題。 

流域尺度治理 

定期檢視河川公有地使用現

況，適時調整人為活動空間

使用狀況，並推動友善環境

與生態的再生農業 

新竹左岸範圍內有大量水、旱作，部分為私有地、部分為合

法租用，部分無明確租用規範。主管單位與維護單位應適當

引導農業活動往友善環境、降低對溪流衝擊的方向發展，使

農業生產、在地文化與生態保全三贏。 

流域尺度治理 

定期檢視調整濱溪綠帶維護

與營造規劃目標，避免因疏

濬或工程過度移除植被，或

干擾植被演替 

目前左岸濱溪植被，除深槽區以外，均受過度擾動。此外，

深槽區內外仍不時有工程移除濱溪植被，致野生動物棲地劣

化。應訂定完善評估方式，以確保新竹左岸濱溪植被可以支

持野生動物生活空間，並定期檢討修訂植被保全標的。 

連接國土綠網 

(2) 實施步驟 

本保育對策整體實施步驟，分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向，

詳細內容如圖6.5.1-1。本計畫已初步釐清動物廊道連結課題，提出包括節點

1(柯子湖溪排水圍堰)、節點2(頭前溪橋下停車場旁垂直RC排水溝)、節點3(湳
雅取水口與溪埔子排水周邊)、節點4(溪埔子排水圍堰)、節點5(湳雅堤防)、節

點6(東大排水匯流口)、節點7(機場外圍排水匯流口)、節點8(何姓溪排水匯流口)
等8處動物廊道串連節點可供進一步改善(各廊道串連節點詳細說明與改善方

案，詳見本報告書第3.7.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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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1-1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實施步驟 

(3) 實施範圍 

「連結被水泥化排水護岸切割之棲地」工作範圍，以本計畫盤點之野生動

物廊道節點位置周邊為主，相對位置與現地狀況請見本報告書圖3.7.2-2。共計

可於節點1、節點2、節點3、節點4、節點7、節點8等空間進行規劃。 

「分隔動物棲地與人為使用空間」工作範圍，以本計畫盤點之野生動物廊

道節點位置周邊為主，相對位置與現地狀況請見本報告書圖3.7.2-2。另外，亦

可納入全線自行車道以北之空間進行評估辦理。共計可於節點3、節點4、節點

5、節點6等空間進行規劃。 

上述空間位置座標，見表6.5.1-2。 

表 6.5.1-2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之節點改善位置 

節點編號 名稱 X座標(WGS84) Y座標(WGS84) 
1 柯子湖溪排水圍堰 121.01842 24.80613 
2 頭前溪橋下停車場旁垂直RC排水溝 120.9946 24.82104 
3 湳雅取水口與溪埔子排水周邊 120.97746 24.82531 
4 溪埔子排水圍堰 120.97479 24.82654 
5 湳雅堤防 120.96107 24.83007 
6 東大排水匯流口 120.95772 24.831 
7 機場外圍排水匯流口 120.95612 24.83272 
8 何姓溪排水匯流口 120.94296 24.84071 

(4) 相關設施 

本保育對策內各改善方案所需協調合作單位與規劃之軟硬體設備、工程方

案等，如表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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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1-3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所需相關設施表 

 改善方案 協調合作單位 軟硬體設備 

短
期 

連結被水泥化排水護岸切割之棲地 農田水利署、新竹市政府 動物坡道、跨越橋、板橋建
置工程 

分隔動物棲地與人為使用空間 新竹市政府 動線規劃與環境綠化工程 

長
期 

水泥化溝渠兩側若為公有地，應視
災害管理或排水需求，將護岸改為
礫石或草溝等自然形式 

新竹市政府、農田水利署、第二河
川局 推動溝渠生態友善改善工程 

定期檢視河川公有地使用現況，適
時調整人為活動空間使用狀況，並
推動友善環境與生態的再生農業 

新竹市政府、在地農民、第二河川
局 

友善生態農業推廣計畫；環
境維護計畫 

定期檢視調整濱溪綠帶維護與營造
規劃目標，避免因疏濬或工程過度
移除植被，或干擾植被演替 

新竹市及縣政府、第二河川局、新
竹林區管理處 

濱溪綠帶營造與維護相關規
劃；環境維護計畫 

(5) 所需經費 

本保育對策內針對短期方案評估所需經費。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案則因多

為跨部門平台溝通與政策規劃擬定，且需由短期方案施設後進一步由規劃設計、

生態檢核團隊評估，不納入本計畫經費評估，詳表6.5.1-4。 

表 6.5.1-4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經費概略表 

  改善方案 改善內容與概算 

短

期 

連結被水泥化排水護岸切割之棲

地 

• 動物坡道、跨越橋、板橋建置工程 
o 以非永久性材料構造，評估形式、裝設方法，完成規劃設

計，並包含後續自動相機監測2年，共計1式，共約4,000,000
元整。 

分隔動物棲地與人為使用空間 

• 動線規劃與環境綠化工程 
o 對現況自行車道與人行動線與野生動物廊道間隔進行規劃

設計，並於新竹左岸基地範圍內擇適當處進行蜜源植物綠

化，共計 1 式，共約 4,00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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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保育對策二：物種保育與棲地復育 
(1) 計畫內容 

本保育對策提供未來新竹左岸之物種、棲地復育的短長期規劃，藉以落實

第四批次前瞻水環境提案之新竹左岸棲地復育構想。其重點在於依據本計畫所

調查盤點所彙整之生態情報地圖，進行與棲地品質判定相關的保育或復育行動，

並透過各種資源、權益關係人的媒合，妥善規劃過去擬定「環境教育」、「新

生荒野」分區的綠地，使其成為野生動植物的良好棲地。讓新竹左岸成為縫補

破碎棲地的重要機制，進而連結到國土綠網之政策精神。 

本保育對策提出的改善方案分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

向。不同子項之概要描述與效益以及執行尺度區分，如表6.5.2-1。 

表 6.5.2-1 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計畫內容 

 改善方案 概要描述與效益 執行尺度 

 

重要植物物種保育 

新竹左岸除調查到臺灣鐵莧、臺灣大豆以
外，尚有許多原生植物分布。除積極復育
臺灣大豆等關注植物外，其他原生植物棲
地應予保全、監測，並透過在地育苗、表
土保存等方案，復育並利用現地原生植物
資源。 

現階段可執行 
跨縣市共同規劃 

復育陸生螢火蟲棲地 

新竹左岸有陸生臺灣窗螢的族群分布，但
受到刈草、除草劑、工程開發等棲地破
壞，以及周邊光害等影響而族群侷限。改
善這些不利因素與持續監測，有助於臺灣
窗螢於左岸潛在可利用的棲地增加。 

現階段可執行 

關注棲地保全與不利棲地復育 
依據本計畫評估之棲地單元與品質分級，
可進行未來維護管理方案與棲地復育計畫
的細節規劃。 

現階段可執行 
跨縣市共同規劃 

外來種及流浪犬貓移除方案 

本計畫調查到左岸有許多流浪犬貓活動，
對野生動物造成危害，也可能讓傳染病擴
散到伴侶動物與人類身上，應協調權責單
位改善，至少避免於新竹左岸區域進行
TNR 回放作業。另外，亦有如銀合歡、泰
國鱧、雜交吳郭魚等外來種壓迫其他原生
物種生存空間的狀況。這些外來物種的移
除亦為未來的重要挑戰。 

現階段可執行 

營造友善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 
以架設猛禽棲架、蝙蝠屋、以及種植多樣
化原生蜜源作物等方式，提供野生動物、
昆蟲等標的物種可利用的棲地環境，強化
新竹左岸提供的支持性生態系服務。 

現階段可執行 
連接國土綠網 



 236 

長
期 

自行車道與自然觀察動線共存 

左岸自行車道動線對於周邊棲地切割的效
應雖小，但仍有維管刈草、光害、噪音、
人們活動等因素減損周邊的棲地功能。強
化自行車道的生態友善措施、適當侷限自
行車道的範圍、以及利用自行車道作為環
境教育體驗的模式，可作為其補償措施。 

現階段可執行 
跨縣市共同規劃 
流域尺度治理 

頭前溪棲地景觀復育 

頭前溪畔的甜根子草、濱溪水柳樹林、以
及黃槿海岸林等關注棲地，除了提供野生
動物棲地以外，也是頭前溪重要的溪流綠
帶景觀。保留與復育這些景觀資源，是重
要的河川環境營造目標。 

跨縣市共同規劃 
流域尺度治理 

國土綠網對接與串連 

頭前溪作為北部重要河川，其河岸廊道、
主流路，都是重要的野生動物廊道。其辮
狀河道在過往提供多樣微環境與水生生物
或喜濕植物棲息。新竹左岸作為頭前溪連
結香山海岸的重要節點，亟需強化廊道連
結與棲地復育作為。 

連接國土綠網 

持續監測短期規劃方案的效益 

1.環境規劃或棲地復育計畫於執行後，需
透過持續監測追蹤其成效，持續滾動調整
後續的規劃措施。 
2.定期檢視調整濱溪綠帶維護與營造規劃
目標，避免因疏濬或工程過度移除植被，
或干擾植被演替 

流域尺度治理 
連接國土綠網 

(2) 實施步驟 

本保育對策整體實施步驟可分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

向，詳細內容如圖6.5.2-1。 

本保育對策首要需確立新竹左岸的棲地分布狀態，計畫範圍內發現之稀有

植物臺灣大豆保育建議請見本報告書第3.7.4節。於本計畫生態情報地圖提供之

「9.關注植物分布點位」(圖6.3-2)周邊、「原生植物棲地建議保全範圍」(附錄

十六附件二)內，應盡量避免擾動關注植物物種的棲息環境，並可與關注團體、

新竹市政府苗圃等單位合作進行關注植物的觀察記錄與採集推廣。 

關注物種陸生螢火蟲棲地管理對策與光害改善，首要內容為調整其棲地與

潛在棲地之草叢維管頻度與方式，詳細建議請見本報告書第3.7.6節。 

盤點強勢外來植物包含互花米草與銀合歡，其移除策略以進行分次、小規

模之人力清除為主，詳細建議請見本報告書第3.7.5節。而外來入侵水域生物則

以雜交吳郭魚和豹紋翼甲鯰數量最為優勢、分布最廣，建議配合清整工程放乾

池水、定期捕撈等方式進行移除，詳細建議請見本報告書第3.7.5節。 

計畫範圍內動物棲地營造與改善工作，如猛禽棲架設置、蝙蝠旅館設置及

昆蟲棲地營造，可強化棲地多樣性，並提供部分關注物種棲息或覓食空間。蝙

蝠屋、猛禽棲架樣式詳細建議請見本報告書第3.7.3節，可採用之蜜源植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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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報告書第3.4.2節。此外，頭前溪下游水田區發展友善生態農業環境，更可

積極強化基地範圍內可用的環境教育、自然觀察素材，詳細建議與對策請見本

報告書第3.7.1節。 

 
圖 6.5.2-1 物種保育與棲地復育實施步驟 

(3) 實施範圍 

重要植物物種復育範圍，請見生態情報地圖之「9.關注植物分布點位」(圖
6.3-2)與附錄十六附件二「原生植物棲地建議保全範圍」圖。 

復育陸生螢火蟲棲地範圍如圖6.5.2-2，其內區域為臺灣窗螢潛在可利用之

棲地環境，需以妥善維管手段進行管理。 

關注棲地保全與不利棲地復育，請見本報告書圖3.4.1-7與圖6.3-2。應逐步

強化依據以濱溪綠帶、關注動植物棲地為主的「關注棲地」，以及以人工設施

為主的「不利棲地」等棲地單元分級之維護管理方式，並記錄棲地變動狀況以

為長期規劃的核心。 

「外來種及流浪犬貓移除方案」之工作範圍：銀合歡以柯子湖至頭前溪橋

一帶較大面積分布區域為優先，再擴及其他記錄銀合歡之區域；互花米草以竹

港大橋至舊港大橋間灘地為優先(亦已於第四批次水環境改善工程中編列處理

工作)；流浪犬貓以全基地範圍，特別是濱溪樹林與腳踏車道周邊為主；水生

外來物種以基地範圍內的區域排水、靜水域為主，特別為水源里生態渠道、生

態池等移除難易度低的區域為主。 

「營造友善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工作範圍，以兩人工濕地等環境教育區

為主，逐步擴展至周邊地區與農業利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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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2-2 物種保育與棲地復育實施步驟 

(4) 相關設施 

本保育對策內各改善方案所需協調合作單位與規劃之軟硬體設備、工程方

案等，如表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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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2-2 物種保育與棲地復育所需相關設施表 

 改善方案 協調合作單位 軟硬體設備 

短

期 

重要植物物種保育 
新竹市政府、關注團體、新竹林區管理

處 

採集工具、苗圃與種源

庫建置設備、生態監測

計畫 

復育陸生螢火蟲棲地 新竹市政府、關注團體 
確立未來環境維管方

案、光害改善計畫、生

態監測計畫 

關注棲地保全與不利棲地復育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關注團體 
確立未來環境維管方

案、生態監測計畫 

外來種及流浪犬貓移除方案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關注團體 
外來種清除評估與推廣

計畫、移除外來種工具

設備 

營造友善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 在地關注團體、新竹市政府、林務局 
猛禽棲架、蝙蝠屋、蜜

源植物綠化工程 

長

期 

自行車道與自然觀察動線共存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關注團體 
解說教育輔助設備，如

解說牌系統、解說員培

訓與行政支持等。 

頭前溪棲地景觀復育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關注團體、第

二河川局、新竹縣政府 
頭前溪景觀元素評析與

復育規劃 

國土綠網對接與串連 新竹市政府、新竹林管處、農田水利署 設立溝通與行動平台 

持續監測短期規劃方案的效益 新竹市政府 
推動長期生態監測計畫

與感測網絡 

(5) 所需經費 

本保育對策內針對短期方案評估所需經費。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案則因多

為跨部門平台溝通與政策規劃擬定，且需由短期方案施設後進一步由規劃設計、

生態檢核團隊評估，不納入本計畫經費評估，詳表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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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2-3 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經費概略表 

 改善方案 改善內容與概算 

短

期 

重要植物物種保育 

• 採集、苗圃與種源庫建置設備 
o 進行臺灣大豆與其他原生植物採種與育苗，並產出可用於

推廣、現地或左岸鄰近工區補植之種籽、小苗或苗木。共 1
式，以 2 年期計，共約 2,000,000 元整。 

o 每年度定期監測，與「關注棲地保全與不利棲地復育」合併

辦理。 

復育陸生螢火蟲棲地 

• 確立未來環境維管方案、光害改善計畫 
o 評估光害改善方案，包括現地燈具矮化、部分夜間照明不

足地點評估動線調整或生態友善燈具架設等工作，並辦理

公民參與以進行意見溝通。共 1 式。以 1 年計。共約 800,000
元整。 

o 每年度定期監測，與「關注棲地保全與不利棲地復育」合併

辦理。 

關注棲地保全與不利棲地復育 

• 確立未來環境維管方案、生態監測計畫 
o 辦理棲地調查與品質分級、關注植物(臺灣大豆或其他)棲地

與族群監測、陸生螢火蟲(臺灣窗螢)棲地與族群監測，以利

追蹤棲地復育成效。共 1 式。以 1 年期計。共約 1,600,000
元整。 

外來種及流浪犬貓移除方案 

• 外來種清除評估與推廣計畫、移除外來種工具設備 
o 銀合歡與互花米草移除位置如本計畫盤點成果，以自行車

道沿線、環境教育區為主，以小規模人力移除方案操作，配

合成效記錄與定期檢討移除方案調整。共 1 式。以 1 年期

計。共約 2,500,000 元整。 

營造友善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 

• 猛禽棲架、蝙蝠屋架設 
o 棲架主要為竹材與木料，1 個約 1,000 元，共計 10 個，共

計 10,000 元整。 
o 蝙蝠屋主要為木構，1 個約 2,000 元，共計 30 個，共計 60,000

元整。 
o 評估裝設位置，以非永久性材料裝設、吊掛或安裝，人工或

活動推廣等費用共計 1 式，共約 1,000,000 元整。 

• 蜜源植物綠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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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與保育對策一：「動線規劃與環境綠化工程」合併計算 

6.5.3 保育對策三：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 
(1) 計畫內容 

本保育對策為新竹左岸水環境規劃之核心，擬透過環境教育網絡的實踐作

為主要核心，推動大眾對於河川整治的固有想像翻轉，以降低維管頻率(詳本

報告書第3.6.3、3.6.4節與附錄十六)、保持河川自由擺盪空間、恢復溪流原有

樣貌與降低人為干擾等棲地與河相復育方案有實踐的空間。 

本保育對策內容，區分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向。不同

子項之概要描述與效益以及執行尺度區分，如表6.5.3-1。 

表 6.5.3-1 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計畫內容 

 改善方案 概要描述與效益 執行尺度 

短
期 環境教育網絡做為共識溝通管道 

以頭前溪既有的環境資源發展多元環境
教育活動，包括生態樣貌、生物多樣性
資源、水文河相等知識，進行對大眾與
關注團體的溝通方法，進而轉化民眾對
於河川整治的固有想像，進而推動整體
具韌性的溪流復育工作。 

現階段可執行 

長
期 

草地與荒地盡量避免開發規劃 

依據本計畫所提出的棲地分級，原生草
地與前批次水環境規劃恢復之荒野景觀
應避免開發利用。但強勢外來種如銀合
歡等，應依據本計畫所提出之建議，分
次小規模移除。 

跨縣市共同規劃 

保持河川適度自由擺盪範圍 

頭前溪下遊為辮狀河川型態，其主流路
之擺盪、沙洲型態演變原為常態，因
此，部分不必要之低水護岸，或距離低
水護岸較近的遊憩、自行車道等設施，
應檢討遠離或降低維護強度，以逐步將
高灘地空間歸還予河川。 

流域尺度治理 

恢復溪流原有樣貌 

目前頭前溪主流路尚有許多人工設施，
如固床工、攔水堰等構造物。誠然這些
構造物有其調節河川結構的功能，但應
有適當檢討措施或補償方案，以降低這
些構造物對於洄游生物、河川自淨作用
的負面影響。 

流域尺度治理到連接國
土綠網 

減少溪畔人為擾動 

頭前溪周邊高架道路與其他光害對於現
地野生動物之影響較大，噪音則除了影
響野生動物族群外，對於在新竹左岸活
動的遊客而言亦為干擾，應可逐步檢討
措施，以降低此類干擾，強化新竹左岸
提供的棲地復育功能與遊憩效益。 

流域尺度治理到連接國
土綠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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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步驟 

本保育對策整體實施步驟可分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

向，詳細內容如圖6.5.3-1。短期可以「環境教育網絡」推動方式進行理念溝通。

本計畫已產出之生態情報地圖、解說資料集、遊憩資源點位資料集等，可作為

運用之內容，請見本報告書第6.3.3節。 

 
圖 6.5.3-1 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實施步驟 

(3) 實施範圍 

本保育對策多屬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向，現有棲地保全，其實施範圍，以

新竹左岸基地內「關注棲地」周邊範圍為主，請參考本報告書圖3.4.1-7或圖6.3-
2，即生態情報地圖之「17. 棲地調查結果總表含品質分級」圖層。另外，草地

低度維管計畫推動範圍，請參圖6.5.3-2(詳圖請見附錄十六之附件二，「原生植

物棲地建議保全範圍」圖)。「恢復溪流原有樣貌」方案，則以評估頭前溪左岸

範圍內人工構造物為主，請見本報告書附錄十四「軟硬體設施現勘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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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3-2 草地低度維管計畫推動範圍 

(4) 相關設施 

本保育對策內各改善方案所需協調合作單位與規劃之軟硬體設備、工程方

案等，如表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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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3-2 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所需相關設施表 

 改善方案 協調合作單位 軟硬體設備 

短

期 
環境教育網絡做為共識溝通管道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關注團體 

深化環境教育網絡計畫、解

說教育輔助設備，如解說牌

系統、解說員培訓與行政支

持等 

長

期 

草地與荒地盡量避免開發規劃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 
外來種清除評估與推廣計

畫、環境維管計畫 

保持河川適度自由擺盪範圍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第二河

川局 
訂定恢復自然河相之治理計

畫、環境維管計畫 

恢復溪流原有樣貌 
第二河川局、鐵路局、公路總局、

高速公路局 

評估既有人為構造物設備之

生態影響，並規劃、執行補

償或改善措施 

減少溪畔人為擾動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公路總

局、高速公路局 
環境維管計畫、光害改善計

畫與工程方案 

(5) 所需經費 

本保育對策內針對短期方案評估所需經費。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案則因多

為跨部門平台溝通與政策規劃擬定，且需由短期方案施設後進一步由規劃設計、

生態檢核團隊評估，不納入本計畫經費評估，詳表6.5.3-3。 

表 6.5.3-3 新生荒野與還地於合之策略落實經費概略表 

 改善方案 改善內容與概算 

短

期 

環境教育網絡做為共識溝通管道 • 推動新竹左岸環境教育網絡深化計畫，共 1 式，以 2 年期計，

共約 7,000,000 元整。 
o 以本計畫盤點之環境教育網絡推動對象為基礎，持續辦理

工作坊或推廣活動，提供互動交流與深化互動的機會，共 4
場。 

o 辦理解說教育設施採購，包括領夾式麥克風、大聲公、光

筆、解說夾板等。 



 245 

o 規劃至少 6 項戶外解說活動，產出教案，每項解說活動或

教案辦理演示至少 1 次。 
o 規劃常態化解說導覽的行政與報名流程細節。 
o 規劃並提出解說牌點位與文案。 

6.5.4 保育對策四：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 
(1) 計畫內容 

本項保育對策，為基於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核心價值而規劃，透過未來批次

的水環境改善、安全等計畫，推動短、長期頭前溪周邊水網的水質改善方案，

進而落實水質改善、生物多樣項保全等重要目標。 

本保育對策內容，區分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向。不同

子項之概要描述與效益以及執行尺度區分，如表6.5.4-1。 

表 6.5.4-1 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計畫內容 

  改善方案 概要描述與效益 執行尺度 

短

期 

瞭解水質汙染位置與嚴重程度 

目前頭前溪的水污染受到各界重視，尚有

強化入流水污染管制的空間，本計畫內已

經提出水質污染監控與截流、攔阻設施的

建議位置。未來應持續調查、監測這些位

置，並進行相關倡議工作。 

跨縣市共同規劃 

提升頭前溪環境自淨能力 

目前左岸既有兩處人工濕地，水質淨化能

力不易評估，但由處理量、出入水量研

判，仍有強化空間。應透過專案計畫瞭解

兩人工濕地水質處理能力，並推動強化兩

人工濕地水質淨化能力的方案。頭前溪主

流河道方面，則應該配合主管機關進行溪

流生態復育，以提昇溪流自然淨化能力。 

現階段可執行 

流域尺度治理 

長

期 

匯入頭前溪的市、中央管區域排

水水質改善，可由水環境巡守隊

監督或以感測系統進行監控，水

質則應規劃處理設施或接管等方

案 

現在新竹市已開始運用物聯網方式，進行

水污染的快速反應與稽查工作。但這類感

測方式仍位於起步階段，又感測的污染物

種類有限。準此，感測技術與既有的水環

境體系可互相彌補。此外，水質改善設施

如淨化場、截流站、污水下水道等方案，

應儘快推動評估。 

現階段可執行 

跨縣市共同規劃 

流域尺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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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跨治理機關、公私協力之頭

前溪治理溝通平臺，設定頭前溪

集水區跨域治理目標，系統性改

善頭前溪水質，復育頭前溪生態

環境 

頭前溪的水污染問題，並非新竹市即可處

理，污染物放流仍受到上游、右岸等地區

影響，河川用地內的污染處理設施，也需

要與河川主管機關共同研議。治理溝通平

臺建立，可強化頭前溪流域治理整體規劃

的願景，也可以強化公私部門間的信任關

係，作為環境治理協作的基礎。 

流域尺度治理 

連接國土綠網 

(2) 實施步驟 

本保育對策整體實施步驟可分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

向，詳細內容如圖6.5.4-1。有關頭前溪污染狀況、水質檢測方式與項目、溪流

污染改善方式等詳細內容請見第3.7.7節，污水巡守區域建議請見圖3.7.7-1。 

 

圖 6.5.4-1 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實施步驟 

(3) 實施範圍 

提升頭前溪環境自淨能力的工作範圍，以現有兩人工濕地與區域排水系統

為主。透過這些點位定期監測以瞭解水質污染位置與嚴重程度，建議點位如表

6.5.4-2，地圖詳本報告書圖6.3-4「水質監測與改善優先建議範圍」。 

表 6.5.4-2 水質與垃圾污染優先監測點位 
流水號 名稱 X座標(WGS84) Y座標(WGS84) 

1 柯子湖溪排水圍堰 121.01842 24.80613 
2 湳雅取水口旁護岸與溪埔子排水交會處 120.97746 24.82531 
3 溪埔子排水圍堰 120.97479 24.82654 
4 東大排水匯流口 120.95772 24.831 
5 機場外圍排水匯流口 120.95612 24.83272 
6 康樂里水田旁排水溝與腳踏車道交會處 120.94943 24.8351 
7 何姓溪排水匯流口 120.94296 24.8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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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關設施 

本保育對策內各改善方案所需協調合作單位與規劃之軟硬體設備、工程方

案等，如表6.5.4-3。 

表 6.5.4-3 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所需相關設施表 
 

改善方案 協調合作單位 軟硬體設備 

短
期 

瞭解水質汙染位置與嚴重程度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
府、在地關注團體 

水質調查與監測計畫、水環境巡守簡
易水質檢驗套件與回報系統建置 

提升頭前溪環境自淨能力 新竹市政府 人工濕地棲地改善計畫 

長
期 

匯入頭前溪的市、中央管區域排
水水質改善，可由水環境巡守隊
監督或感測系統進行監控，水質
則應規劃處理設施或接管等方案 

新竹市政府、水利署/第二
河川局、環保署 

淨水設施評估與工程計畫、自動水質
監測設施 

推動跨治理機關、公私協力之頭
前溪治理溝通平臺，設定頭前溪
集水區跨域治理目標，系統性改
善頭前溪水質，復育頭前溪生態
環境 

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
府、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環保署 

公私協力平台的事前規劃與籌備人力 

(5) 所需經費 

本保育對策內針對短期方案評估所需經費。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案則因多

為跨部門平台溝通與政策規劃擬定，且需由短期方案施設後進一步由規劃設計、

生態檢核團隊評估，不納入本計畫經費評估，詳表6.5.4-4。 

表 6.5.4-4 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經費概略表 

 改善方案 改善內容與概算 

短

期 
瞭解水質汙染位置與嚴重程度 

• 水質調查與監測計畫 
o 兩人工濕地、新竹市管與中央管區域排水匯流口與匯流口外

上、下游的水質調查監測。人工濕地每月進行 1 次 24 小時

連續採樣、區域排水與主流每 10 天進行一次採樣。分析水

樣內污染物濃度與物化、生物性指標。共 1 式，以 1 年期，

估計 3,000,000 元整。 
• 水環境巡守簡易水質檢驗套件與回報系統建置 

o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已定期發配簡易水質檢驗套件包給水環

境巡守隊，需透過計畫定期追蹤水質檢驗成果(以月至季的頻



 248 

率、加上臨時的補充監測)、以及現況照片，與主管單位提出

處理協助。共 1 式，以 1 年期計，估計 1,000,000 元整。 

提升頭前溪環境自淨能力 

• 人工濕地棲地改善計畫 
o 配合上列水質調查計畫之水質狀況調查，針對兩人工濕地進

行污染處理能力的評估，以及提出強化兩人工濕地除污能力

的工程方案。共 1 式，估計 6,000,000 元整。 

6.5.5 保育對策五：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 
(1) 計畫內容 

本保育對策推動自然觀察的公民科學活動，鼓勵大眾與關注團體在此介面

上對話。由經常性於固定點位的生態記錄出發，延伸出包括定期自然觀察挑戰、

清除外來物種、社區生態地圖繪製等等活動，進而倡議水環境治理公私協力平

台的推動。這些方案的目標，是希望長期可強化社區、關注團體與主管機關間

的資訊流通，並邀請大眾討論與落實水環境計畫的棲地復育方向。 

本保育對策內容，區分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向。不同

子項之概要描述與效益以及執行尺度區分，如表6.5.5-1。 

表 6.5.5-1 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計畫內容 
 

改善方案 概要描述與效益 執行尺度 

短

期 

利用 iNaturalist 進行自然觀察 

近年 iNaturalist 是在記錄生物出現資料的

公民科學社群裡，最常被利用的方法之

一。本方案推廣利用 iNaturalist 進行生物

記錄，並強化自然觀察活動辦理與引導作

為，讓大眾與左岸的環境互動更加密切，

並收集更多可用於追蹤評估的自然觀察資

料。 

現階段可執行 

生態復育措施納入民眾參與空間 

在保育對策一、三內提出的棲地與物種復

育工作，建議應透過公私協力方式，引導

在地社區加入保育作為。包括委託社區進

行保育措施的巡護，以及輔導社群進行生

態導覽規劃與實踐等。 

現階段可執行 
跨縣市共同規劃 
流域尺度治理 
連接國土綠網 

長

期 
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方案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聯合國依據愛知目標

所推動的一項概念，也是 2020 年各部會

政府所推動的重要目標，準此，頭前溪的

現階段可執行 
跨縣市共同規劃 
流域尺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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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主管機關可以積極響應，並開啟與生

物多樣性主管機關的合作，強化新竹左岸

的生態保育作為。 

連接國土綠網 

推動在地社區培力 

引導在地社區加入保育作為後，需定期輔

導與檢視社區或社群的保育成果，並提供

社區可發表、推動小旅行的平台與參與機

會。 

現階段可執行 
跨縣市共同規劃 
流域尺度治理 
連接國土綠網 

(2) 實施步驟 

本保育對策整體實施步驟可分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

向，詳細內容如圖6.5.5-1。本計畫為建立公私協力網絡，辦理八場水環境工作

坊，民眾參與成果與會議記錄請見第5.3節。 

 
圖 6.5.5-1 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實施步驟 

(3) 實施範圍 

本保育對策內容以軟體建置、社區培力為主，建議可優先於柯子湖人工濕

地與溪埔子人工濕地(即新竹左岸水環境盤點之環境教育區)周邊，推動自然觀

察活動與生態復育措施(如推動社區加入臺灣大豆復育工作與定點觀察等)。又，

原生植物復育建議與周邊社區、優質種苗商、新竹市政府或新竹林區管理處等

單位既有田區或苗圃合作，以降低硬體設置成本。 

(4) 相關設施 

本保育對策內各改善方案所需協調合作單位與規劃之軟硬體設備、工程方

案等，如表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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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5-2 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所需相關設施表 

 改善方案 協調合作單位 軟硬體設備 

短
期 

利用 iNaturalist 進行自然觀察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關注
團體 規劃推廣活動辦理計畫 

生態復育措施納入民眾參與空間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關注
團體、新竹林區管理處 

推動原生物種復育場地與設
施盤點、復育計畫、在地生
態導覽培力計畫、推動溝通
平台 

長
期 

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方案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關注
團體、新竹林區管理處 

推動溝通平台、推廣活動辦
理計畫 

推動在地社區培力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關注
團體、新竹林區管理處 

辦理教育訓練、工作坊等培
力計畫 

(5) 所需經費 

本保育對策內針對短期方案評估所需經費。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案則因多

為跨部門平台溝通與政策規劃擬定，且需由短期方案施設後進一步由規劃設計、

生態檢核團隊評估，不納入本計畫經費評估，詳表6.5.5-3。 

表 6.5.5-3 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經費概略表 
 

改善方案 改善內容與概算 

短 
期 

利用 iNaturalist 進行自然觀察 

• 規劃推廣活動辦理計畫 
o 以 iNaturalist 為主要媒介，推廣公民科學活動，並整

理成果為經營管理計畫滾動調整的依據。共 1 式，以

2 場活動辦理與資料管理作業計，估計 600,000 元整。 

生態復育措施納入民眾參與空間 

• 原生物種復育場地與設施盤點、復育計畫，與保育對策

一、三合併辦理。 

• 在地生態導覽培力計畫與推動溝通平台 
o 媒合具有生態導覽資源或推動潛力之社區或關注團

體，推動生態導覽活動教案規劃、推廣與溝通農田區

生態友善農作試行，並定期辦理聚會、交流活動，促

進教案或文史生態知識資源流通。共 1 式，以 1 年期

計，共約 1,00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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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保育對策六：推動淨溪方案 

(1) 計畫內容 

本保育對策以淨溪方案的盤點、策劃、實踐為主。配合未來水環境改善工

程進行親水動線的整理與維護，透過淨溪活動的執行、記錄與檢討，進行滾動

式的新竹左岸水環境親水體質檢討規劃，進而建立跨公私部門的水環境治理協

力關係。 

本保育對策內容，區分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向。不同

子項之概要描述與效益以及執行尺度區分，如表6.5.6-1。 

表 6.5.6-1 推動淨溪方案計畫內容 

 改善方案 概要描述與效益 執行尺度 

短 
期 

規劃新竹左岸頭前溪淨溪活動 

透過參考其他縣市的淨溪、棲地守

護行動，並以本計畫所提出的親水

淨溪動線為基礎，可於短期內，媒

合新竹左岸關注社群的動員資源，

進行淨溪活動，建立都市居民與河

溪的連結。 

現階段可執行 

長 
期 

引入群眾標記、ICC 表格等垃圾狀況

記錄、分析工具，評估長期改善垃圾

或棲地狀況之方案 

現有的線上開放資源(如群眾標記

網站)、國際通用的 ICC 垃圾記錄

表格、定期的無人載具空拍等，均

可被用於評估新竹左岸的垃圾現

況。於淨溪活動發展過程中，亦需

要持續透過上述方式，評估淨溪的

效益與滾動調整淨溪區塊，並規劃

長期的垃圾減量對策。 

現階段可執行 
跨縣市共同規劃 
流域尺度治理 

與新竹在地關注團體合作，建立現地

狀況通報與查核機制 

新竹有許多關注左岸的團體或社群

關心溪流環境健康，也願意投入定

期的溪流觀測或淨溪成果的監督行

動。可透過淨溪發展共同記錄、行

動的網絡，以經營長期的公私協力

夥伴關係。 

現階段可執行 
跨縣市共同規劃 
流域尺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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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步驟 

本保育對策整體實施步驟可分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

向，詳細內容如圖6.5.6-1。本計畫盤點頭前溪左岸易堆積垃圾點位，並提出後

續規畫之建議，相關內容請見3.7.7節。 

 

圖 6.5.6-1 推動淨溪方案實施步驟 

(3) 實施範圍 

本對策主要實施範圍為圖6.3-4「水環境生態友善措施一覽」盤點的「親水

活動與淨溪優先推動範圍建議」為主，點位請見表6.5.6-2，區域詳細圖說請見

圖3.7.7-1。 

表 6.5.6-2 親水活動與淨溪優先點位 

流水號 名稱 X座標(WGS84) Y座標(WGS84) 
1 柯子湖溪排水圍堰 121.01842 24.80613 
2 湳雅取水口旁護岸與溪埔子排水交會處 120.97746 24.82531 
3 溪埔子排水圍堰 120.97479 24.82654 
4 東大排水匯流口 120.95772 24.831 
5 機場外圍排水匯流口 120.95612 24.83272 
6 康樂里水田旁排水溝與腳踏車道交會處 120.94943 24.8351 
7 何姓溪排水匯流口 120.94296 24.84071 

(4) 相關設施 

本保育對策內各改善方案所需協調合作單位與規劃之軟硬體設備、工程方

案等，如表6.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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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6-3 推動淨溪方案所需相關設施表 

 改善方案 協調合作單位 軟硬體設備 

短

期 
規劃新竹左岸頭前溪淨溪活動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關注

團體 

親水步道建置設備、淨溪所

需設備、野外探勘工作、垃

圾清運配合作業方式 

長

期 

引入群眾標記、ICC 表格等垃圾狀況記

錄、分析工具，評估長期改善垃圾或棲

地狀況之方案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關注

團體、新竹縣政府、第二河川

局 

垃圾記錄表格與彙整、分析

方案；導引志工系統 

與新竹在地關注團體合作，建立現地狀

況通報與查核機制 
新竹市政府、在地居民與關注

團體、第二河川局 
建置通報系統與處置機制 

(5) 所需經費 

本保育對策內針對短期方案評估所需經費。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案則因多

為跨部門平台溝通與政策規劃擬定，且需由短期方案施設後進一步由規劃設計、

生態檢核團隊評估，不納入本計畫經費評估，詳表6.5.6-4。 

表 6.5.6-4 推動淨溪方案經費概要表 

 改善方案 改善內容與概算 

短 
期 

規劃新竹左岸頭前溪淨溪活動 

• 親水步道與設備建置工程 
o 以本計畫整合親水步道、淨溪所需動線等資源盤點為

基礎，進行新竹左岸的非永久性親水動線規劃與工程

施設。共 1 式，共約 3,000,000 元整。 
• 淨溪所需設備、路線探勘與流程規劃 

o 規劃案需整合：淨溪路線探勘與活動流程規劃；設計

或引用垃圾記錄表格，發展彙整與分析方式；經營具

有經驗的志工體系與辦理定期淨溪活動；與主管機關

討論垃圾清運配合作業方式。共 1 式，以 1 年期計，

共約 2,000,000 元整。 

6.6 小結 
為使新竹左岸未來發展方向可銜接國土綠網規劃，本計畫彙整計畫範圍基礎

資料、生態調查成果、盤點解說資源之點位、生態友善措施建議及其他政府公開資

料，以地理資訊系統繪製主題式的圖層，透過套疊不同的圖層產出相應的生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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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地圖，可做為棲地規劃、環境教育、環境變遷應對以及未來政策擬定等作為之空

間資訊分析的基礎。另外，在地公民與關注團體可以從環境教育協力網絡切入銜

接國土綠網機制，在多次的水環境工作坊中，溝通環境教育協力網絡之機制，並帶

入國土綠網概念，以空間盤點與資訊公開做為在地培力之基礎，強化社群的知識

資源，持續累積行動量能，繼而在未來能夠與國土綠網政策目標連結。 

表 6.6-1 各保育對策短期可操作步驟一覽表 

保育對策 改善內容與概算 

保育對策一：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 

• 連結被水泥化排水護岸切割之棲地 
o 動物坡道、跨越橋、板橋建置工程 

• 分隔動物棲地與人為使用空間 
o 動線規劃與環境綠化工程 

保育對策二： 
物種保育與棲地復育 

• 重要植物物種保育 
o 採集、苗圃與種源庫建置設備 

• 復育陸生螢火蟲棲地 
o 確立未來環境維管方案、光害改善計畫 

• 關注棲地保全與不利棲地復育 
o 確立未來環境維管方案、生態監測計畫 

• 外來種及流浪犬貓移除方案 
o 外來種清除評估與推廣計畫、移除外來種工具設備 

• 營造友善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 
o 猛禽棲架、蝙蝠屋架設 
o 蜜源植物綠化工程 

保育對策三： 
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 

• 環境教育網絡做為共識溝通管道 
o 推動新竹左岸環境教育網絡深化計畫 

保育對策四： 
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 

• 瞭解水質汙染位置與嚴重程度 
o 水質調查與監測計畫 
o 水環境巡守簡易水質檢驗套件與回報系統建置 

• 提升頭前溪環境自淨能力 
o 人工濕地棲地改善計畫 

保育對策五： 
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 

• 利用 iNaturalist 進行自然觀察 
o 規劃推廣活動辦理計畫 

• 生態復育措施納入民眾參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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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地生態導覽培力計畫與推動溝通平台 

保育對策六： 
推動淨溪方案 

• 規劃新竹左岸頭前溪淨溪活動 
o 親水步道與設備建置工程 
o 淨溪所需設備、路線探勘與流程規劃 

整體而言，本計畫依據盤點之生態情報地圖、文獻資源及工作坊等成果，研擬

新竹左岸重要棲地保育對策，從棲地復育、民眾參與、環境教育等不同面向，回應

新竹左岸整體水環境改善之基礎概念「新生荒野、還地於河」，提出野生動物棲地

串連、物種保育與棲地復育、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應用水環境計畫改

善頭前溪水質、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推動淨溪方案，共六項具體可行之保

育對策(表6.6-1)，並詳細擬定短期可操作步驟、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向、實施範圍、

所需設施以及經費，推展新竹左岸的未來發展方向能夠切和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

絡計畫。 

綜合以上，本章節工作成果回應邀標書工作項目「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

路建置計畫(107年-110年)成果」，條列成果如下： 

(a) 依據藍帶綠帶網絡串連理念，以縫補生態敏感區間隙缺口、恢復生態廊道

功能為目標，研擬六項保育對策，並詳細提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期可延

伸之方向 

(b) 提出六項保育對策之內容、實施步驟、實施範圍、相關設施及所需經費，

做為串連新竹左岸重要棲地的生態復育計畫及未來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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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產出概述與資料運用指引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產出各項重要資訊，包括文獻盤點書目、生態與棲地調查資訊、

生態情報網、工作坊資料與記錄、生態導覽計畫、書冊刊物、生態情報地圖、環境教育

網絡形構以及保育對策等，可提供未來不同使用者操作瞭解。因計畫產出資料之篇幅、

數量較多，型態亦較為複雜，故於本章內梳理計畫內所產出之各項資料內容，提供各項

資料內容之概述、交互參照、使用者分析等資訊。其後再提供本計畫內的資料產出使用

指引，提供環境與棲地優化工作、建立跨部門溝通平台、辦理生態檢核工作、推動環境

教育與自然觀察、推動後續棲地維管優化作業等五種方案的流程概要。 

7.1 計畫產出與使用者之連結 
因本計畫成果數量較多且複雜，本節由計畫內的各個工作項目出發，說明計

畫內所產出的各項成果與效益。其後再依據不同使用者的描述與使用目標，提出

操作示意圖以供不同使用者參考。 

7.1.1 計畫產出概述 
本節說明計畫內各工項產出，概述可見表7.1.1-1。 

(1) 歷史與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文獻盤點書目、資料庫與導覽點位資料集 

(a) 工項產出 

(i) 蒐集與新竹左岸環境、產業與空間相關之歷史文獻條目共88篇。 

(ii) 彙整頭前溪文史資料庫共1,538條目。 

(iii) 產出新竹左岸文史介紹短文1篇。 

(iv) 蒐集頭前溪環境生態文獻書目共63篇。 

(v) 彙整左岸環境現況，包括動物、植物、水域生物的現況概述。 

(vi) 彙整並說明與新竹左岸相關上位環境管理計畫辦理成果 

(vii) 建立「遊憩資源盤點」與「解說資源盤點」資料及，共71個點位。 

(b) 效益說明 

(i) 本計畫產出現階段新竹左岸最新且詳盡之文獻、條目資料庫彙整，可提

供未來相關規劃案、調查案、硏究計畫、環境教育教案、營造計畫、一般

環境維護管理之報告撰寫與計畫方向擬定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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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1 計畫內工作項目與執行成效一覽 
一、歷史與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 

工作項目 具體產出 效益 
歷史人文遊憩資料蒐集盤點 
(報告書 2.3) 

1. 蒐集頭前溪文史文獻書目 88 篇 
2. 收整頭前溪文史資料庫共 1538 條資源 
3. 彙整頭前溪歷史文獻資料如下： 
   a. 新竹水環境營造－微笑水岸計畫 
   b. 流域周邊人文遊憩資源盤點 
   c. 計畫範圍周邊發展史概述 
   d. 新竹左岸水環境的環境變遷文獻彙整 
4. 產出新竹左岸文史介紹短文 1 篇 

1. 現階段對於新竹左岸最新且詳盡之文獻與
調查資料彙整 
2. 文史與導覽點位與文獻蒐集提供導覽計畫
規劃方向  

環境生態資料蒐集盤點 
(報告書 2.4) 

1. 蒐集頭前溪環境生態文獻書目 63 篇 
2. 彙整左岸環境棲地與生態關注區域現況 
3. 計畫範圍周邊陸域動物資源概述 
4. 計畫範圍周邊植物資源概述 
5. 計畫範圍周邊魚類與蝦蟹類資源概述 
6. 頭前溪下游區段上位環境管理計畫辦理成果概述 
7. 建立「遊憩資料盤點」與「解說資料盤點」資料集共 71 點位 

1. 現階段對於新竹左岸最新且詳盡之文獻與
調查資料彙整 
2. 生態文獻與資料庫盤點，指引生態調查規
劃方向，並納入保育對策考量 

二、生態調查與對策 
工作項目 具體產出 效益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成果 
(報告書 3.3、附錄八至九) 

1. 陸域動物調查：哺乳類、鳥類、兩棲類、爬蟲類、蝴蝶、蜻蜓 
2.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霜毛蝠與其他蝙蝠、中型哺乳動物族群廊道 

1. 彙整最新生態普查資料 
2. 提供關鍵物種座標、數量、棲地偏好資訊 

棲地圖調繪與植物生態調查成果 
(報告書 3.4、附錄九、十) 

1. 棲地類型、分布、面積、品質調查與分析 
2. 植物名錄建置 
3.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稀有植物、外來植物 

1. 彙整最新棲地普查調繪資料 
2. 現地植物名錄可供未來環境治理使用 
3. 提供關鍵物種座標、數量、棲地偏好資訊 

水域生態調查成果 
(報告書 3.5、附錄九、十一至十三) 

1. 計畫範圍內人工濕地、區域排水魚類、淡水及河口蝦蟹類調查 
2.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灘地蟹類、螢火蟲(臺灣窗螢) 

1. 彙整最新生態普查資料 
2. 提供關鍵物種座標、數量、棲地偏好資訊 

軟硬體設施生態友善改善措施盤點成果 
(報告書 3.6、附錄九、十四) 

1. 盤點軟硬體設施之點位、空間概況、生態情報等 
2. 協助第三、四批次水環境工程計畫處理生態議題 
3. 彙整生態與棲地盤點成果提供未來生態檢核或維管使用 

1. 提供基地範圍內空間調查記錄(含正射影
像)，並就各空間提出生態議題與改善方案 
2. 回饋當前與後續批次水環境改善規劃工作 

課題分析與對策建議 
(報告書 3.7、報告書 6.5「保育對策」) 

1. 關注動物保育結合友善農業環境 
2. 關注動物保育結合藍綠帶廊道串連 
2. 依環境教育和友善農業需求進行動物棲地營造或改善 
3. 臺灣大豆復育 
5. 外來物種現況探討與移除對策 
6. 關注物種螢火蟲棲地改善 
7. 水域生物洄遊廊道及棲地改善建議 
8. 親水淨溪、強化排水水質淨化處理空間改善建議 

1. 準確說明現地生態不利或具改善方向的議
題，並提供確實可參考之短期棲地復育辦理
方向指引與長期復育或維護標的 
2. 依據不同物種、類群，提出可以進行長期
監測、動態資源盤點之建議與辦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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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1 計畫內工作項目與執行成效一覽(續) 
三、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 

工作項目 具體產出 效益 
 符合 FAIR 科學資料管理 
(報告書 4.2.1) 

彙整計畫成果公開於生態情報資料庫 
https://ecomap.hccepb.gov.tw/ 

網站以親民易用風格呈現計畫成果，增加一
般民眾的興趣與使用率 

建立點、線、面空間資料及屬性資料庫 
(報告書 4.2.2) 

以視覺化圖資整合計畫成果於資料庫中建置「地理資訊平台」 空間基礎資料可做為環境規劃、保育方案、
環境教育活動發展之參考 

建置互動式民眾導覽地理資訊平台、環
境教育專業區 
(報告書 4.3) 

於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設置： 
1. 互動導覽情報地圖-圖面管理、主題查詢、圖層套疊 
2. 環境教育專區-生態導覽計畫、活動成果、資料集 

視覺化生態與文史資料、生態導覽計畫、活
動成果及資料集可做為環境教育活動發展之
基礎與素材 

建立資料持續更新累積之機制 
(報告書 4.3) 

建置系統自動介接機制，定期將 TBN 及 iNaturalist 新增之資料更新
至本系統資料庫(至少一個月一次) 

確保網站資料即時性、增進民眾參與意願 

應可支援多元行動裝置 
(報告書 4.3) 

以響應式網頁設計建置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 因應不同設備與解析度調整佈局以保持最佳
瀏覽效果 

四、建立公私協力網絡 
工作項目 具體產出 效益 

 辦理水環境工作坊 
(報告書 5.3) 

共計 8 場水環境工作坊，參與 289 人次 1. 連結各類型權益關係人凝聚共識 
2. 釐清新竹左岸自然保育與環境議題 
3. 強化在地參與環境治理的能力 
4. 促成跨權責單位公私協力治理平台 

擬定生態導覽計畫 
(報告書 5.4、附錄二十三) 

1. 與河同行-穿梭多樣的新竹左岸、 
2. 河圳歷史風貌-穿梭古今新竹左岸 
3. 與河交朋友-認識新竹左岸的生態地景 

1. 新竹左岸環境教育發展之基礎架構 
2. 提供環境文史教育者自由運用 
3. 提升在地民眾參與水環境教育程度 

階段性公開工作成果 
(報告書 5.5) 

定期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公開階段性成果 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開設專案存放工作
產出，主管機關與公眾皆可便捷運用 

刊物製作印刷 
(報告書 5.6、附錄二十四至二十五) 

1. 出版品：頭前溪-說古道今、生態文史、暢快漫遊 
2. 推廣文宣：頭前溪溪遊趣 

推廣新竹左岸生態文史資訊 

五、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 
工作項目 具體產出 效益 

 中小尺度生態情報地圖進行棲地盤點 
(報告書 6.3) 

彙整產出生態情報地圖圖層，包含：計畫基礎圖資、生態與棲地調
查成果、解說資源、水環境生態友善措施建議、政府公開資料與資
料庫查詢 

可做為發展環境教育、遊憩利用、長期棲地
守護規劃、環境變遷、環境復育計畫擬定、
水環境改善方案效益評估等多面向運用 

以環境教育協力網絡銜接國土綠網機制 
(報告書 6.4) 

1. 透過水環境工作坊溝通環境教育協力網絡的建立方案 
2. 以空間盤點與資訊公開作為環境教育網絡的溝通基礎 
3. 環境教育網絡作為左岸關注社群制度力提昇的實踐 

以工作坊發展環境教育協力網絡，進一步強
化關注社群的信任關係，繼而促成頭前溪治
理公私協力平台 

研擬新竹左岸重要棲地保育對策 
(報告書 6.5) 

六項保育對策之具體短期可操作步驟：野生動物棲地串連、物種保
育與棲地復育、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應用水環境計畫
改善頭前溪水質、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推動淨溪方案 

進一步拓展規畫面向，計畫亦建議長期可延
伸之操作方向，做為環境治理標的納入新竹
左岸之發展規劃 

https://ecomap.hccep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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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文史短文、解說/遊憩資源點位等資料，提供未來導覽計畫、環境教育

教案規劃、以及自然觀察推廣可用的基礎資料。 

(iii) 生態文獻與資料庫盤點，配合本計畫所進行的生態調查，可指引未來

生態調查應注意方向，並納入保育對策進行考量。 

(c) 關連之主要使用者 

(i) 計畫主辦單位 

(ii) 其他新竹左岸環境主管機關 

(iii) 水環境或其他工程規劃營造廠商 

(iv) 環境教育工作者 

(v) 周邊學校教育工作者 

(2) 生態調查及對策：生態與棲地調查資訊 

(a) 工項產出 

(i) 陸域動物調查：哺乳類、鳥類、兩棲類、爬蟲類、蝴蝶、蜻蜓普查資料。 

(ii) 陸域植物與棲地調查：基地範圍全區森林、流動水域(含高灘草地)與人

類活動用地植物名錄建置、棲地調查成果。 

(iii) 水域生物調查：流動水域(感潮與非感潮區域排水、水源里生態渠道)、
靜態水域(人工濕地與水源里生態池)魚類與蝦蟹調查資料。 

(iv) 關鍵物種專題調查：霜毛蝠與其他蝙蝠、中型哺乳動物族群廊道 、

稀有植物、外來入侵植物、灘地蟹類、螢火蟲等六類關鍵物種調查。 

(v) 軟硬體設施及空間調查：盤點基地範圍內軟硬體設施之點位、空間概

況、生態情報等資料。 

(vi) 計畫範圍內最新高解析度正射影像。 

(vii) 提出八點議題盤點與辦理對策：關注動物保育工作結合友善農業環境、

關注動物保育工作結合藍綠帶廊道串連、依據環境教育和友善農業需求進

行動物棲地營造或改善、臺灣大豆復育、外來物種現況探討與移除、關注

物種螢火蟲棲地改善、水域生物洄遊廊道及棲地改善建議、親水淨溪、強

化排水水質淨化處理空間改善建議。 

(b) 效益說明 

(i) 本計畫彙整最新生態普查資料，包括各類群物種名錄、點位與分析；棲

地分類、分布、面積、品質調查與分析資訊；關鍵物種座標、數量、棲地

偏好資訊等，是近期最新且最詳盡之生態資源盤點資料。 

(ii) 透過生態文史資源盤點，以及辦理水環境工作坊等公私協力工作，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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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第三、四批次水環境工程計畫評估與處理生態議題。 

(iii) 本計畫產出資料已彙整生態與棲地盤點成果，提供未來生態檢核或維

管使用。包括生態調查資料、關注物種資料、棲地調查繪製資料、空間調

查記錄(含正射影像)等，並產出相應的處理原則，就各空間、物種、棲地提

出關注議題與改善方案。 

(iv) 本計畫可充分回饋當前與後續批次水環境改善規劃工作，準確說明現

地生態不利或具改善方向的議題，並提供確實可參考之短期棲地復育辦理

方向指引與長期復育或維護標的。 

(c) 關連之主要使用者 

(i) 計畫主辦單位 

(ii) 其他新竹左岸環境主管機關 

(iii) 關注團體與NGO 

(iv) 水環境或其他工程規劃營造廠商 

(v) 環境維護管理廠商 

(vi) 環境教育工作者 

(vii) 周邊學校教育工作者 

(3) 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 

(a) 工項產出 

(i) 建置符合FAIR科學資料管理、具點、線、面空間資料及屬性資料庫、以

視覺化地理資訊圖台呈現之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 

(ii) 建置系統自動介接機制，定期將TBN及iNaturalist新增之觀測資料更新

至生態情報網。 

(iii) 生態情報網以響應式網頁設計建置，可支援多元行動裝置。 

(iv) 計畫產出成果於生態情報網內「環境教育專區」呈現。 

(b) 效益說明 

(i) 網站以親民易用風格呈現計畫成果，增加一般民眾的興趣與使用率。 

(ii) 情報網提供的空間基礎資料與易用的圖台，可做為無GIS操作背景者進

行環境規劃、保育方案、環境教育活動發展之參考。 

(iii) 透過情報網視覺化生態與文史資料、生態導覽計畫、活動成果及資料

集可做為環境教育活動發展之基礎與素材。 

(iv) 以自動介接機制確保網站生態資料即時性、增進民眾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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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因應不同設備與解析度調整佈局以保持最佳瀏覽效果。 

(c) 關連之主要使用者 

(i) 計畫主辦單位 

(ii) 其他新竹左岸環境主管機關 

(iii) 關注團體與NGO 

(iv) 水環境或其他工程規劃營造廠商 

(v) 環境維護管理廠商 

(vi) 環境教育工作者 

(vii) 周邊學校教育工作者 

(viii) 一般民眾 

(4) 建立公私協力網絡：工作坊資料與記錄、生態導覽計畫、書冊刊物 

(a) 工項產出 

(i) 辦理環境教育、意見交流、教育訓練工作坊共8場次，並產出工作坊議

程、課程資料與記錄。 

(ii) 擬定生態導覽計畫共三種，提供計畫中須包括導覽主題與大綱、導覽

目的與教育意義、參與人數、導覽路線規劃、解說內容、互動活動說明、

相關設備需求。 

(iii) 階段性公開工作成果，定期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公開階段性

成果，並將計畫產出之最終成果資料彙整於生態情報網中。 

(iv) 刊物製作印刷兩本出版品，分別提供計畫成果記錄概述與針對大眾之

一般性成果推廣。 

(b) 效益說明 

(i) 水環境工作坊共8場次，參與289人次，除連結各類型權益關係人凝聚共

識外，亦釐清了新竹左岸自然保育與環境議題、強化在地參與環境治理的

能力，並促成跨權責單位公私協力治理平台成形。 

(ii) 產出「與河同行-穿梭多樣的新竹左岸」、「河圳歷史風貌-穿梭古今新

竹左岸」、「與河交朋友-認識新竹左岸的生態地景」等三份導覽計畫，作

為新竹左岸環境教育發展之基礎架構，並提供點位、動線等說明提供環境

文史教育者自由運用。 

(iii) 於計畫進程中，利用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開設專案存放工作產出，

未來更可作為資料線上備份，提供主管機關與公眾便捷運用。 

(iv ) 推出「頭前溪-說古道今、生態文史、暢快漫遊」與「頭前溪溪遊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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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本文宣刊物，以推廣新竹左岸生態文史資訊。 

(c) 關連之主要使用者 

(i) 計畫主辦單位 

(ii) 其他新竹左岸環境主管機關 

(iii) 關注團體與NGO 

(iv) 水環境或其他工程規劃營造廠商 

(v) 環境教育工作者 

(vi) 周邊學校教育工作者 

(vii) 一般民眾 

(5) 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生態情報圖、環境教育網絡形構、保育對策 

(a) 工項產出 

(i) 以中小尺度生態情報地圖進行棲地盤點：本計畫彙整產出、蒐集的相關

圖層為中小尺度之生態情報地圖，以kmz與gpkg檔案格式發佈。內容包括：

計畫基礎圖資、生態與棲地調查成果、解說資源、水環境生態友善措施建

議、政府公開資料與資料庫查詢。可提供相關規劃、調查人員與主管單位

快速查找、套疊圖資，瞭解新竹左岸生態調查資料、環境資源、應改善位

置、解說點位等等資訊。 

(ii) 以環境教育協力網絡銜接國土綠網機制：本計畫透過水環境工作坊溝

通環境教育協力網絡的建立方案，以空間盤點與資訊公開作為環境教育網

絡的溝通基礎，並提昇左岸關注社群制度力。 

(iii) 研擬新竹左岸重要棲地保育對策：野生動物棲地串連、物種保育與棲

地復育、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

質、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推動淨溪方案。均提供具體短期可操作

步驟與長期可推動方案。 

(b) 效益說明 

(i) 生態情報地圖可做為發展環境教育、遊憩利用、長期棲地守護規劃、環

境變遷、環境復育計畫擬定、水環境改善方案效益評估等多面向運用。 

(ii) 以工作坊發展環境教育協力網絡，進一步強化關注社群的信任關係，

繼而促成頭前溪治理公私協力平台。 

(iii) 利用保育對策進一步拓展規畫面向，短期可操作步驟提供具體辦法，

並建議長期可延伸之操作方向，做為環境治理標的納入新竹左岸之發展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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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關連之主要使用者 

(i) 計畫主辦單位 

(ii) 其他新竹左岸環境主管機關(特別是新竹縣政府、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

川局以及農委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等關心頭前溪流域治理、藍綠帶串

連之單位)。 

(iii) 關注團體與NGO 

(iv) 水環境或其他工程規劃營造廠商 

(v) 環境維護管理廠商 

7.1.2 使用者分析與資料利用建議 
本計畫內辦理多場教育訓練工作坊，並在執行過程中與不同單位、權益關係

人溝通。依據相關記錄，本計畫簡要建立以下使用者分析，依序說明如下。分析概

述請見表7.1.2-1。 

表 7.1.2-1 使用者分析一覽 

新竹左岸資料使用者 使用目標 建議利用資料對應章節 

計畫主辦單位 水環境改善計畫推動、常態空間維護管

理業務、管理範圍內環境情報收集與公

眾溝通 

全篇 

其他新竹左岸環境主

管機關 
新竹左岸環境經營管理政策參考 第三章、4.3、5.5、5.6、

6.3、6.5 

關注團體與 NGO 環境教育架構與規劃、議題情報蒐集與

資料分享、在地社群培力 
第二章、第三章、4.3 

水環境或其他工程規

劃營造廠商 
工程規劃與執行之生態資訊與建議操作

方向 
第二章、第三章、4.3、

6.5 
環境維護管理廠商 環境管理項目之生態專業指引 第三章、6.3 

環境教育工作者 新竹左岸環境教育架構與素材 第二章、第三章、4.3、

5.4 
周邊學校教育工作者 戶外環境教育場域與素材、發展在地特

色課程 
第二章、第三章、4.3、
5.4、5.6 

一般民眾 認識新竹左岸生態與文史故事 第二章、4.3、5.4、5.6 

(1) 計畫主辦單位  

(a) 核心價值 

本計畫主辦單位為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其一般業務外，與新竹左岸相關

之維護權責範圍為高灘地(頭前溪低水河槽區以南到堤防間)之二人工溼地、

腳踏車道系統與其他空間，執行環境整理、環境規劃、人工溼地水質監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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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等業務。此外，計畫主辦單位於此空間內執行水環境改善計畫相關業務，

於恢復河川生命力、「新生荒野、還地於河」等方針下，進行相關親水環境

改善推動。 

(b) 使用目標 

(i) 水環境改善計畫推動：延續微笑水岸二軸一區之發展方向與核心價值概

念，落實水環境營造與環境保育對策，以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 

(ii) 常態空間維護管理業務：新竹左岸高灘地與鄰近空間維護管理之參考

資料與依據。 

(iii) 管理範圍內環境情報收集與公眾溝通：新竹左岸生態環境與物種情報

蒐集和資訊累積，建立與在地關注團體、居民之溝通媒介。 

(c) 建議利用資料 

建議以「歷史人文遊憩資料蒐集盤點」與「生態調查與對策」工作項目

之產出做為新竹左岸整體環境規劃之基礎資料，配合「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

色網絡計畫」工作項目彙整之保育對策與執行方式，落實水環境改善。另外，

透過「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工作項目產出之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站、「建

立公私協力網絡」工作項目產出之成果，做為引起在地關注、進行在地溝通

與培力之重要資源。 

(2) 其他新竹左岸環境主管機關 

(a) 核心價值 

其他新竹左岸環境主管機關包含新竹市政府建設處下水道工程科、林

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水利署第二河川局以及位於頭前溪右岸的新竹縣政

府，上述單位之權責範圍涉及新竹左岸空間範圍，其環境治理、生態保育、

水環境改善等相關政策規劃亦影響新竹左岸整體規劃與未來發展。 

(b) 使用目標 

新竹左岸範圍空間、鄰近區域乃至於頭前溪整體流域的環境維護、經營

管理、生態保育、棲地環境以及水質汙染等相關政策與措施規劃之參考。 

(c) 建議利用資料 

建議以「生態調查與對策」工作項目項產出之最新生態普查資料與課題

分析，以及「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畫」工作項目彙整之生態情報地

圖圖層與提出之保育對策，做為新竹左岸環境管理政策之參考依據。相關資

料可由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新竹左岸專區取得，亦可由「建立公私協力網

絡」工作項目產出之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站、出版之刊物瞭解新竹左岸生態

與文史資訊。 

(3) 關注團體與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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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核心價值 

本計畫盤點新竹左岸關注團體，各有其特定關注議題，以下分述：荒野

保護協會新竹分會長期關注新竹地區自然生態環境，推廣自然保育與環境

教育，提供生態相關培訓課程與講座；新竹野鳥學會則主要關注鳥類生態與

棲地保育，辦理賞鳥活動，定期進行野生鳥類資源調查；臺灣乾淨水行動聯

盟則主要關注頭前溪水質汙染議題，到在地學校與社區推廣溪流環境教育

課程；LASS是新竹在地致力於實踐資料公開的資訊數位社群，關注議題主

要為空氣品質監測、水質監測等；鄰近左岸的在地社區與其民意代表則較關

注在地發展，以及社區與鄰近空間規劃與營造；專家學者則以溪流物種保育、

棲地串連、水質淨化以及環境教育與推廣為主要關注重點。 

(b) 使用目標 

(i) 環境教育架構與規劃：以生態環境與物種基礎資料，連結相關團體，發

展具有在地特色之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ii) 議題情報蒐集與資料分享：新竹左岸環境議題情報蒐集與累積，掌握

議題發展趨勢。 

(iii) 在地社群培力：創造在地關注團體與民眾參與空間，並增強參與環境

治理之量能。 

(c) 建議利用資料 

建議可利用「歷史與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盤點」工作項目產出之文獻做為

深入瞭解新竹左岸環境變遷與議題之基礎，透過「生態調查與對策」瞭解新

竹左岸最新生態資料，並可從「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工作項目建置之新竹

左岸生態情報網站便捷地獲取資訊。 

(4) 水環境或其他工程規劃營造廠商 

(a) 核心價值 

配合主辦單位或其他管理單位要求，進行新竹左岸空間範圍內的環境

規劃、水利治理規劃、生態調查、以及工程施工營造的廠商等。 

(b) 使用目標 

於環境規劃、水利治理、施工營造等工程規劃與執行過程中的生態專業

意見之依歸，包含可擾動或開發程度、應予保留區域、應改善之方向等內容。 

(c) 建議利用資料 

建議以「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工作項目產出之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初

步確認工程區域之物種與環境狀況，進一步以「生態調查與對策」工作項目

之產出對照可能的環境議題與對策建議，亦可依循「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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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計畫」工作項目所提出之六項保育對策與理念，確保工程目標符合新竹

左岸整體環境規劃之原則。 

(5) 環境維護管理廠商 

(a) 核心價值 

配合主辦單位或其他管理單位要求，進行新竹左岸範圍內的環境維護，

包括草地管理、垃圾清運、人工溼地管理、自行車道與相關設施維護等。 

(b) 使用目標 

執行環境維護管理項目過程中之生態專業意見指引，例如草地管理的

強度與頻度、人工溼地的經營管理方向等。 

(c) 建議利用資料 

建議以「生態調查與對策」工作項目產出之生態調查成果、環境課題分

析與對策建議做為環境維護管理之參考，亦可運用「切合國土生態保育綠色

網絡計畫」工作項目產出之生態情報地圖圖層，確認調整環境維護管理點位

與範圍。 

(6) 環境教育工作者 

(a) 核心價值 

新竹左岸為接近市區的可利用自然空間，富含環境教育素材與意涵，是

環境教育與自然體驗相當適合的場域。關注新竹左岸之環境教育工作者可

以溪流生態、水質汙染及物種保育等議題做為活動與課程主軸。 

(b) 使用目標 

建構新竹左岸環境教育課程與活動的發展架構，針對不同年齡層、身分

之群眾開發多元化的課程主題與內容，促進其對於新竹左岸的關注與瞭解。 

(c) 建議利用資料 

建議可運用「建立公私協力網絡」工作項目產出之三項生態導覽計畫，

做為環境教育活動之基礎架構與內容，延伸多元主題，並輔以「建立生態情

報資料庫」工作項目建置之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生態調查與對策」工作

項目彙整之生態資料，深化環境教育活動之內容。 

(7) 周邊學校教育工作者 

(a) 核心價值 

新竹左岸周邊的學校以國民中、小學為主，包含南寮國小、舊社國小、

北門國小及三民國小等。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落實，各學校需自行規

劃辦理具備特色之彈性學習課程，實踐學校本位與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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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目標 

(i) 戶外環境教育場域與素材：新竹左岸的生態環境與議題可做為鄰近學校

的發展環境教育課程與活動之場域。 

(ii) 發展在地特色課程：將新竹左岸生態與文史故事轉化為具備在地特色

課程內容，發展以頭前溪為主題之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建

立學生對於生活與溪流的連結。 

(c) 建議利用資料 

建議以「建立公私協力網絡」工作項目產出之生態導覽計畫、刊物製作

印刷成品，做為環境教育與發展特色課程之素材，並可搭配「建立生態情報

資料庫」工作項目建置之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做為資料查詢與蒐集之來源，

亦可運用「生態調查與對策」做為課程議題深入探討之背景資料。 

(8) 一般民眾 

(a) 核心價值 

指非上述所包括範疇的一般無特定身分之對象，例如附近社區之民眾、

短暫造訪遊客等，以親子家庭為主。 

(b) 使用目標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瞭解新竹左岸生態與文史故事，進而深入探

討物種保育、棲地復育及環境議題。 

(c) 建議利用資料 

建議可利用「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工作項目產出之新竹左岸生態情報

網站初步認識新竹左岸生態環境、物種及文史故事等內容，進一步透過「建

立公私協力網絡」工作項目產出之出版品對新竹左岸生態文史脈絡有全盤

瞭解，甚至實際參與生態導覽計畫。 

7.2 計畫產出資料運用指引 
本計畫具有充分前瞻性，並可指引未來其他計畫或經常性的管理、棲地經營

與環境教育工作。不同使用者的描述與資料關連，已經在本報告書第7.1節內詳述，

本節擬定5項未來高優先推動的工作內容，可如何運用本計畫的產出資料辦理，並

提供圖文說明與建議諮詢、溝通對象等參考資料。 

7.2.1 推動環境與棲地優化工作 
(1) 情況說明 

 本計畫呼應過往批次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中，已提出之「新生荒野、

還地於河」的構想與願景，提出實際推動新竹左岸環境與棲地優化的工作建議。

這些建議，可視為盤點既有的生態資源，並提出維護既有生態資源的空間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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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措施。此類工作的持續推動，是未來新竹左岸維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

方向，亦為水環境改善成果的重要亮點。 

準此，本計畫已提出之生態課題與對策探討(本報告書第三章)、切合國土

生態保育綠色網絡之新竹左岸保育對策研擬(本報告書第六章)，可以提供未來

進行環境與棲地優化工作參考運用。 

(2) 可用資料與流程參考 

計畫主辦單位、其他左岸環境主管機關以及工程規劃營造廠商可利用生態

情報地圖、生態調查與對策之成果設定環境與棲地優化的課題，快速進行初步

的議題辨識，並且確認現地狀況。此外，可參考本計畫重要棲地保育對策所提

出之長期目標與短期操作方案，輔助改善成效的評估，以利後續執行與追蹤。 

關注團體與NGO則可以透過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快速瞭解生態狀況與課

題，以生態調查與對策之成果比對環境現況，進而提出希望的改善方向。同時，

參考重要棲地保育對策之內容，與相應之主管機關共同探討解決方案。 

以上內容整理於圖7.2.1-1。 

 
圖 7.2.1-1 推動環境與棲地優化工作流程與資料框架 

(3) 諮詢對象或關注社群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新竹市水環境顧問團、新竹市政府工務處下水道科、

新竹市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竹塹社區大學、臺灣蝙蝠學會、荒野保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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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分會、新竹市野鳥學會、臺灣乾淨水行動聯盟、LASS、清華大學分析與

環境科學研究所(楊樹森教授)、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曾晴賢教授)、各社區發

展協會與在地民意代表。 

7.2.2 建立跨部門溝通與溝通平台 
(1) 情況說明 

於水環境改善規劃中，公私協力工作以及積極溝通為爭取權益關係人支持、

強化計畫效益的重要目標。此外，位於頭前溪下游的新竹左岸，其地理位置與

空間特性，除匯聚了新竹縣、市的水資源與水污染課題以外，更是流域藍綠帶

串連的重要節點，其治理、規劃、維護等工作，需要大量跨部門間的溝通協調。

未來除新竹左岸的環境規劃，需要與不同權益關係人與主管機關溝通以外，頭

前溪流域治理推動的情況更可能影響新竹左岸的環境，相關主管機關或關注團

體也可能會與左岸主管機關主動請求相關環境資料，以推動討論進行。 

準此，本計畫之各項環境、文史資料產出，即可快速成為此類溝通的基礎

資料，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生態情報地圖等公開資料，可用於簡報、文書內

說明新竹左岸的生態資源與復育方案。計畫內串連之環境教育網絡(水環境工

作坊成果記錄與參與的團體)，即為未來進行跨部門溝通的基礎資源。溝通平

台的建立除了依靠上述知識、人際關係資源外，更可透過本計畫的 

(2) 可用資料與流程參考 

計畫主辦單位、其他左岸環境主管機關以及關注團體與NGO可運用新竹

左岸生態情報網、刊物成果、生態情報地圖以及重要棲地保育對策之成果快速

蒐集相關資訊，設定溝通課題，並立基於本計畫的水環境工作坊成果確認相關

團體與單位，進行討論課題的規劃與範疇界定，推動溝通平台的運作，進而提

出行動方案。以上內容整理於圖7.2.2-1。 

 
圖 7.2.2-1 建立跨部門溝通與溝通平台流程與資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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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諮詢對象或關注社群 

新竹縣政府、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交通部

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新竹市政

府工務處下水道科、新竹市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新竹市水環境顧問團、竹

塹社區大學、臺灣蝙蝠學會、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新竹市野鳥學會、臺灣

乾淨水行動聯盟、LASS、臺灣河溪網、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清華大學分析

與環境科學研究所(楊樹森教授)、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曾晴賢教授)、各社區

發展協會與在地民意代表。 

7.2.3 辦理生態檢核工作 
(1) 情況說明 

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106年訂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並於109年11月
2日工程技字第1090201171號函修正發佈「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其

中第二條說明「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建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

府辦理受中央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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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工程項目請見該條例內容)。準此，未來新竹左岸

相關工程，如屬上述條文規範範疇，即應主動辦理生態檢核工作，以評估公共

工程對於新竹左岸造成之環境影響，並積極減輕負面效益、強化棲地復育作為。 

本計畫透過各項生態調查，產出關注物種與棲地調查資料，並提供各項棲

地品質分類的管理與環境規劃原則(如本報告書第3.4.1、3.6.4節)，可提供未來

新竹左岸之相關工程、維管或其他環境治理規劃基礎空間判斷工具，可由專業

生態團隊進行生態檢核或其他生態議題盤點機制。相關可用資料與辦理流程，

如下詳述。 

(2) 可用資料與流程參考 

計畫主辦單位、其他左岸環境主關機關以及工程規劃營造單位於生態檢核

工作提報、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階段皆可利用本計畫建置之新竹左岸生

態情報網與生態情報地圖，快速瀏覽工程點位之棲地分類、瞭解計畫範圍生態

情報以及相關歷史生態文獻，並參考生態調查與保育對策內容，擬定迴避、縮

小、減輕、補償等生態友善措施。此外，各階段辦理公民參與活動可參考本計

畫公私協力網絡內容，快速聚焦關注團體與在地居民的關注重點，利於開啟溝

通對話。以上內容整理於圖7.2.3-1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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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3-1 辦理生態檢核工作流程與資料框架 

(3) 諮詢對象或關注社群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新竹市水環境顧問團、新竹市政府工務處下水道科、

竹塹社區大學、臺灣蝙蝠學會、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新竹市野鳥學會、臺

灣乾淨水行動聯盟、LASS、臺灣河溪網、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清華大學分

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楊樹森教授)、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曾晴賢教授)、各社

區發展協會與在地民意代表。 

7.2.4 推動環境教育與自然觀察 
(1) 情況說明 

新竹左岸位於都市與溪流的交界帶，是新竹市與周邊地區重要的觀光遊憩

空間，也是重要的生態系服務提供區域，包括水資源、綠地、水域生物等，均

為應受重視的環境資源。為使大眾更加關注頭前溪所提供的生態系服務，並提

昇民眾環境意識，推動環境教育活動與自然觀察，是重要的方法。除了可讓一

般民眾更加瞭解頭前溪所提供的環境資源之外，新竹左岸更可以支持周邊地區

學校教育、多元學習等需求，並搭配社區、相關主管機關志工體系發展具有在

地特色的環境導覽遊程。本計畫已提出相關遊憩、解說點位盤點，並提供三種

生態導覽計畫(請見本報告書第二、四、六章內容)，可快速推動環境教育與自

然觀察工作。 

(2) 可用資料與流程參考 

計畫主辦單位、關注團體與NGO、環境教育工作者以及周邊學校教育工作

者可利用本計畫規劃之三項生態導覽計畫，其均已具備適用之目標對象、教學

架構、所需設備及路線等資訊，使用者可快速設定教學對象、確認可用素材以

擬定教案內容，並可運用歷史生態文獻盤點成果、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水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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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工作坊成果以及生態情報地圖協助補充教案細節或輔助教案實際執行。同時，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可做為公開宣傳、資訊交流的平台。 

一般民眾則可以運用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尋找可使用的解說教育資源與

點位、尋找相關的環境教育活動訊息，亦可進一步透過手機或平板利用

iNaturalist自主進行自然觀察，其紀錄之資料可快速回饋並呈現於新竹左岸生

態情報網，在累積生態資料的同時也可增加參與感與成就感。 

以上內容整理於圖7.2.4-1內。 

 
圖 7.2.4-1 推動環境教育與自然觀察流程與資料框架 

(3) 諮詢對象或關注社群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新竹市水環境顧問團、新竹市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

竹塹社區大學、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新竹市野鳥學會、臺灣乾淨水行動聯

盟、LASS、島內散步、香山少年、臺灣主婦聯盟消費者合作社新竹分社、新

竹市濱海低碳環境教育中心、客雅水資源環境教育中心、大煙囪下的家、新竹

市文化局水道取水口展示館、清華大學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楊樹森教授)、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曾晴賢教授)、各社區發展協會、水源國小與各周邊國中

小學。 

7.2.5 推動後續棲地維管優化作業 
(1) 情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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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因屬人為擾動頻繁的空間，除了既有的水旱田農作之外，近年公

園綠地、排水溝渠、自行車道開發，甚至是停車場、駕訓班等空間，都對頭前

溪的環境變遷有所影響。過往批次新竹市水環境改善計畫已提出之「新生荒野、

還地於河」的構想與願景，除了實際推動新竹左岸水環境改善的工程與規劃之

外，如何透過優化環境維管方案更是維持與改善左岸棲地環境的重要議題。本

計畫內已於第三、第六章內，針對部分易受影響之關注物種與棲地環境，提出

相應的棲地維管調整方案。未來相關主管機關於辦理維管工程或勞務採購時，

建議可參考本計畫所提出的調整作為，以最大化過往的水環境改善或棲地保育

計畫效益，並持續健全新竹左岸的環境品質。 

(2) 可用資料與流程參考 

計畫主辦單位、其他左岸環境主管機關以及環境維護管理廠商可利用新竹

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彙整之空間資訊，配合生態調查與對策所產出之各區域的課

題分析，確認棲地維護管理之課題。參考本計畫所提出之重要棲地保育對策，

檢視並調整既有的維護管理方案，或是重新擬定不同維護管理策略推動方案。

後續監測、評估維護管理成效之依據則可參考生態調查執行方法與成果。以上

內容整理如圖7.2.5-1框架內。 

 
圖 7.2.5-1 推動後續棲地維管優化作業流程與資料框架 

(3) 諮詢對象或關注社群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新竹市水環境顧問團、新竹市政府工務處下水道科、

新竹市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竹塹社區大學、臺灣蝙蝠學會、荒野保護協會

新竹分會、新竹市野鳥學會、臺灣乾淨水行動聯盟、LASS、清華大學分析與

環境科學研究所(楊樹森教授)、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曾晴賢教授)、各社區發

展協會與在地民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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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與建議 
8.1 結論  

(1) 本計畫在7月至10月期間已完成新竹市頭前溪左岸及周邊生態與歷史文獻資料

的蒐集與整理，並在左岸高灘地進行動、植物生態調查、環境現地勘查及無人載具

航拍製圖，將調查所得的各項資料彙整成資料集，公開發布於中央研究院研究資

料寄存所的開放資料協作平台，以符合資料找得到(Findable)、可取用(Accessible)、
可操作(Interoperable)、可再利用(Reusable)的FAIR資料管理原則，使本計畫產出的

資料能廣泛的被公眾和各政府部門加值運用，以資訊公開和資料開放促進水環境

治理的公民參與和公私協力。完成之工作項目包含： 

(a) 人文歷史環境調查。 

(b) 計畫範圍內生態資源調查至少68.5人日，含植物資源與動物資源(淡水魚

類、蝦蟹、哺乳動物、鳥類、兩棲爬蟲類、蝴蝶、蜻蜓、螢火蟲)，共記錄1,519
筆觀察資料。 

(c) 蒐集計畫範圍及鄰近區域過往生態與人文歷史調查、研究文獻資料，並

盤點相關課題。 

(i) 盤點、整理歷史人文遊憩資料並進行整理與詮釋工作，蒐集資料條目共

1,538筆彙整成資料庫，納入「生態情報網」中。 

(ii) 產出歷史文獻編目88條目、人文遊憩資源盤點表。 

(iii) 蒐集、盤點生態文獻資料，共彙整63篇條目與生態調查資料。 

(iv) 盤點「遊憩資料盤點」與「解說資料盤點」資料集，共71個點位。 

(v) 彙整前述資料上傳於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d) 根據生態調查文獻資料盤點關鍵物種，並針對潛在分布棲地或具棲地復

育可行性之場域，執行關鍵物種專題調查與棲地評估，並紀錄坐標、數量及

棲地偏好。 

(e) 配合文獻蒐集及關鍵物種調查，進行計畫區域棲地圖調繪，依據棲地現

地調查與品質評估，產出區域內重要棲地及各類棲地分布圖，並根據棲地品

質繪製敏感分級，作為生態復育及區域利用規劃之基礎。產出產出新竹左岸

7類型主要棲地說明與分布圖，並分為4級棲地生態品質，依據關鍵物種調查

成果指認9種重要關注棲地。 

(f) 產出8項生態課題分析與對策盤點。 

(g) 上述文獻彙整和生態環境調查產生的龐大資料是本計畫各項延伸工作的

重要基礎。依據現地調查資料盤點出左岸整體生態與環境亟需改善的議題和

實際空間位置，並提出具體改善方案，再與水環境改善計畫的規劃設計廠商

實地履勘和討論，針對近期可改善的項目建議做為第四批次計畫左岸棲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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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目標，納入改善工程設計。 

(2) 本計畫成果在推廣導覽與環境教育的應用，以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網站為核心，

網站資料庫整合了本計畫的調查資料和外部的公民科學開放資料，並介接外部開

放的網路地圖服務，以親合易用的網頁介面，讓民眾、研究者、政府部門可使用行

動裝置或個人電腦獲取左岸的生態與歷史導覽資訊或環境教育相關的資源。完成

之工作項目包含： 

(a)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以符合「找得到、拿得到、看得懂、可再用」的FAIR
科學資料管理，整合生態圖資展現資料視覺化的生態地理空間資訊應用情景。 

(b) 運用本計畫蒐集、調查之生態文史資料，建立點、線、面之空間資料及

其屬性資料庫，作為後續空間規劃、教育、導覽之基礎。 

(c) 建立互動式民眾導覽地理資訊平台，提供不同使用者之分眾需求。 

(d) 於系統中建置環境教育專區與資料下載區，提供生態文史資料、生態導

覽計畫、活動成果及資料集等相關資料。 

(e) 以響應式網站設計頁面，便於民眾以各類型行動裝置瀏覽。 

(f) 資料庫與伺服器以「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全線濱河自行車

綠廊道景觀優化工程」之「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建置服務」的軟硬體設

備相輔佐，互相連結共容。 

(3) 對於新竹市頭前溪整體的生態環境現況、議題及如何以公民科學導入頭前溪環

境生態的公民參與監測，藉由八場次的公民團體意見交流、環境教育、教育訓練工

作坊，將本計畫的目的、產出的資料、盤點的議題、公民科學、水環境復育願景、

短期和長期的改善和復育方案，與新竹市政府、社區居民、公民團體、新竹縣政府

及中央部會相關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高速公路局北區

養護工程分局、新竹林區管理處等)進行分享與交流討論，建立頭前溪水環境公私

協力溝通平台的基礎，以推動頭前溪水環境復育願景的實現。另外，為使不同年齡

層的民眾瞭解本計畫的完整成果，也已完成生態情報調查彙整出版品(頭前溪－說

古道今)和推廣教育文宣(頭前溪溪遊記)的文案編輯工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包含： 

(a) 辦理完成8場水環境工作坊，包含2場與在地關注團體溝通交流之NGO意

見交流工作坊、2場以新竹左岸生態議題為主軸之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坊，以

及4場說明本計畫目標、執行成果及後期資料應用之教育訓練工作坊，共計

參與289人次。 

(b) 研擬三項具體的生態導覽計畫(與河同行、河圳歷史風貌、與河交朋友)，
包括導覽主題與大綱、導覽目的與教育意義、參與人數、導覽路線規劃、解

說內容、互動活動說明、相關設備需求之內容。 

(c) 計畫執行過程中，調查成果與資料庫定期更新至公開網站以供民眾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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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彙整計畫成果製作出版品，說明新竹左岸整體規劃願景、內容、階段性

成果，並進行中英文文字編輯與圖說美編(「頭前溪－說古道今、生態文史、

暢快漫遊」)。另以大眾與孩童易懂之圖說方式製作推廣教育文宣(「頭前溪

溪遊趣」)。共編撰兩本刊物，出版品將印製50冊，推廣教育文宣將印製200
份。 

(4) 本計畫成果的延伸可銜接林務局的國土綠網計畫，亦可做為新竹市國土計畫頭

前溪國土保育區的管理規劃基礎。本計畫提出的六項新竹左岸復育對策與各項方

案，在新竹市市政府近期可執行的範圍，可以善加運用前瞻水環境建設和市政府

的預算資源，編列棲地改善復育工作和公民參與活動的相關經費，並在第二期水

環境改善計畫中提出頭前溪的水環境復育藍圖，結合公民參與的力量，進行頭前

溪的水質改善和環境復育工作。對於需要跨縣市和中央地方單位協調處理的中、

長期改善方案，可藉由公私協力溝通平台，研商整合相關單位(林務局、水土保持

局、水利署、新竹縣政府)的資源進行頭前溪流域整體的復育工作，串聯頭前溪流

域的破碎棲地，縫合國土綠網。完成之工作項目包含： 

(a) 依據藍帶綠帶網絡串連理念，以縫補生態敏感區間隙缺口、恢復生態廊道

功能為目標，提出生態情報地圖(共彙整36個不同主題之圖層)，以開放之

gpkg與kmz格式提供主辦單位與關注團體利用，作為後續建置討論或交流

平台的空間資訊核心。 

(b) 提出環境教育網絡(本計畫工作坊與邀請交流對象)的綜合評析與後續推

動方案擬定，作為對接綠網的基礎社群資源。 

(c) 依據藍帶綠帶網絡串連理念，以縫補生態敏感區間隙缺口、恢復生態廊道

功能為目標，研擬6項保育對策(野生動物廊道串連、物種保育與棲地復育、

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從自

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推動淨溪方案)，並詳細提出短期可操作步驟與長

期可延伸之方向。 

(d) 6項保育對策之內容、實施步驟、實施範圍、相關設施及所需經費，做為串

連新竹左岸重要棲地的生態復育計畫及未來規劃建議，提供後續水環境改

善計畫或其他環境管理作為使用。 

(5) 提供計畫產出成果的概述、使用者分析。並依據評析，產出5種不同情境下的

資料利用指引以及諮詢交流對象等詳細說明，方便不同使用者運用本計畫的豐富

成果產出。 

8.2 建議 
(1) 本計畫所收集的調查資料已採用符合FAIR原則的資料管理方式保存於開放資

料協作平台與生態情報網，建議新竹市政府未來在前瞻水環境建設相關計畫能要

求各執行單位依此原則辦理，以持續累積高品質、可再利用的環境與生態資料，以

開放資料促進公私協力，落實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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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畫已完成6項保育對策的擬定，其內容除生態環境保育與維護的短長期方

案外，尚包括各項調查的執行成果、觀察記錄、以及促進未來公民參與、治理交流

平台建議的推動策略，建議後續主管機關可參考此類對策擬定，持續推動新竹左

岸的棲地復育與相關治理計畫。 

(3) 本計畫執行的過程，已盤點了關注頭前溪左岸生態環境的社區與公民團體，並

建立了公私協力溝通平台的基礎。後續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一期第四批的工程

和第二期計畫藍圖的規劃，建議市政府應邀集曾參與本計畫工作坊的社區和公民

團體參與，把頭前溪的復育方案逐步在後續的計畫中推展。 

(4) 雖新竹市政府已在第一期第一至第三批水環境改善計畫中建立了新竹微笑水

岸的規劃架構，提出恢復荒野環境、水質改善、順應河相的河川復育、限縮人為活

動、以生態為基底的規劃、建立溝通平台等策略目標，本計畫的執行成果也已對頭

前溪左岸提出具體的復育對策與方案。但是，這些目標和方案在市政府的各部門

間仍缺乏一致的約束力，可能導致不同部門提出的使用規劃需求違反這些復育原

則，而減損或推翻了前期計畫的努力成果；這也會導致公民團體對市政團隊的不

信任，而破壞了公私協力溝通平台的基礎。為確保頭前溪的復育工作能持續進行，

建議市政府應儘速確立頭前溪左岸的保育復育對策，賦予國土計畫保育區實質的

位階，並與相關權責單位建立平台與溝通機制，明確宣示限制各部門不當利用，避

免再度破壞頭前溪的環境與生態，並確實投入資源進行水質改善和環境復育。 

(5) 本計畫的合約期程為109年6月15日至109年12月15日，於此期程內雖可完成生

物普查，但無法完整記錄四季物種出現狀況與物候、生活史變化。未來類似計畫應

包括足夠期程，以完善生態調查規劃與成果，並常態化辦理新竹左岸的生態資源

盤點計畫，並持續推動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的策略落實。 

(6) 本計畫合約書與邀標書內，並未規範資料庫系統建置所需之軟硬體規格與採購

方案，導致本計畫內系統建置作業期程推遲。建議未來應於標案內妥善規範規格

與標準，以避免類似狀況發生；此外，也建議後續編列維護與資料更新之經費，以

維繫平台服務及資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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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審査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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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査意見回覆 
1. 109年 6月 2日評選會議 

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程委員建中 
1 在有限時間內，服務建議書提出蝙蝠棲所調查及

中型哺乳動物族群與廊道 
調查。如何使其短短調查時間之數據有意義？如

何可賦予 NGOs可持續此一調查工作？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提出蝙

蝠(含棲所)調查及中型哺乳動物
調查除因盤點過去文獻發現這兩

個類群的動物資料相當不足外，

亦因為蝙蝠和中型哺乳動物分別

與本計畫友善農業與溪流藍綠帶

廊道這兩個關鍵課題有密切關

係。調查努力量是否足夠而能使

調查發揮設定的功能也是本計畫

工作規劃考量之一，由於霜毛蝠

及大部分蝙蝠在七八月達活動高

峰，因此本計畫規劃在高峰期的

調查應能初步掌握計畫範圍蝙蝠

組成，並確認霜毛蝠在新竹左岸

藍綠帶的活動和分布情形。中型

哺乳動物自動相機調查部分過往

相關文獻建議應有 800 小時至 3
個月(針對活動範圍大的石虎)的
工作小時，本計畫除規劃設置多

部相機進行調查外，相機工作時

間應會超過 3 個月，因此調查結
果應能掌握計畫範圍的中型哺乳

類相和分布狀況。 
由於蝙蝠和中型哺乳類調查採

用的方法和設備較為專業，要由

NGOs 來執行需要經過專業人員
協助擬定調查計畫和進行相關訓

練，後續將配合本計畫環教和推

廣工作的規劃來評估是否納入辦

理。 
2 本計畫之環境教育目標及受教族群 (target 

audience)在網絡建置前，必須有明確定義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進行

權益關係人分類，並盤點環境教

育訓練的主要受眾。主要為頭前

溪周邊環境的關注團體(著重環
境課題治理、自然觀察、以及)、
有環境/鄉土教育需求之各級學
校團體、以及新竹市環保局環保

志工系統。計畫內「建立生態情報

資料庫」、「建立公私協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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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工作項目，亦將依據上述之受眾

分類，設定工作坊與系統之服務

標的。 
二、汪委員靜明 
1 有關生態情報除生物多樣性、棲地、人文歷史外，

如何結合水文、水質等資料之動態變動。在環境

保護措施上有何關連作為(如水汙染防治及水環
境建設)？ 

謝謝委員意見。查基地周邊現

有水利署、環保署之水質測站，僅

有舊港橋/竹港大橋(水利署)，頭
前溪橋/湳雅取水口(取代溪洲大
橋)(環保署)等兩站，且均位於主
流區域。又，新竹市環保局水及土

壤汙染防治科雖於柯子湖、溪埔

子兩人工溼地之進、出水口每月

定期執行水質監測，然監測資料

並未公開發佈。本計畫將賡續與

主辦單位、水質監測權責科室討

論現地水質資料是否納入生態情

報資料內進行呈現。 
2 有關環境教育網絡之關鍵參與者，如何應用所建

置之生態情報地圖？ 
本計畫產出之生態情報地圖，

除以報告書形式提供主辦單位使

用外，亦將整合於生態情報資料

庫的「生態導覽地圖」功能內。又，

生態情報資料庫工作項目將提供

完整操作手冊，供所有閱聽人瞭

解系統功能與使用方法。 
三、陳委員亮憲 
1 報告所列的物種、棲地及關鍵學理，請列出的參

考文獻。 
謝謝委員意見，相關物種文獻

記錄，已彙整於實施計畫書第二、

四章內。其他文獻蒐集盤點，將於

計畫內陸續完成。 
2 pp.17的人工溼地、區域排水的敘述，請列出學理

的說明。 
本計畫範圍內(頭前溪左岸高

灘地，不包含頭前溪主流)水域棲
地劃分主要是考量主管機關新竹

市政府水環境計畫過去及未來建

設與營造之目標，是作為水域調

查時描述區分調查環境所用。同

時也考量後續調查成果回饋於這

兩類型棲地營造及管理規畫使用

上的方便性與溝通效率。 
3 請列舉新竹市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及分布。 謝謝委員意見，新竹左岸基地

周邊生態調查點位、棲地分布初

步判釋、重要文化資產點位，請見

實施計畫書第二、四章內容。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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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文獻、點位蒐集盤點，將於計畫內

陸續完成。 
4 請說明頭前溪及其支流在新竹市的生態、環境所

扮演的角色。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水環境

營造範圍內，頭前溪與其支流有

自來水、飲用水取水口、俱被劃入

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具有區域供

水的重要性。另頭前溪也提供灌

溉、水域動植物棲息、魚類牡蠣捕

撈等生態系服務。 
5 新竹市地理位置應有包括漁港、感潮帶及位於海

岸邊，請敘述於新竹市的海岸的特質及海岸的規

劃的策略。 

謝謝委員意見，新竹「二軸一

區」的規劃為新竹左岸、17公里
海岸軸等二軸、以及漁人碼頭形

象景觀區等一區。本計畫工作範

圍為新竹市頭前溪左岸區域內

（舊港大橋至經國大橋範圍內）。

17公里海岸生態景觀軸之規劃，
簡述於第二章內。 

四、易委員武忠 
1 長期追蹤及生態調查並建置環境友善空間，其除

生態外，並增列經濟開發行為及取水、水利汙染

調查之整體性呈現，另資料、圖像、影片應注意

所有權、版權問題。 

謝謝委員提醒資料授權問題。

本計畫內生態調查內容包括計畫

期程內辦理的專業生態調查、以

及透過教育訓練推廣公民科學調

查方案（如 iNaturalist、eBird 等
APP）增加生態調查的內容。本計
畫工作坊將強化對於環保局志工

使用相關調查工作的能力，成為

種子講師與公民調查員，並推廣

至更多潛在使用者。 
2 計畫「互動」在經費上應建置(如活動、互動平台、

facebook粉絲人數)並整合 NGO團體，一起參與，
請說明如何作法。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預期提

供計畫內辦理工作坊之活動文

案，利用既有新竹市環保局

facebook 粉絲頁進行計畫內工作
坊、公私協力活動的推廣與互動。

相關關注 NGOs 均已於彙整於本
計畫書內。 
又關於本計畫與民眾之互動方

案，在目前未明生態情報網與資

料庫後續維管權責與經費投入的

情況下，本計畫預計以兩個方案

來推動環境教育受眾利用本系

統。其一，透過推廣公民科學調查

上傳既有系統後，介接進入資料

庫的方式，持續更新新竹左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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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造範圍內的生態觀測資料，讓關

注區域內生態議題的閱聽人能持

續取得新的生態調查資訊。其二，

本計畫所建置之生態導覽計畫、

生態調查資訊與公民參與資料，

俱可從生態情報網的「環境教育

專區」內取得、下載、利用。 
五、蔡委員萬寶 
1 生態導覽計畫導覽人員如何遴選及培訓，建立完

善的導覽機制。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將針對

既有導覽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並

提出至少三類生態導覽計畫與活

動內容，供  貴局利用與進行人
員培訓的長期規劃。 

2 導覽資訊平台是建置在環保局、市政府或獨立？ 謝謝委員意見。依據邀標書內

容，本計畫內生態情報資料庫的

建置，需與「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

觀營造計畫－全線濱河自行車綠

廊道景觀優化工程」之「監視系統

與智慧平台系統建置服務」的軟

硬體設備相符，並可兼容。故將與

主辦單位討論利用環保局既有軟

硬體設施。 
3 感潮帶隨季節不同有不同魚類洄游，兩處溼地有

鳥類棲息、魚類需注意。另兩處溼地非僅靜態水

域，與頭前溪支流排水、灌溉渠道等相通。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內已規

劃進行兩處溼地的魚類、鳥類調

查，相關規劃請見實施計畫書第

四章。另外，本計畫工作範圍未含

主流水體，但預計將於區域內灌

溉排水匯入主流處設置調查點

位，除可了解區內水體水域生物

來源，也能連帶瞭概主流水域生

物概況。前期現地勘查時預計一

並將濕地及鄰近排水、灌溉渠道

連通情形納入調查點位考量中。 
4 螢火蟲生態調查的光害區段種類、光害源等需納

入。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內將先

盤點現地螢火蟲物種、分布、以及

族群狀況，並將配合棲地圖調查

繪製、現地結構物改善勘查等成

果，綜合評估螢火蟲復育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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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年 7月 17日期初報告審査會議 
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修改位置 
一、程委員建中 
1 建議針對生態情報圖、資料庫

與線上展示系統的使用者，主

管機關，圖資更新內容效度，

有更精準地連結和陳述。 
 

謝謝委員意見。線上展示系統運用不同

區塊命名區分提供目標使用者辨識，例

如：環境教育專區或公務後臺管理專區。

另，生態情報圖等相關圖資將隨本計畫調

查進度而更新，此部份會在期中報告中加

強陳述相關系統使用資料名稱、資料來

源、資料年份及更新狀態等資訊。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5.3.2節 

2 生態資料庫與農委會林務局、

內政部營建署、中央研究院

TaiBIF、特有生物中心 eBIRD 
Taiwan，如何在本計畫的 APP
中聯合使用？ 
 

本計畫系統運用外部生態相關資料庫

的資料類型分為兩類，一類為引用作為參

考的背景圖資，例如自然保護區、保留區

或水質水源保護區等；另一類為透過系統

介接方式，介接生物調查研究資料或公民

科學資料，這些資料多以座標點方式紀

錄。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2.2節 

3 環境教育建置計畫作為，建議

在環教施作者，環教設施機

構，相關環教課程教案規劃有

明確設計。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將依據生態調查

成果配合既有的設施擬定生態導覽計畫。 
又，本計畫工作合約要項並無產出環境

教育課程教案，但會邀請基地周邊關注水

環境發展的教育單位、環保局志工隊、公

民團體和社區發展協會參加頭前溪水環

境教育推廣工作坊，說明本計畫成果資料

及導覽計畫的運用。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6.3.1節 

4 生態調查與對策，必須對物種

演替與復育有明確生態演替

與生態系的認識。建議加強對

因工程阻絕生物遷徙，道路路

殺生物之生態減輕設施進行

有效規劃。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依據邀標項目規

劃生態調查工作，已涵蓋基地範圍內多數

生態議題與關注物種。未來提供之生態友

善建議，將納入現地生態廊道阻斷所致阻

礙物種遷徙、路殺等現象進行改善規劃。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4.7.2節 

二、陳委員岫女 
1 有關背景資料蒐集及提供蒐

集單位，建議將新竹市政府

（產發處生態保育科）也納

入。 

謝謝委員意見。 

1.本計畫於初始盤點資料時，已納入新
竹市政府近年執行之海岸鳥類調查計畫

成果。又於 109年 7月 30日，向生態
保育科相關承辦人員取得新竹市霜毛蝠

調查計畫之最新(106、108兩年度)資
料。 

2.本計畫亦已邀請該科室，於第一次
NGO意見交流工作坊內與會提供指導
意見。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2.3、4.3.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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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修改位置 
2 計畫完成後要如何反饋、反應

於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上。 
謝謝委員意見： 
1. 本計畫將盤整區域內生態資源、硬體

設施現況，進行空間標記。並依據現地環

境狀況、調查資料，提供現地工程結構的

改善建議，以及長期水環境計畫與國土綠

網計畫的規劃參考。 
2. 本計畫與第四批次水環境核定之「新

竹左岸生態環境與棲地改善工程計畫」之

辦理團隊緊密聯繫，並透過主辦單位提供

調查資料與建議，進而完善工程計畫的辦

理狀況。 
3. 本計畫業已於 109.07.30 之第三批次

工程現勘時，依據計畫內的生態調查成

果，建議第三批次工程之主辦單位應調整

柯子湖溼地改善工程範圍內之開挖範圍，

以保全本計畫調查到的部分原生高灘地

植被。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4.7節 

三、洪委員明仕 
1 此計畫經費充裕，因此廣度及

深度應予強化，合作參與的組

織要投入，調查資料應詳實精

準，以符合外界期待，成為全

國典範。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內生態調查與資

料產出，均由生態專業人員操作與品管。

又將透過公私協力工作坊辦理，納入各方

關注團隊瞭解計畫辦理過程與產出，提供

完整的成果供主辦單位運用。 

無 

2 範疇界定後，應加強與「上游

段」及「右岸」之關係與物種

廊道之建立，並注意棲地之完

整性。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將依據生態調查

成果，加強探討棲地間的連結性如何建

立；工作坊亦規劃邀請第二河川局、林務

局新竹林管處、新竹縣政府等相關權責單

位參與，結合水環境改善及國土綠網計畫

的成果，以修復、維護頭前溪生態廊道的

功能。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4.7、6.3.1
節 

3 水之狀況的文歷記錄，包括河

道氾濫情況（例如：老廟老樹）

寬度、深度、底質之改變，以

及潮汐變動之歷史記錄（例

如：生痕化石）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後續將納入相關

課題之探討。 
無 

4 調查資料的公布，需經過審核

及本局同意。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調查資料彙整後

將送環保局審核同意後發佈。相關調查中

拍攝照片與調查點位，若經整理發佈於

iNaturalist資料庫中，將加註本計畫產出標
籤，以供識別。 

無 

5 請說明計畫「人員其他」項目

之經費之合理性。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經費編列，係依

據招標文件內提供之「價格分析表」文件

之既有項目辦理，彙整計畫主持人、計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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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修改位置 
經理與專案助理等三項總和之 30%(包含
保險費、退休離職儲金、加班值班費等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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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年 10月 26日期中報告審査會議 
項

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修改位置 

一、程委員建中 
1 期初報告回覆委員問題將於

期中報告詳細陳述，建議有

明確列表對照呈現。 

謝謝委員意見，因期中報告修正後頁數還

須調整，意見回覆對照表將納入期中報告核

定本與期末報告內。 

期中報告

修訂本附

錄一 
2 計畫應用外部資料庫，包括

專家學者研究成果、公民科

學家調查紀錄等，必須注意

其實驗設計及資料可信度。 
  

謝謝委員意見，公民科學資料確實可能有

精確性問題，因此本計畫採用全球通用的

iNaturalist 資料平台與資料管理機制進行公
民科學資料收集。此方針已於本計畫實施計

畫書審査內經主席裁示通過，並僅規劃呈現

計畫範圍與周邊一定距離內的「硏究等級」

物種觀察記錄。iNaturalist 之記錄品質管理
機制，可由社群協助物種鑑定並把關記錄可

信度，相較於本系統中重新開發上傳審核功

能效果更佳。 
 

iNaturalist 觀察記錄的品質說明文件請參：
https://www.inaturalist.org/pages/help#quality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5.3.2節 

3 「本年 8月 27日教育訓練工
作坊人數不足」，應盡速處理

滿足契約。或在網路設置教

育平台以提供個人或團體上

網訓練，以達教育目的。 

謝謝委員意見，將依委員意見盡快重新辦

理工作坊以補足人數滿足契約。另本計畫之

資料庫平台將以靜態資料形式納入工項內

的「生態導覽計畫」，供查閱民眾下載使用。 

無 

4 「建立公私協力網路平台」，

建議嘗試利用直播現場或遠

距會議以共同參與組成有效

工作平台。 

謝謝委員意見，除了仍須補辦一場工作坊

以補足人數外，本計畫之工作坊已全數辦理

完畢，直播現場或遠距會議不在本次計畫範

圍內，將作為未來建議發展方向。 

無 

5 建立「生態情報資料庫」，建

議與委託單位組成有效之工

作小組，定期會議，溝通協調

掌握進度。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團隊已與委託單位

進行多次現場勘查與工作會議。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5.3.1節 

二、陳委員亮憲 
1 請於左岸生態地圖及環境教

育網絡建置計畫，請對生態

加入復育計畫。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於期中報告第四

章內基於生態調查與文獻蒐集成果，納入台

灣大豆、台灣窗螢、濱溪野生動物廊道等復

育建議，並盤點應優先關注、保全的棲地範

圍提供主管機關參考。相關意見也依據性質

與空間區分整理，以簡報形式在第七次工作

坊(簡報請參：https://reurl.cc/9XQkjO)提供
相關單位。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4 章，特
別 是 第

4.4、 4.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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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修改位置 

2 海域有很優美的海岸線但沒

有進行海域地規劃，請進行

海域及海岸線的規劃。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屬行政院核定新竹

市第四批次「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內分項

案件之一，其執行框架由「新竹左岸整體水

環境改善工程計畫」工作計畫書(新竹市政
府，2019)與「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
教育網絡建置計畫」邀標書所規範。依據前

二文件，本計畫工作項目之操作範圍(包括
調查、提出規劃建議等)，為新竹市轄之頭前
溪左岸(p1-12、p2-1)，經國大橋至竹港大橋
間的高灘地。新竹市海岸規劃與水環境改善

評估非本計畫辦理範疇，亦非新竹左岸水環

境規劃的執行空間。 

無 

3 請水域調查進行請教有關學

者，錯誤可以減少很多。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工作人員包括水域

專業生態調查人員劉廷彥(水域調查經歷 6
年)，於服務建議書(p.68-71)、實施計畫書
(p.83)內提出人員供主辦單位審査。另也包
括楊信得(水域調查經歷 8年)、徐綱(水域調
查經歷 5年)等 2人。 

服務建議

書 (p.68-
71)、實施
計 畫 書

(p.83) 

4 建議加入水域的工作人員及

學者。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工作人員包括水域

專業生態調查人員劉廷彥(水域調查經歷 6
年)，於服務建議書(p.68-71)、實施計畫書
(p.83)內提出人員供主辦單位審査。另也包
括楊信得(水域調查經歷 8年)、徐綱(水域調
查經歷 5年)等 2人。 

服務建議

書 (p.68-
71)、實施
計 畫 書

(p.83) 

5 降海洄游及兩側迴游物種，

請明確的建入於規劃。 
遵照辦理，此處行文要強調的是其不同生

活史階段會利用不同鹽度之水域環境，為避

免誤解皆修訂為洄游性。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4.5.1節 
6 報告書頁面 246 頁於頭前溪

主游中的表格，請注意精確。 
遵照辦理。已將該表格訂正。 期中報告

修訂本附

錄八 
7 報告書頁面 96頁圖 4.5.2-3是

錯誤的，請有效地建立。 
遵照辦理，已將圖 4.5.2-3 重新修訂。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4.5.2節 
三、解委員鴻年 
1 新竹左岸之「左岸」範圍界定

應詳實界定。 
遵照辦理。本計畫在公開的資料集中提供

計 畫 執 行 範 圍 的 KML 檔

(https://reurl.cc/14pX6Y)，明確界定計畫的
作業範圍。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6.3.3節，
本計畫線

上公開資

料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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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修改位置 

2 公私協力網絡密集度算是較

高，公民科學之資料互動與

資料確認，做為專業團體如

何因應假消息、假消息之網

路及網絡可信度，應建立此

機制。 

謝謝委員意見，公民科學資料確實可能有

精確性問題，因此本計畫採用全球通用的

iNaturalist 資料平台與資料管理機制進行公
民科學資料收集。此方針已於本計畫實施計

畫書審査內經主席裁示通過，並僅規劃呈現

計畫範圍與周邊一定距離內的「硏究等級」

物種觀察記錄。iNaturalist 之既有記錄品質
管理機制，可由社群把關記錄的可信度，相

較於在本系統中重新開發上傳審核功能效

果更佳。 
 

iNaturalist 觀察記錄的品質說明文件請參：
https://www.inaturalist.org/pages/help#quality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5.3.2節 

3 反饋之左岸建設策略不希望

有太多擾動但同時如何讓民

眾親近水域時，又達環境教

育之落實，如在網站或 APP
內有常態性之情報系統回

報，例如：包含廢棄物垃圾、

汙水訊息回報等，來讓民眾

知曉此計畫之目的及作為。 

謝謝委員意見。新竹左岸區域已經於過往

批次提案內，由水環境顧問團提出分區規劃

的概念，強調將遊憩活動導入人為活動區

內，並在新生荒野、環境教育區內強化自然

棲地。本計畫盤點生態資源，提出上述空間

規劃的落實方案，並提出兼顧減少擾動與強

化人們親水的方向發展。本計畫已盤點可推

動近溪觀察自然和淨溪活動的點位與步道

動線，建議第一期第四批次或第二期前瞻水

環境改善計畫可採納執行。相關意見依據性

質與空間區分整理，以簡報形式在第七次工

作坊(簡報請參：https://reurl.cc/9XQkjO)提
供相關單位。 

 
至於回報系統發展，國內 LASS社群開發者
許武龍先生等人已發展群眾標註平台

(https://commutag.agawork.tw/)，方便讓一般
大眾回報地點狀況與環境照片。新竹市環保

局曾邀請許先生於水環境巡守社群訓練課

程中演講介紹；本計畫的工作坊也都有邀請

許武龍先生參加。未來，若有需求，建議環

保局可進一步與 LASS社群洽談合作，推廣
群眾標記在公民參與環境監測的應用。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4.7節 

四、陳委員岫女 
1 新竹左岸之「左岸」範圍範圍

界定應詳實，建議報告書內

放入大圖，例：(航拍圖之輸
出)使得明確了解範圍。 

遵照辦理。本計畫已將高解析(相元約 4
公分)的正射影像公開發布於中研院研究資
料寄存所(https://reurl.cc/2gv636)，民眾均可
自由下載使用。透過電腦安裝 Google Earth 
Pro或QGIS等免費或開放的地理資訊軟體，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4.6.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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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修改位置 

可詳細的瀏覽、瞭解航拍範圍內的地表現

況。 
2 新竹左岸(頭前溪)是否建議

長官由水源污染來源開始整

治，是否延伸此問題並期待

由水環境計畫內來達成找尋

汙染源頭。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於第七場次工作

坊提出頭前溪流域治理平台倡議，建議第二

期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至少應先針對新竹

市區域排水匯入頭前溪之前應進行污水截

流處理，再排入頭前溪；也盤點出較安全的

淨溪與自然觀察活動區域，希望在第一期第

四批的左岸棲地改善工程中能夠建立簡易、

友善生態的步道動線，開始推展頭前溪的淨

溪和觀察環境教育活動。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6.3.3節，
本計畫線

上公開資

料專案 

五、洪委員明仕 
1 針對臨時動議之案由及決

議，部分動議不應在期中報

告審査內決議，應交由業務

單位行政程序簽報機關首長

後決議，惟委員之建議意見

得詳列於期末報告之審査範

圍。 

遵照辦理。 無 

2 調查工作詳實，惟水域部分

可在加強敘述或工作，以期

報告可以更完整。 

謝謝委員意見，將納入相關意見調整。 期中報告

修訂本第

4.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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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査意見 意見回覆 修改位置 

一、程委員建中 

1 本計畫在六個月期程執行後，已
達到當初規劃的量化項目目標， 
至於質性工作目的，如：「強化

在地社群環境生態意識；活化河

川生命力之對策；提升民眾環保

意識及意願；銜接生態廊道、民

眾 參與核心概念；提升水環境建
設親水環境及生態復育的效益，

等等」。尚待後續努力，並與在

地產、官、學、NGO們合作平台
，共同協力推動工作的詳細項目

一併列出為宜。 

謝謝委員意見。生態保育與棲地復

育對策，已透過本計畫109.10.21工
作坊對頭前溪的環境主管機關、關

注團體提出，並已依據提出建議的

空間與時間尺度，建議適當的保育

對策操作方案，提供主辦單位參

考。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查本第

6.5、6.6
節。附錄

二十一。 

2 利用資料庫系統，建議配合計畫
區塊建立關鍵區塊生態系完整單

元以供利用。 
● 實質用於未來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之標準作業程序 
SOP 

● 與本局職工、工程施工單

位，合作 NGO們志工在未
來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操作

，進行操作演練實作。 
● 未來環境教育的利用資料

庫，作為教案編寫及課程

應用案例。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之A-E區之分
類，係僅於陸域動物生態調查內所

利用之樣區規劃，這些區域內並沒

有生態環境之嚴格一致性，故不宜

作為未來生態檢核或其他維護管理

之完整單元。本計畫以棲地(biotop)
作為用於未來生態檢核、討論、環

境教育與維護管理操作上的具體生

態單元，並置於生態情報網、生態

情報地圖與書面成果中，提供給主

辦單位、施工單位、關注的NGO團
體等利用。相關的操作演示與利用

方案，已於109.10.21與109.11.26兩
場次工作坊進行說明，相關利用人

員多有到場，也已公開教學簡報。 

期末報告

書審査修

訂本第

3.4.1節、
第4.3
節、第

5.3.3節、
第6.4
節。附錄

十六、附

錄二十、

附錄二十

一。 

3 刊物製作部份，中英文字編輯，
必須針對目標讀者群適當編寫。 
建議除編印紙本外，對電子書的

製作尤須注意。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產出之兩本

刊物英文翻譯已再次檢視修改為適

當用詞。關於目標讀者群部分，第

一本出版品集結此計畫內容摘要成

果，以關注新竹左岸生態、文史以

及環境議題之一般民眾、團體、機

關為主要閱讀受眾，運用較為正式

的書寫方式，提供深入且詳細的新

竹左岸資訊。第二本出版品(推廣教
育文宣)以無生態文史背景或對於頭
前溪流域環境幾無瞭解的一般民眾
為主要閱讀受眾，運用平易近人的
書寫風格改寫前述出版品為生動活
潑的版本，介紹新竹左岸文史與生
態環境，進而促進對話與對於地方
知識的興趣發展。惟本文宣仍有較
長篇幅的文字敘述，須具備一定程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查本第

5.6節。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查本附錄

二十四、

附錄二十

五。 

4.	109年12月16 日期末報告審查會議意見與回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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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閱讀能力，因此對象仍以國小
六年級以上學童與成人為主。電子
書部分，刊物之內容將以適當形式
呈現於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增加
資訊可及性，利於一般民眾取用。 

4 本計畫最終提出之保育對策，建
議必須以都會區人與自然共存的

原則，針對目標關鍵物種的鑑定

，以達到生態系的完整性保存為

目標。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內所提出之

保育對策，俱以推動都市區域的人

－河關係為主，並依據此目標進行

適度的分區與融合(參考第6.5.1節與
6.5.6節內容)，以達環境與人互動關
係的的完整性。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查本第

6.5節。 

二、陳委員亮憲 
1 報告書P62頁均勻度公式英文名為 

Pielou’s evenness index。 
感謝委員提醒，將更正公式英文名

稱。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3.2.3節。 
2 報告書P69頁表格61種，文字寫65
種，臺灣竹雞、大冠鷲、大陸畫

眉、紅尾伯勞四種表 3.3.1-2 沒
有。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合併紅外線

自動相機調查結果，全區鳥類調查

共發現65種，不計自動相機結果則
全區鳥類調查共發現61種，由於自
動相機為特定方法，努力量和結果

表示方式均不同，因此報告中除種

類數會合併表示外，表格和分析會

分開處理。表3.3.1-2說明為不含紅
外線自動相機，因此沒有列入臺灣

竹雞、大冠鷲、大陸畫眉、紅尾伯

勞這4種。 

無 

3 報告書 P105-P108魚類表格均勻度
計算錯誤。 

謝謝委員意見，經重新計算確認並

無計算錯誤。目視及訪談之物種不

納入指數計算，多樣性指數為零者

均勻度指數無法計算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3.5.1節。 
4 報告書 P106千甲里生態水道文字
與表格紀錄不符。 

感謝委員提醒，將更正報告文字內

容。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3.5.1節。 
5 血鸚鵡為水族館用的名稱，魚類
資料庫中文名為橘色雙冠麗魚，

學名為 Amphilophus citrinellus。 

謝謝委員意見，本次調查到之血鸚

鵡為橘色雙冠麗魚Amphilophus 
citrinellus(水族館俗稱紅魔鬼)和粉紅
副尼麗魚Paraneetroplus synspilus的
人工雜交種，在魚類資料庫並無列

入也沒有中文名，故以血鸚鵡稱之

才能避免和純種橘色雙冠麗魚產生

混淆。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3.5.1節。 

6 報告書 P108感潮帶文字與表格不
符，欖綠青蟳及鋸緣青蟳表格沒

有記錄。 

感謝委員提醒，將更正報告文字內

容。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3.5.1節。 

7 報告書 P109表格均勻度及歧異度
計算錯誤。 

感謝委員提醒，將更正報告表格內

容。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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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本第

3.5.1節。 

8 報告書 P110樣區 1文字與附錄十
三表格不符，且第二段學名沒有

斜體。 

感謝委員提醒，將更正報告內文及

該附錄內容。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3.5.2節。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附錄

十三。 

9 報告書 P111樣區 2文字與附錄十
三表格不符。 

感謝委員提醒，將更正報告內文及

該附錄內容。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3.5.2節。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附錄

十三。 
10 報告書 P151表 4.3-1 科名不用斜

體。招潮蟹類請列出物種學名、

俗名；梭子蟹類也請以上方式處

理。 

謝謝委員意見，不需斜體部分已調

整。因p151(第4.3節)內容，為生態
情報網的「生態物種」分頁下的介

紹文案內容。本分頁的預設讀者為

一般民眾，書寫內容尚包括該類群

所面臨的採集壓力等課題；又調查

到的招潮蟹類物種較多，全物種學

名置入後排版空間不足。故以科或

類作為書寫時的統稱。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4.3節。
附錄二十

四、附錄

二十五。 

11 報告書 P326灘地蟹類調查名錄，
請確實登錄。 

感謝委員提醒，將更正報告該附錄

內容。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附錄

十三。 

12 日本絨螯蟹除了保育需求，對棲
地的復原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感謝委員意見，洄游物種廊道強化

與溪流棲地復原，尚需納入頭前溪

主管機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

局、新竹縣政府等單位進行討論與

後續倡議。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5.6.5節。 

13 報告書 P124頭前溪是很重要的棲
地及廊道連結對水域生物而言，

請提出如何有效溪流棲地復原的

作為，尤其洄游物種。 

謝謝委員意見，因本計畫的工作範

圍、以及主辦單位管理權限僅及於

頭前溪高灘地的非行水區域，洄游

物種廊道強化與溪流棲地復原，尚

需納入頭前溪主管機關經濟部水利

署第二河川局、新竹縣政府，及鐵

路局、公路總局、高速公局等跨越

頭前溪的橋梁管理單位進行討論與

後續倡議，10月21日工作坊亦有邀
請相關單位參與討論。基於本計畫

主管機關權責的初步建議如透過環

境教育網絡與活動推動居民對於水

域環境復育的關心、強化濱溪綠帶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5.3.3、
6.5.3節。
附錄二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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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積極推動河川巡守跟污染

監測等方案，已於本計畫「保育對

策」中提出，並透過109.10.21的工
作坊，與上述主管機關進行初步說

明與討論。 

三、汪委員靜明 
1 本計畫定位宏觀而其工作項目對
於新竹水環境改善具有生態與環

境教育願景。期末報告依工作項

目陳述，其彙整資料具有重要參

考價值。 

謝謝委員鼓勵。 無 

2 計畫執行透過盤點及獨立調查，
建立基礎情報資訊之基礎，其成

果對於附錄，建議進一步彙整統

計及統整於報告內文之表圖，並

提出其應用方式，亦納入環境教

育網路相關平台。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彙整文獻資

料與生態調查成果，摘錄重點以表

格和圖片呈現於本文中，於本文表

3.4.1-1新增各類型棲地面積、表
3.4.1-2新增各棲地品質類型之棲地
面積，並新增表3.4.1-3說明指認關
注區域面積、表3.6.3-1說明本計畫
協助新竹左岸水環境工程計畫處理

生態議題紀錄表、表3.8-1說明本計
畫調查之物種種數、原生種數量級

保育類種數，並補充相關敘述與分

析，惟完整調查動物名錄篇幅過大

，仍以附錄呈現。本計畫成果完整

公開於「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

生態調查成果與基礎情報資訊轉譯

為一般民眾易於理解與運用之形式

，增加其作為環境教育使用之價

值。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3.4.1、
3.6.3、
3.8節。
生態情報

網。 

3 有關生態情報網頁架構已完成，
是否有實務建置及套用案例可展

示，而其後續操作、維護管理之

作法，建議補充說明。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所建置之

「生態情報網」相關功能已經建置

完成，後續維護管理主要可分為網

站資料更新與資訊安全兩個部分。

其中在網站資料更新的部份，將持

續透過介接的方式，將iNaturalist與
TBN的資料自動更新至生態資料庫當
中，每個月至少更新一次。此外，

主管機關或後續維運承包廠商也可
透過後台功能進行資料庫資料的編

修及相關檔案上傳、下載的管理，

確保網站內資料之正確性與即時

性。在靜態頁的更新上則可依主管
機關提供之更新或修改內容，與後

續維運承包廠商討論後進行更新。
在資訊安全方面，建議未來負責維

護管理的團隊配合主管機關資安檢
核相關規定，於每季或網站有重大

更新時再次執行相關資安檢測，適
時進行弱點修補以維護資訊安全。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4.4節。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附錄

十九、附

錄二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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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建置與套用案例部分，本計

畫已提供操作手冊，將頁面展示、

實務應用與套用案例等方面進行說

明。審查會議若時間充裕，可進行

系統展示。 

4 有關公開計畫完整成果放置於
「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

所」、「iNaturalist 專案建置」，
是否歸於本計畫委託相關（新竹

市政府）及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官

網，建議補充說明及優先納入。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成果完整公

開於「生態情報網」，為計畫資料

產出展示應用的主要平台。包括生

態文史調查資料、工作坊成果、導

覽計畫、情報地圖等合約規範項目

，均納入「生態情報網」中移入新

竹市環境保護局機房內。又「中央

研究院硏究資料寄存所」之資料公

開，因其紀錄較為詳細完整的詮釋

資料，容易被搜尋利用，並提供直

接下載原始資料的服務，以利於各

機關和進階使用者進一步的加值應

用。至於iNaturalist專案建置，則僅
為本計畫工作範圍邊界周邊2公里範
圍內蒐集iNaturalist自然觀察資料並
促進公民參與之方法，其蒐集內容

，均透過API篩選、匯入「生態情報
網」資料庫中。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4.3、5.5
節。 

5 有關生態情報網資料應用在環境
教育網路及新竹市在地學校環境

教育，環保志工等應用資料之方

式與案例建議納入。 

謝謝委員意見，生態情報網之應用

，已於本計畫109.10.21、109.11.26
等兩次工作坊之說明教學內容納

入。其他運用說明將補充於系統操

作手冊當中。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5.3.3節。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附錄

二十一、

附錄二十

二。 
6 有關生態情報統整方式，若另從
時間、空間（含生態系統、棲

地、生態廊道）歸納應用，係可

擴大其查詢深度，環境教育應

用。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內所執行之

棲地調繪工作，係依據新竹區域綠

網計畫之工作方法進行更細緻的調

查，產出新竹左岸全工作範圍之小

尺度棲地分類，並已納入於生態情

報地圖(kmz、gpkg)與生態情報網
中。棲地分類又納入品質分級，並

產出9項關注棲地的認定標準，與關
注棲地於未來工程、維護管理與水

環境改善計畫中應注意與復育之方

向。雖本計畫之前並無類似調查工

作執行，故較難以判定細節的棲地

環境變化，然本次調查在未來即可

作為環境變遷之比較參考，擴大新

竹左岸生態情報尺度與深度，可應

用於發展環境教育。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3.4.1、
4.3、6.3
、6.4、
6.5節。 
生態情報

網「互動

導覽情報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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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料引用應證明資料來源出處，
請補正。 

謝謝委員提醒，本計畫已檢查並將

所引用文獻列於參考文獻條目內。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參

考文

獻」。 
四、陳委員慶芳 

1 計劃執行生態調查及盤整實施 3
個月，其資料是否完整，調查及

盤點後續應有相關且具體保育或

復育對策，對於該場域環境開發

及規劃設計，需提出具體保育建

議。報告書 P224~225結論與建議
其敘明幅度僅達2頁，有些薄弱，
希望能夠補強。 

謝謝委員意見。由於頭前溪過去20
年間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河系情勢

調查等生態調查計畫，加上周邊5公
里範圍內其他各類計畫和公民科學

資料，因此本計畫範圍已累積許多

生態資料。本計畫在生態資料的工

作規劃為蒐集盤點計畫範圍背景資

料，再規劃調查工作進行生態資料

補充確認及專題釐清，並分析相關

對策以回饋新竹左岸之水環境長期
棲地復育規劃。 
 
以陸域動物為例，本計畫盤點背景
資料顯示除部分需利用特定設備進
行調查的哺乳動物外，大部分主要
陸域動物類群資料均有完整性，因
此本計畫除採用紅外線自動相機和
蝙蝠超音波調查外，其他類群僅選
擇適當季節進行1次補充調查。調查
結果除與過往資料比對討論各類群
資料完整性，亦針對關注哺乳類需
要的綠帶廊道和棲所提出後續具體
保育建議。 
 
本報告書結論建議部分，為全計畫
執行之重點摘要與小結，完整保育
對策之建議於本報告書第六章內均
有詳列。未來主辦單位與生態檢核
團隊，均可利用本報告相關結論進
行其他工程的檢視。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三

章、第

6.5節、
第七章。 

2 報告書中期中審查委員意見之答
覆未看見及該次同意核備審查委

員意見之回復函仍未看見。 

謝謝委員提醒，期中審査意見回覆

已納入於期末報告第一次審査本第

236-241頁內，其標題誤植為期初報
告，已進行更正。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附錄

一。 
3 附錄 P506~P508之工作坊相關報
告編排請調整，以每場次為單元

進行編排，其每場次的議題或授

課內容、時間應載明，附錄 P448
水環境工作坊紀錄目錄表格，請

依序編排並校正頁次頁碼。 

謝謝委員提醒，遵照辦理。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附錄

二十一。 

五、易委員武忠 

1 契約工作事項，執行現況及內容

，請分列說明成果(具體建議如對
照表），無法判之有無應辦而未

謝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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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之事項。 1.4節。 
2 經查本計畫調查資料（報告書 

P224）結論並未公開發布於中研
院網站，請說明？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於中央研究

院「資料寄存所網站」內開設「新

左岸生態情報地圖與環境教育網絡

建置計畫」專案，是為符合本計畫

資訊公開之精神與工作項目辦理，

並已於計畫執行期程每月更新各辦

理之階段性成果，專案連結

(https://reurl.cc/Y62OzL)與QR Code
均已提出供參。本計畫調查資料已

透過「生態情報地圖」(連結：
https://reurl.cc/KjmAap)進行發佈。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5.5節。 

3 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

置計劃（應辦理 6次工作坊）執
行現況及並未函知環保局？請說

明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合約規範共

計7次工作坊，實際共執行8次工作
坊。於109年7月17日工作執行計畫
書審査時，即已由主席確認第1次工
作坊(109.08.06)的辦理與後續6次工
作坊期程。後續6次工作坊企劃內容
，已於109年8月10日台生字第
109021號函報局內，並於後續各次
工作坊前，提請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行文邀請相關公務機關參加；公民

團體及社區發展協會則由台灣生態

學會行文邀請。工作坊記錄部分，

由貴局竹市環廢字第1090022046號
函要求本會提供相關內容資料。本

會已於每場次工作坊辦理前後，將

會議資料投影片上傳至中研院資料

寄存所專案；並於第7場工作坊結束
後，於109年11月5日台生字第
109039號函送各場次工作坊文字與
照片記錄，並已於109年11月23日竹
市環廢字第1090031562號函備查。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第

5.3節。
期末報告

書修訂審

査本附錄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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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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期末審查委員意見回覆表 
 

1 
 

陳委員亮憲 
審査意見  意見回覆  修改位置 

1. 陸域動物調查除了現況後
，加上原有存在的資料如

何進行動物棲地、分布、

動態進行有效的復育是維

護或恢復請有效說明。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第二、三章內容

，已彙整過去陸域動物之文獻資料。由

於過往不同調查間的範圍與方法差異大

(也因此本計畫補充調查設計完整穿越線
已盡可能涵蓋計畫完整範圍)，又過往部
分類型的資料缺乏努力量和詳細點位等

資訊，因此無法針對分布和族群動態變

化進行各文獻間的比較討論。所以本計

畫主要檢視物種紀錄(特別針對保育類或
其他關注物種)和過往有限的分布資料，
並納入文獻盤點所得的課題來探討關注

物種的時空變化。本計畫在第3.7.1至
3.7.3及6.5.1至6.5.2節內，強化中型哺乳
動物、霜毛蝠與其他關注物種(如螢火
蟲、彩鷸、猛禽、草花蛇等)的討論，彙
整過往資料和本計畫調查結果，提出相

關物種保育和棲地改善、復育建議。 
 
另外，本計畫基於前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提出新竹左岸「新生荒野、還地於河」

目標，針對新竹市政府未來持續推動水

環境改善計畫與常態維護管理，進行目

標設定與對策構思。故本計畫依據文獻

與生態、棲地調查綜合成果，進行各類

型棲地與空間的狀況描述，並針對不同

環境課題，提出生態資源維護或回復的

不同建議。期末報告書6.5節內對策，多
數為棲地現況維護，但也透過外來物種

移除、野生動物廊道串連、淨溪活動推

廣等對策，推動長期棲地復育/恢復。 

詳期末報

告書修訂

本第

3.7.1-3.7
.3、6.5
節

(6.5.1-6.
5.2等二
節為主) 

2. 水域生態調查也應除了現
況調查後，須加上故有的

資料、物種進行分析判斷

分析。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第二、三章內容

，彙整過去計畫範圍內外水域生態之文

獻資料，並針對計畫範圍內二處人工濕

地、生態池與生態渠道、區域排水與灘

期末報告

書修訂本

第

3.5.1-3.5

20 of 501



 

2 
 

地蟹類進行較齊全之調查，成果於內文

第3.5.1、3.5.2節進行分析；又納入過往
文獻紀錄，於附錄十一、十二、十三等

水域生物調查表內呈現。內文第3.5.1、
3.5.2節也已將既有較具參考價值之水域
生態調查記錄如頭前溪河川情勢調查(經
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05)與補充情
勢調查(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2016)
兩份文獻納入，與本計畫調查成果進行

比較與探討分析。 

.2、3.7.7
節、附錄

十一、十

二、十

三。 

3. 課題分析與對策建議，請
有效解析說明對策，此外

螢火蟲如為關鍵物種，如

何有效說明：螢火蟲的生

活史及棲地需求、居民對

螢火蟲的認知。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之各項課題分析

與對策建議，於報告書第3.7節(課題分析
與對策建議)與6.5節(提出保育對策具體
建議)內，具體提出建議的操作方法與辦
理內容。並已於109.10.26、110.01.14
於新竹市環境保護局針對有關單位、業

務人員舉辦之工作坊進行細節說明。 
 
另陸生螢火蟲作為關鍵物種部分，已在

報告中3.7.6節中強化論述臺灣窗螢之生
活史、獵物及棲地需求等資訊，作為研

擬棲地管理改善對策之背景知識。至於

居民對螢火蟲之認知，本計畫開始前，

即透過第三批次規劃設計廠商與報告書

件得知水源里生態渠道、生態池改善工

程，目標之一為復育幼蟲水生之黃緣

螢。與千甲、水源、南寮地區居民或關

注團體交流(109.08.06、109.09.06)，居
民提及1980年代前後水旱田間的螢火蟲
發生盛況，並說明現在觀察到的螢火蟲

數量較少，希望推動復育。然本計畫進

行現地調查後，幾乎可確認新竹左岸現

有螢火蟲物種僅存臺灣窗螢一種。又計

畫範圍內水域棲地因外來入侵種存在且

移除難度高，加上多數棲地水源處於灌

排末端易受汙染或農藥使用影響，成功

復育水生之黃緣螢的機會低。本計畫已

就此議題與主辦單位、第三批次規劃設

計廠商、水環境顧問團與水源社區發展

期末報告

書修訂本

第3.7.6
節、附錄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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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溝通說明釐清，並建議後續推動宜

以陸生螢火蟲之棲地改善為優先。 
4. 入侵物種對原生物種的傷
害、棲地（需求）請有效

說明。親水、水質淨化的

動作，請有效說明。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透過可用之文獻

盤點，掌握陸域動物、植物、水域外來

物種過往記錄，並透過計畫內的調查工

作，進一步掌握外來入侵物種於基地範

圍內分布與影響之現況與對策。內容已

強化於報告書第3.3.1、3.4.3、3.5.1、
3.7.5節內。 
 
另本計畫已透過多次水環境工作坊、與

主辦單位、第四批次水環境設計廠商於

109.10.06辦理現勘與工作會議，提出親
水與水質改善的具體建議供各方參考(其
後彙整如期末報告書第6.5節)。考量本計
畫主辦單位於新竹左岸的管理範圍不包

括頭前溪深槽區與區域排水，建議短期

透過公民參與(配合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四批次成果)，舉辦淨溪活動、積極追
蹤污染狀況、環境教育講座等，讓社群

對頭前溪的關注程度提昇，以形成跨部

門公私協力共識。並建議後續透過跨權

責單位討論與推動污水處理方案，以期

改善頭前溪的汙染問題。相關建議強化

於成果報告書3.7.8節內。 

期末報告

書修訂本

第3.3.1
、3.4.3
、3.5.1
、3.7.5
、3.7.8
節 

程委員建中 
1. 本計畫的資料系統以生境
（biotope）為單位，是否
有整體性利用設計、生態

檢核及環境教育的規劃及

應用方式？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利用biotope作為
主要空間分類單元，即透過其小尺度、

可精確對應到單元物種現況與所提供之

生態系服務等功能，以產出相應之環境

規劃管理原則。此外，又因計畫要求成

果應切合國土綠網，故與新竹次綠網採

用一致的biotope工作方法作為指認、分
類與推動各項管理復育工作的單元。 
 
準此，biotope於本計畫內可作為未來規
劃或維管、生態檢核、環境教育等應用

方法之單元，相關利用建議已撰寫於成

果報告書第3.6.4節(亦於「生態情報網」

期末報告

書修訂本

2.3.2、
3.6.4
節、第七

章、附錄

四、附錄

五、附錄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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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納入棲地分類、分級對應的說明文

字)。未來不同使用者，可快速在網站查
詢頁面中瞭解初步資訊，並參考本計畫

報告書已擬定的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但考慮環教人員背景不一定為生態或自

然資源專業，又細節資料不易利用於環

教教案規劃。因此本計畫提出的環境教

育可用資源，係以物種分布與解說資源

點位(生態情報地圖內「解說資源資料
集」、「關注物種分布點位」等圖層)為
基礎，評估具有環境教育功能的位置並

提供相應規劃說明。 
 
(biotope除譯作群落生境外，本計劃依
循邀標書用詞與農委會林務局新竹林管

理處次綠網計畫使用之「棲地」為主)。 
2.  在短短的計畫執行期間，
進行一季次的資源調查。

對以前的資料、調查和本

計畫的比較，如何說明其

變動及動態原因？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第二、三章內容

已彙整過去陸域動物之文獻資料，由於

過往不同調查間的範圍與方法差異大(也
因此本計畫補充調查之方法設計盡量涵

蓋計畫範圍)，部分類型的資料也缺乏努
力量和詳細點位等資訊，因此無法針對

分布和族群動態變化進行各文獻間的比

較討論。所以本計畫主要檢視物種紀錄

(特別針對保育類或其他關注物種)和過往
有限的分布資料，並納入文獻提及的課

題來探討關注物種的時空變化。 

詳期末報

告書修訂

本第2.4
節、第三

章 

3. 本計畫其性質在整理現有
資料，並建立環教網絡資

料庫，供給未來生態檢核

應用於公共工程、規劃、

設計、施工、維護使用。

本資料庫可否達成其目

標？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生態情報網納入

棲地品質分類與關注物種等資訊於生態

情報網內，不同單位可快速查詢現地生

態的基礎空間資訊，並依據這些資訊與

應對原則，作為規劃設計等各階段生態

檢核的基礎工作資料。 
 
此外，本計畫亦將生態情報網中的圖資

發行為生態檢核工作經常使用、可利用

不同地理資訊系統開啟的檔案格式，以

利公共工程與相關治理單位進階利用。 

期末報告

書修訂本

第3.6.4
節、第七

章、生態

情報網、

生態情報

地圖、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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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委員靜明 
1. 有關生態情報網之後續新
增更新及維護管理之平台

，甲乙雙方應依契約有所

明確溝通，確保後續仍可

持續應用。 

謝謝委員建議，生態情報網透過API介接
及排程設計，資料可隨來源端（

iNaturalist及TBN)資料新增而持續自動
更新。維護管理方面，生態情報網設計

有後台上傳與檔案編修機制，待新竹左

岸生態情報網移機完畢，建議後續委託

維護管理團隊持續推廣新竹左岸生態情

報網，建立網網連結，以利新竹市環保

局之計畫成果推動廣宣。 

詳期末報

告書修訂

本附錄十

九、二十 

2. 有關生態情報網站資訊是
放置於iNaturalist TBN，
建議依契約委託單位之計

畫目標與需求，突顯新竹

市（環保局）之角色功能

與努力亦使於非生態專業

之環境教育參與者多方友

善運用。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之成果與彙整資

料均已納入合約要求建置的「新竹左岸

生態情報網」內呈現，以利主辦單位利

用廣宣（生態情報網將於取得網域名與

辦理移機後，置於新竹市環境保護局網

站中露出）。另外，新竹左岸生態情報
網「環境教育專區」已修改納入「相關

網站連結」區塊，以利使用者搜尋與運

用不同單位之環境教育資料與素材。此
外，iNaturalist、資料寄存所等次要公民
科學或資料公開頁面網址、QR Code等
資訊已納入生態情報網中，由生態情報

網作為主要的露出管道。 

生態情報

網「環境

教育專

區」 

3. 手冊之內容及中英文尚有
錯誤及不適部分，應修

正。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產出之兩本書冊

，由生態專業人員與東海大學英語中心

陳順龍副教授再次翻譯與校對，成果將

另行函送主辦單位確認。 

另行文報

新竹市環

境保護局

確認 
陳委員慶芳 
1. 期末報告書附錄分開編輯
具較佳閱讀效果。 

謝謝委員肯定。  無 

2. 期末報告第一次審查意見
，編輯內容部分已有修

正。 

謝謝委員肯定。  無 

3. 生態資源保育、復育和所
轄業務相關單位如水保

局、水利署河川局、林務

局及環保署等相關單位，

在擬定報告書前有無進行

溝通平台，以利日後計畫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透過水環境工作

坊，於109.10.26已由主辦單位邀集頭前
溪環境治理相關的權責部門與關注頭前

溪的公民團體，包含新竹縣水環境顧問

團、經濟部水利署河海組與第二河川

局、農委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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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子齊市議員、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新竹市野鳥學

會、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台

灣河溪網等單位，共同溝通與討論頭前

溪生態資源保育與復育對策。其建議與

對於跨部門溝通之意見已詳述於報告書

內。本計畫亦切分出保育對策之長、短

期方案所應納入的權責單位或關注團體

進行說明。 
4. 書冊有無請專業人士翻譯
校稿，非送環保局來審

查。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產出之兩本書冊

，由生態專業人員與東海大學英語中心

陳順龍副教授再次翻譯與校對，成果將

另行函送主辦單位確認。 

另行文報

新竹市環

境保護局

確認 
5. 工作坊契約有無規範每場
次人數，如第四次附錄

P384/439~P388/439照片
與簽到簿有不符。 

謝謝委員意見，各種工作坊於合約內均

有訂定人數要求。109.11.26（第四場教
育訓練工作坊）因拍照角度問題，因此

未能完整呈現參與人員狀況，需以簽到

表人數為準。 

無 

洪委員明仕 
1. 本案計畫依契約規定之預
期成果與進度執行，並依

委員意見做修正。 

謝謝委員意見，相關意見均已修正。  無 

2. 中英撰寫翻譯手冊部分予
以修正並另行函送審查。 

謝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產出之兩本書冊

，由生態專業人員與東海大學英語中心

陳順龍副教授再次翻譯與校對，成果將

另行函送主辦單位確認。 

另行文報

新竹市環

境保護局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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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資料庫：文物項目 

*文獻項目另有1,519筆資料建置，因篇幅過大，請直接參閱線上資料庫內容，連結請見本報告書第2.3.4節 

 
名稱 資料類

型 

資料說明 年代(西元) 年代(清、日治、

民國) 

資料來源 

湳子河義渡碑 文物 新竹市志卷首上/照片，頁 302。 1809 嘉慶 13年 新竹市地方寶藏資料庫 

https://hccg.culture.tw/home/zh-tw/fotos/152248 

城隍廟的王世傑長生

祿位 

文物 新竹市志卷首上/照片，頁 3。圖五、城隍廟的王

世傑長生祿位 

  
新竹市地方寶藏資料庫 

https://hccg.culture.tw/home/zh-tw/fotos/151739 

王世傑家族土地界碑

的「王界」 

文物 新竹市志卷首上/照片，頁 5。圖九、推測是王世

傑家族土地界碑的「王界」。(潘國正提供) 

  
新竹市地方寶藏資料庫 

https://hccg.culture.tw/home/zh-tw/fotos/151743 

1718年王世傑開隆恩

圳為新竹水利之始 

文物 新竹市志卷首上/照片，頁 8。圖一二、1718年王

世傑開隆恩圳為新竹水利之始(取自新竹學誌) 

  
新竹市地方寶藏資料庫 

https://hccg.culture.tw/home/zh-tw/fotos/151746 

竹蓮寺供奉的王世傑

長生祿位 

文物 新竹市志卷首上/照片，頁 3。圖四、竹蓮寺供奉

的王世傑長生祿位(潘國正提供) 

  
新竹市地方寶藏資料庫 

https://hccg.culture.tw/home/zh-tw/fotos/151738 

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

煉油廠遺存建築群 

文物

(歷史

建築) 

1943年 7月在臺灣設置第六海軍燃料廠計畫正式

完成，第六海軍燃料廠在高雄本廠成立精製部，

新竹支廠成立合成部，新高支廠（今清水）成立

化成部，以供給航空作戰需要。新竹合成工廠的

廠址設在新竹市的赤土崎，整個廠區(含宿舍區)

佔地約一百萬坪。範圍大約是目前新竹市光復路

二段兩側的土地(約位於中山高、十八尖山、水源

路、頭前溪之間的區域)，包括現今中油油庫、工

研院、清華大學、光復中學等。 

民國 43年（1954）空軍工程聯隊自建第一批眷

舍，成立了忠貞新村，因位於南邊地勢高，通稱

上忠貞新村；北邊地勢低，興建第三批眷舍，通

1943 昭和 18年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

view/historicalBuilding/20140812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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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資料類

型 

資料說明 年代(西元) 年代(清、日治、

民國) 

資料來源 

稱下忠貞新村。 

現存海軍燃料廠遺址中最大的軍事工業建築物，

位於下忠貞區域內，高 60公尺的大煙囪與工廠，

本市於 99年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日本海軍第

六燃料廠-新竹支廠」。 

竹北通德堂 文物

(歷史

建築) 

竹北東海里原名東海窟，在頭前溪未實施治水工

程前溪流四溢分支，在「東海」之西南形成一處

很大面積潭窟，潭水充沛浩瀚似海，六家當時基

層行政中心居民較多，此潭窟位於六家之東方，

因此民眾稱其為「東海窟」，因而得名。 

約於乾隆年間開發，鄭氏祖先原籍廣東饒平，來

台後於竹北及芎林下山地區發展，並於芎林下山

建立宗祠。滎陽堂約建於大正元年，鄭家祖先經

營碾米廠，為本地旺族，並在經濟能力允許下，

建造一堂四橫的住屋，其所用材料及工法均講

究，成為本地代表性的宅院。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

view/historicalBuilding/20110614000001 

竹北蓮華寺 文物

(歷史

建築) 

遠溯遜清光緒三年（1877年）竹塹如縣李慎彝途

經蓮華寺現址停輿瞻望竹塹城，面對十八尖山及

頭前溪深讚地靈，乃授意鄉紳建廟。林希賢等十

二位鄉紳遂於光緒四年（1878年）發起創建蓮華

寺（俗稱觀音廟）崇祀觀世音菩薩。作為鄉民信

仰膜拜中心。 

蓮華寺位於竹北市東北犁頭山麓；門聯云：「蓮

座向金山十八峰羅列宛如羅漢；華堂迎寶塔三千

佛觀來盡若觀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因

中日甲午戰爭敗北，台灣被清廷割讓與日本而兵

1877 光緒 3年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

view/monument/20060725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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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資料類

型 

資料說明 年代(西元) 年代(清、日治、

民國) 

資料來源 

燹四起，本廟亦被殃及成一片荒蕪。 

迨明治二十七年（公元一九○四年）賴鄉紳林榮

和、林祺富、楊慶雲等發起重建，香火隨之興

盛，直至台灣光復重歸祖國。蓮華寺亦經四十餘

載星霜雨露，以致牆垣崩毀、棟宇傾頹，所以地

方人士林祺熾、楊林芳、林還德為重建經理；陳

木增、陳阿枝、鄒鄰生、林礽錫、林雲李、陳添

科、彭阿泉為重建監事，發動善信同心協力重建

廟宇。由於各方熱烈響應，出錢出力終於予民國

四十一年完工而廟貌一新。 

新竹水道-取水口 文物

(古蹟) 

1925年（大正 14年），由國費配合地方費補助

之下，開始新竹水道建設。1929年(昭和 4年)，3

月 15日舉行完工通水典禮。總工程經費 106萬 5

千日圓(約為新竹街歲入總額四倍以上)，總督府

補助二分之一，新竹州廳補助四分之一，剩餘四

分之一則由新竹街向銀行貸款，分 17年償還本

息。 

新竹街於日治時期經市區改正後，市街工商業日

益繁榮，衛生飲用水供給成為當時首要建設之設

施。有鑑於此，臺灣總督府於 1914年(大正 3年)

即開始規劃新竹街的水道建設。後因經費問題，

幾經波折，終於 1925年(大正 14年)正式開工，

並於 1929年(昭和 4年)完工通水。 

1929 昭和 4年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

view/monument/20110725000001 

新竹水道-水源地 文物

(古蹟) 

1925年（大正 14年），由國費配合地方費補助

之下，開始新竹水道建設。1929年(昭和 4年)，3

月 15日舉行完工通水典禮。總工程經費 106萬 5

1929 昭和 4年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

view/monument/20110725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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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資料類

型 

資料說明 年代(西元) 年代(清、日治、

民國) 

資料來源 

千日圓(約為新竹街歲入總額四倍以上)，總督府

補助二分之一，新竹州廳補助四分之一，剩餘四

分之一則由新竹街向銀行貸款，分 17年償還本

息。 

新竹街於日治時期經市區改正後，市街工商業日

益繁榮，衛生飲用水供給成為當時首要建設之設

施。有鑑於此，臺灣總督府於 1914年(大正 3年)

即開始規劃新竹街的水道建設。後因經費問題，

幾經波折，終於 1925年(大正 14年)正式開工，

並於 1929年(昭和 4年)完工通水。 

頭前溪內灣線鐵路竹

東 Tunnel附近 

繪畫 蕭如松繪。水彩。15x10cm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query.php?keyword

=%E9%A0%AD%E5%89%8D%E6%BA%AA&advanced

= 

頭前溪 繪畫 蕭如松繪。水彩。風景畫創作在蕭如松的繪畫世

界裡是時間最長；也最獨立的一項課題。其中他

對圖畫中的天空相當講究。他認為天空比例的高

低寬窄，是呈現風景空間中重要的表達，特別是

「雲」的安排非常重要。頭前溪是他最愛寫生的

地點之一，雖然在重複的地點完成許多不同面貌

的頭前溪創作。但是因為「雲」的變化，隨著不

同季節將天空妝扮的格外美麗。在他風景畫裡

「雲」成了最佳主角。天空的部位絕不可草率塗

抹。在戶外除了對自然界外在的描寫外，他對

「雲」的表現上他特別有心得。例如圖中的天空

兩側略略下彎，他認為寫生時，空曠的天空多少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query.php?keyword

=%E9%A0%AD%E5%89%8D%E6%BA%AA&advanc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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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資料類

型 

資料說明 年代(西元) 年代(清、日治、

民國) 

資料來源 

會呈現弧線的視覺感受；雲的造型必需配合地球

圓形的弧度，產生某種程度上的變形才對。 

頭前溪 繪畫 蕭如松繪。水彩。七○年代中期鄉土運動中，重

新喚起作者對故鄉風情有更深入的體認。如何把

自己家鄉的景物變成一幅世界名畫，是他一輩子

追求的理想與目標，於是在春秋兩季裡在住家的

近郊開始尋找寫生的靈感。頭前溪是作者最常繪

製的風景地點，甚至他持續不斷地描繪相同的地

方。他認為：重複描寫相同的景點，不但可以堅

強自己對畫畫的信念，同時還可以深刻地享受其

中的自然美感。能坐在頭前溪畔看日出賞日落，

這對他而言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刻。同時他也認

為：唯有不斷對相同對象物的描繪，才能鍛鍊出

自己恆常持續的定力，而這份堅定的毅力，也是

研究永恆之美的基石。塞尚如此、莫內如此、自

己更應該如此。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query.php?keyword

=%E9%A0%AD%E5%89%8D%E6%BA%AA&advanced

= 

新竹頭前溪北平鴨養

育場 

繪畫 楊英風繪。鉛筆素寫。32×21.5cm。「鄉土速寫系

列」為楊英風擔任《豐年》雜誌美術編輯時的創

作，《豐年》雜誌主要功能為傳達農業知識及台

灣的採風擷俗，因此楊英風跑遍大城小鎮取材取

景，使工作的事業與創作的志業能兼得並進，作

品也在親切的題材中充滿濃濃的鄉土關懷。本作

品取景自新竹頭前溪北平鴨養育場，作者以寫實

的手法、簡約的線條、俯視的角度，將新竹頭前

溪北平鴨養育場的景觀繪出，後方則分別在三個

養殖區則寫上三個小小的中國字「柵」、

1955.09.14 民國 44年 9月 1

4日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query.php?keyword

=%E9%A0%AD%E5%89%8D%E6%BA%AA&advanc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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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資料類

型 

資料說明 年代(西元) 年代(清、日治、

民國) 

資料來源 

「陸」、「池」，以表明其所繪製的區域功能，

看似安靜的場景，在挑著扁擔戴著斗笠的工作者

身上，似乎可以聽見鴨群熱鬧的叫聲。 

頭前溪畔 繪畫 魏坤松繪。油彩。117x91cm。 1996 民國 86年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query.php?keyword

=%E9%A0%AD%E5%89%8D%E6%BA%AA&advanced

= 

溪流 繪畫 蕭如松繪。水彩。綜觀蕭如松藝術上之生命及其

成就均與新竹縣密不可分。他走訪尖石、橫山、

五峰、軟橋、番社子、北埔、獅頭山、......等古道

山徑；尋找竹東頭前溪、上坪溪優美的河床景

致，新竹縣的山川丘陵，這些地方都留下他不悔

的足跡。圖畫中這個所在地就是竹東鎮近郊的頭

前溪。蕭如松大量重複描繪頭前溪的作品，揭露

了他對自然美景的真實追求。透過寫生他在自然

界中體認靜謐的安定之美。眺望著微妙與協調的

綠色，在平凡的風景中跳躍。他曾經提過：綠色

是最富有變化的色群，也是表現風景畫最佳的色

彩語言，如何在複雜的色調裡掌握綠色在畫面中

的統調與美感，成為寫生時非常重要的課題。蕭

如松秉持著客家人「質樸」、「實作」的個性跟

著土地走，勤勉默默地在耕耘。不願隨意附合世

俗潮流的個性，以真誠奉獻的藝術情感來回饋自

己的故鄉。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query.php?keyword

=%E9%A0%AD%E5%89%8D%E6%BA%AA&advanced

= 

頭前溪春日 繪畫 蕭如松繪。水彩。七○年代中期鄉土運動中，重

新喚起作者對故鄉風情有更深入的體認。如何把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query.php?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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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資料類

型 

資料說明 年代(西元) 年代(清、日治、

民國) 

資料來源 

自己家鄉的景物變成一幅世界名畫，是他一輩子

追求的理想與目標，於是在春秋兩季裡在住家的

近郊開始尋找寫生的靈感。頭前溪是作者最常繪

製的風景地點，甚至他持續不斷地描繪相同的地

方。他認為：重複描寫相同的景點，不但可以堅

強自己對畫畫的信念，同時還可以深刻地享受其

中的自然美感。能坐在頭前溪畔看日出賞日落，

這對他而言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刻。同時他也認

為：唯有不斷對相同對象物的描繪，才能鍛鍊出

自己恆常持續的定力，而這份堅定的毅力，也是

研究永恆之美的基石。塞尚如此、莫內如此、自

己更應該如此。 

=%E9%A0%AD%E5%89%8D%E6%BA%AA&advanced

= 

青山綠水 繪畫 魏坤松繪。油彩。91x65cm。位於上方的山，乃

是五指山，山下的河即是頭前溪。山腰幾間農家

是上坪村莊。此幅以青綠色為主，以山脈為主

題。 

1984 民國 73年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query.php?keyword

=%E9%A0%AD%E5%89%8D%E6%BA%AA&advanced

= 

斷我心腸 繪畫 民國 49年李澤藩教授繪「斷我心腸」感傷於南寮

國小 18位學童渡船翻覆於頭前溪。新竹市志卷首

上/照片，頁 219。圖三六八、民國 49年李澤藩教

授繪「斷我心腸」感傷於南寮國小 18位學童渡船

翻覆於頭前溪(取自李澤藩畫冊)。 

1960 民國 49年 新竹市地方寶藏資料庫 

https://hccg.culture.tw/home/zh-tw/fotos/15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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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解說資源盤點資料集(202011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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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資源點位資料集_201121 

 
編

號 
名稱 說明 對應計畫內盤點議題 環境教育議題 對應導覽計畫 

對應導覽計畫 

次要目標 

X 

WGS84 

Y 

WGS84 
備註 

01 

柯子湖溪

與頭前溪

匯流口 

柯子湖溪排水匯入頭前溪，有瀨、

淺流等不同棲地，因流速快、又有

礫石，可視為河川自淨能力較佳區

域。護岸無人工設施，可觀察河川

擺盪與植生狀況，可為長期觀測教

學位置。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

頭前溪水質,物種復育與

棲地保全,新生荒野與還

地於河之策略落實,從自

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

推動淨溪方案 

水文河相知識

說明、自然觀

察、水質改善

倡議、關注植

物說明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1.3、

3.1、3.4、

3.8、3.10 

121.0179 24.8064  

02 

柯子湖溪

排水與人

工溼地的

污水淨化

效益 

說明人工溼地的水質淨化機制與效

益。但柯子湖人工溼地的處理量

少，減少排入柯子湖溪的汙染量、

強化溼地除污能力、強化頭前溪自

然淨化功能，是重要的水環境改善

目標。 

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

前溪水質,新生荒野與還

地於河之策略落實,從自

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 

自然觀察點

位、水質改善

倡議、關注植

物說明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2、3.1、

3.4、3.8、

3.10 

121.0165 24.807  

03 

進入自行

車道的說

明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 推動淨溪方案 無特定 導覽計畫一 
1.1、1.2、

1.3、1.4 
121.0136 24.8071 千甲里出入口 

04 

柯子湖溼

地原生植

物保留 

三批次後期若確有保留部分原生草

地，可以告示牌方式說明此地的植

被演替狀態與頭前溪畔的原生草地

物種。 

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新

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策

略落實 

自然觀察點

位、濱溪植物

地景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1.2、

3.4、3.8 
121.0147 24.8097  

05 
中山高橋

下高灘地 

自行車道兩邊勿放護欄避免阻礙動

物通行。橋下遮蔭佳，是未來環境

教育活動間休息的理想環境。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物種復育與棲地保

全、新生荒野與還地於

河之策略落實 

親溪動線建

立、水環境改

善成果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2、1.4、

3.2、3.3、

3.4、3.8、

3.10 

121.0108 24.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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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名稱 說明 對應計畫內盤點議題 環境教育議題 對應導覽計畫 

對應導覽計畫 

次要目標 

X 

WGS84 

Y 

WGS84 
備註 

06 

新生荒

野｜還地

於河怎麼

做 

「還地於河」需基於明確河相復育

規劃與分區環境管理。運動公園週

邊雖為人為活動集中區，仍應考慮

頭前溪流路、水體長期變遷，並評

估如何回覆健全的水域、高灘地環

境。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新生荒野與還地於

河之策略落實、推動淨

溪方案 

降低人為干

擾、人河關係

耙梳 

導覽計畫三 
3.4、3.7、

3.10 
121.0104 24.8123  

07 

中山高下

柔性固床

工 

綠帶範圍狹窄，減少擾動，使其自

然發展提供動物棲地。以非永久性

類型工法整理下切路線，可展觀察

河川生態、頭前溪景觀及水利構造

物之動線。又週邊有台灣大豆生

長。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物種復育與棲地保

全、新生荒野與還地於

河之策略落實、從自然

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

推動淨溪方案 

水文河相知識

說明、臺灣大

豆、頭前溪景

觀、自然觀察

點位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1.3、

3.2、3.6、

3.8、3.10 

121.0104 24.8124  

08 

68快速道

路下臺灣

大豆草生

地 

為兼顧維護自行車道用路安全與臺

灣大豆生長空間，車道一公尺內易

草保持 15公分高度，一公尺外不刈

草，維持臺灣大豆可爬攀爬利用之

棲地。 

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

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

參與 

臺灣大豆、草

地維管、水環

境改善成果、

自然觀察點位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3.2、

3.6、3.8 
121.0057 24.8142  

09 

進入自行

車道的說

明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 推動淨溪方案 無特定 導覽計畫一 
1.1、1.2、

1.3、1.4 
121.0033 24.8147 水源里出入口 

10 
水源里生

態池 

透過環境教育規劃，強化生態池周

邊維護管理機制，包括水量水質監

測、外來種移除等，並於生態池邊

推動臺灣大豆復育，推動在地社群

參與保育工作。推動友善農業改善

水質。 

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

前溪水質、物種復育與

棲地保全、從自然觀察

到民眾長期參與、推動

淨溪方案 

自然觀察點

位、社區協

力、水環境改

善成果、外來

物種管理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2、3.2、

3.1、3.8、

3.10 

121.0033 24.815  

45 of 501



編

號 
名稱 說明 對應計畫內盤點議題 環境教育議題 對應導覽計畫 

對應導覽計畫 

次要目標 

X 

WGS84 

Y 

WGS84 
備註 

11 
水源里生

態渠道 

透過環境教育規劃，強化生態池周

邊維護管理機制，包括水量水質監

測、外來種移除等，並於生態渠道

邊推動臺灣大豆復育，推動在地社

群參與保育工作。推動友善農業改

善水質。 

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

前溪水質、新生荒野與

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

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

參與 

草花蛇等半水

棲爬蟲類長期

觀察、社區協

力、外來物種

管理、自然觀

察點位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2、3.4、

3.6、3.8 
121.0011 24.8171  

12 

濱溪綠帶

的生態重

要性 

由此處自行車道兩側較大的喬木，

說明濱溪綠帶對於野生動物、昆

蟲、以及休閒遊憩的人們來說都很

重要，提供棲地、遮蔭等功能。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

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

策略落實,從自然觀察到

民眾長期參與 

濱溪綠帶的生

態功能、台灣

窗螢的棲地保

全與未來保育

措施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3.3、

3.4、3.5、

3.6、3.8 

121.0005 24.8199  

13 
鐵路橋左

岸落墩處 

台灣窗螢出現頻繁，可透過環境教

育課題規劃，強化維護管理機制如

刈草範圍調整、外來種移除、台灣

窗螢棲地改善等。又可切入溪流，

導引遊客了解頭前溪水文與景觀變

遷。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物種復育與棲地保

全、新生荒野與還地於

河之策略落實、從自然

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

推動淨溪方案 

頭前溪景觀、

臺灣窗螢、水

文河相知識說

明、地景變

遷、自然觀察

點位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1.3、

1.4、3.3、

3.4、3.5、

3.6、3.7、

3.8、3.10 

120.9977 24.8213  

14 

進入自行

車道的說

明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 推動淨溪方案 無特定 導覽計畫一 
1.1、1.2、

1.3、1.4 
120.9941 24.8202 前溪出入口 

15 
不明溝渠

動物跨橋 

周邊自動相機記錄白鼻心與小型囓

齒類。增設跨橋提供野生動物利

用。周邊也可能有臺灣窗螢族群分

布。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物種復育與棲地保

全 

頭前溪畔野生

動物、生態友

善措施、水利

結構物對棲地

的影響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1.2、

3.4、3.6 
120.9936 24.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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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名稱 說明 對應計畫內盤點議題 環境教育議題 對應導覽計畫 

對應導覽計畫 

次要目標 

X 

WGS84 

Y 

WGS84 
備註 

16 

頭前溪畔

的地景變

遷 

1960年代頭前溪左右岸有大片農業

地景，但因治理、產業變遷水旱田

逐漸消失，由人們休閒遊憩的空間

取代，除產業與文化紋理改變之

外，自然河川的生態系服務亦逐漸

縮減。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新生荒野與還地於

河之策略落實 

生態系服務、

地景變遷、野

生動物棲地破

碎化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2、1.4、

3.4、3.10 
120.9884 24.822  

17 

進入自行

車道的說

明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 推動淨溪方案 無特定 導覽計畫一 
1.1、1.2、

1.3、1.4 
120.9789 24.8244 溪州出入口 

18 

舊社大橋

下裸露地

面鋪設碎

石、親溪

緩坡道整

建 

裸露地面鋪碎石避免揚塵，下溪兩

段陡坡面拉成緩坡或階梯，整建為

親溪緩坡道或階梯，作為未來發展

凈溪活動地點。 

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

前溪水質、從自然觀察

到民眾長期參與、推動

淨溪方案 

親溪動線建

立、水環境改

善成果、動物

廊道長期規劃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2、3.1、

3.3、3.7、

3.8、3.10 

120.9789 24.8247  

19 

湳雅取水

口旁溪埔

子排水水

泥護岸整

理為友善

動物廊道

與環境教

育地點 

水泥護岸寬約 10公尺，部份整理為

友善動物穿越廊道串聯前後綠帶，

另一部份可增設安全設施，發展環

境教育地點。從停車場到水泥護岸

的通道整建向外移動，增加綠帶寬

度。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應用水環境計畫改

善頭前溪水質、新生荒

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

實、從自然觀察到民眾

長期參與 

親溪動線建

立、水文河相

知識說明、自

然觀察點位、

動物廊道長期

規劃 

導覽計畫三 

3.1、3.4、

3.7、3.8、

3.10 

120.9782 24.8249  

20 
溪埔子濕

地取水工 

推測可能為動物通行廊道，水泥護

岸未來應評估設置非固定式跨橋以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應用水環境計畫改

善頭前溪水質、從自然

動物廊道長期

規劃、水環境

改善成果、自

導覽計畫三 

3.1、3.4、

3.7、3.8、

3.10 

120.9747 24.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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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名稱 說明 對應計畫內盤點議題 環境教育議題 對應導覽計畫 

對應導覽計畫 

次要目標 

X 

WGS84 

Y 

WGS84 
備註 

利動物通行。可作為環境教育與自

然觀察動線之一。 

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

推動淨溪方案 

然觀察點位、

水質改善倡

議、關注植物

說明 

21 

進入自行

車道的說

明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 推動淨溪方案 無特定 導覽計畫一 
1.1、1.2、

1.3、1.4 
120.9746 24.8255 

溪埔子人工溼

地出入口 

22 

溪埔子溼

地的水質

淨化功能 

人工溼地可減少流入頭前溪的水污

染量。但溪埔子人工溼地的處理量

不大。減少上游汙染排放、強化溼

地除污能力、強化頭前溪本身自然

淨化功能，是重要的水環境改善目

標。 

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

前溪水質、物種復育與

棲地保全、新生荒野與

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

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

參與 

污水處理、自

然觀察點位、

左岸高灘地景

觀變遷、水環

境改善倡議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3.1、3.3、

3.6、3.8、

3.10 

120.9719 24.8267  

23 

濱溪綠帶

的景觀與

生態重要

性 

濱溪綠帶是重要生物廊道，但因遊

憩空間擴張、丟棄垃圾、餵食流浪

犬貓等行為使野生動物可用空間縮

減。濱溪綠帶也常有台灣窗螢分

布。應復育濱溪綠帶，強化景觀與

生態效益。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物種復育與棲地保

全、新生荒野與還地於

河之策略落實、從自然

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 

流浪犬貓、頭

前溪畔野生動

物、台灣窗

螢、外來物種

管理、頭前溪

景觀、自然觀

察點位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1.3、

1.4、3.4、

3.5、3.6、

3.8、3.10 

120.9701 24.8279  

24 

溪埔子溼

地原生植

物保留 

三批次後期若確有保留部分原生草

地，可以告示牌方式說明此地的植

被演替狀態與頭前溪畔的原生草地

物種。 

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

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

策略落實、從自然觀察

到民眾長期參與 

自然觀察點

位、植被演

替、地景變遷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1.3、

3.5、3.8 
120.9676 24.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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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名稱 說明 對應計畫內盤點議題 環境教育議題 對應導覽計畫 

對應導覽計畫 

次要目標 

X 

WGS84 

Y 

WGS84 
備註 

25 

頭前溪的

主流景觀

元素 

頭前溪主流深槽區常變遷之沙洲、

有礫石灘地，甜根子草等植生，流

經淺灘處的水流水花等景觀元素組

合，是頭前溪重要的遊憩資源，也

是未來河川治理時的重要保全對

象。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新生荒野與還地於

河之策略落實、從自然

觀察到民眾長期參與 

河川景觀變

遷、水文河相

知識說明、關

注植物說明、

濱溪綠帶的生

態功能、自然

觀察點位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3、3.4、

3.10 
120.9609 24.8296  

26 

進入自行

車道的說

明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 推動淨溪方案 無特定 導覽計畫一 
1.1、1.2、

1.3、1.4 
120.9582 24.8306 古賢出入口 

27 

東大排水

口水質汙

染 

自行車道橋上可眺望頭前溪，可發

展為水鳥等自然觀察點。東大排水

口水質汙染嚴重需改善。可說明四

批次的營造成果，包括周邊白茅草

地保留、營建廢棄物與消波塊移除

等。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應用水環境計畫改

善頭前溪水質、物種復

育與棲地保全、新生荒

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

實、從自然觀察到民眾

長期參與、推動淨溪方

案 

水文河相知識

說明、自然觀

察點位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1.3、

1.4、3.1、

3.4、3.5、

3.8、3.10 

120.9576 24.8309  

28 

機場外圍

排水匯流

口 

第二座跨橋改為綠帶，串聯動物廊

道環境。推動友善農業，維持環境

教育與自然觀察的利基。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應用水環境計畫改

善頭前溪水質、新生荒

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

實、推動淨溪方案 

水環境改善成

果、地景利用

知識、文史知

識、動物廊道

長期規劃、自

然觀察點位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1.2、

1.3、1.4、

3.4、3.7、

3.10 

120.9554 24.8319  

29 
康樂里感

潮排水溝 

推行友善農業，維持環境教育與自

然觀察利基。灘地內蟹類狀況佳，

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

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

自然溪溝、自

然觀察點位、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1.4、

3.1、3.3、
120.9494 24.8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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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名稱 說明 對應計畫內盤點議題 環境教育議題 對應導覽計畫 

對應導覽計畫 

次要目標 

X 

WGS84 

Y 

WGS84 
備註 

有陸生的臺灣窗螢分布，可作為環

境教育素材。 

策略落實、推動淨溪方

案 

農業地景知

識、臺灣窗螢 

3.4、3.5、

3.8、3.10 

30 

何姓溪匯

流口腳踏

車道轉彎

處 

為河川擺盪帶，未來低水護岸修復

應評估適當工法以補償濱溪植生面

積、規劃緩坡以下切淨溪。又有陸

生螢火蟲分布，未來可作凈溪和自

然觀察地點。清整外來種互花米

草。 

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

育、應用水環境計畫改

善頭前溪水質、物種復

育與棲地保全、新生荒

野與還地於河之策略落

實、從自然觀察到民眾

長期參與、推動淨溪方

案 

親溪動線建

立、水文河相

知識說明、自

然觀察點位、

灘地螃蟹知

識、竹塹文史

知識 

導覽計畫一、導

覽計畫三 

1.1、1.2、

1.3、1.4、

3.1、3.6、

3.7、3.8、

3.9、3.10 

120.943 24.8406  

31 

進入自行

車道的說

明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 推動淨溪方案 無特定 導覽計畫一 
1.1、1.2、

1.3、1.4 
120.94 24.8415  

32 

舊港島東

南側堤防

與泥灘地 

具有重要頭前溪景觀眺望功能，同

時也可與舊港島社區推動導覽或環

境教育活動。 

新生荒野與還地於河之

策略落實 

自然觀察點

位、頭前溪景

觀、水文河相

知識說明 

導覽計畫三 3.9、3.10 120.9438 24.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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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資源盤點資料集_201121 

 
編號 名稱 描述 X_WGS84 Y_WGS84 分類 

01 柯子湖人工溼地 
溪埔子人工溼地是新竹左岸的重要環境教育空間，完工於 104年，收集部分柯子湖溪

排水的水量進行污水處理。 
121.0147 24.8077 

環境教育

學習 

02 千甲里提頂社區空間 
社區認養的公共空間，是腳踏車道的入口，有高架橋遮蔭的腹地可以集合、休息，可

作為導覽活動或環境教育的節點。 
121.014 24.807 

活動中繼

節點 

03 
柯子湖人工溼地高架橋下

生態教育服務區 
第三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規劃。可作為集合、課程活動場域。 121.0137 24.8079 

活動中繼

節點 

04 自行車道出入口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千甲里出入口。 121.0136 24.8071 
出入左岸

動線 

05 中山高下自行車道遮蔭處 
此地為新竹左岸的自行車道中，少數具有較大面積遮蔭的空間。又此地位於環境教育

區與遊憩區間，可作為導覽活動或環境教育課程的休息或集合節點。 
121.011 24.8109 

活動中繼

節點 

06 中山高下游豆腐岩 
這是中山高下游的豆腐岩，為頭前溪主流內的柔性固床工，是一種用於河川治理的水

利設施。 
121.0105 24.8123 

頭前溪景

觀 

07 水源里生態池 位於水源里的生態池。於第三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進行營造。 121.0033 24.8152 
環境教育

學習 

08 自行車道出入口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水源出入口。 121.0033 24.8147 
出入左岸

動線 

09 水源里生態渠道 位於水源里的生態渠道。於第三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進行營造。 121.0015 24.8168 
環境教育

學習 

10 停車場 頭前溪運動公園停車場。 121.001 24.8173 
出入左岸

動線 

11 運動公園 主要是運動場域、腳踏車道與其他休閒遊憩設施。 121.0008 24.8185 
運動遊憩

空間 

12 停車場 頭前溪運動公園停車場。 120.9992 24.8192 
出入左岸

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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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描述 X_WGS84 Y_WGS84 分類 

13 福安宮 土地公廟。 120.9983 24.8186 
環境教育

學習 

14 狗狗公園週邊橋下廣場 集會、運動休息、環境教育或導覽活動空間。 120.9959 24.8206 
活動中繼

節點 

15 自行車道出入口 左岸自行車道出入口，頭前溪橋下。 120.9958266 24.81954497 
出入左岸

動線 

16 停車場 頭前溪橋下停車場。 120.9948 24.8205 
出入左岸

動線 

17 自行車道出入口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頭前溪橋下出入口。 120.9941 24.8202 
出入左岸

動線 

18 Push Bike運動場 第三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規劃。 120.9932 24.8207 
運動遊憩

空間 

19 前溪廣場 第三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規劃。可作為集合、課程活動場域。 120.9902 24.8215 
活動中繼

節點 

20 廁所 第四批次工程新設，舊社大橋下。 120.9793 24.8243 廁所 

21 自行車道出入口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舊社大橋下出入口。 120.9789 24.8244 
出入左岸

動線 

22 停車場 舊社大橋下停車場。 120.9784 24.8247 
出入左岸

動線 

23 湳雅取水口環境教育區 第四批次水環境工程規劃。 120.9783 24.825 
環境教育

學習 

24 自行車道出入口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溪埔子人工溼地出入口。 120.9746 24.8255 
出入左岸

動線 

25 廁所 溪埔子人工溼地廣場。 120.9747077 24.82559378 廁所 

26 溪埔子人工溼地廣場 包括集會活動空間與腳踏車道入口。 120.9742 24.8257 
活動中繼

節點 

27 廁所 溪埔子入口外。 120.9733 24.8254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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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描述 X_WGS84 Y_WGS84 分類 

28 
溪埔子人工溼地橋下環境

教育空間 
第三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規劃。 120.9717 24.8264 

活動中繼

節點 

29 溪埔子人工溼地 
溪埔子人工溼地新竹左岸的重要環境教育空間，完工於 104年，收集部分溪埔子排水

的水量進行污水處理。 
120.9695 24.8273 

環境教育

學習 

30 自行車道出入口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古賢出入口。 120.9582 24.8306 
出入左岸

動線 

31 東大排水上方腳踏車跨橋 頭前溪主流景觀眺望點、水鳥自然觀察點位。 120.9577 24.8308 
頭前溪景

觀 

32 廁所 古賢出入口於 68快速公路正下方。 120.9580376 24.83045346 廁所 

33 
機場外圍排水上方自行車

道跨橋 
水田景觀眺望、水環境改善成果說明。 120.9553 24.832 

環境教育

學習 

34 水田景觀眺望點 水田景觀眺望、自然觀察。 120.9494 24.835 
頭前溪景

觀 

35 舊港島南側堤防眺望點位 頭前溪主流與左岸景觀眺望點、自然觀察點。 120.9437 24.8427 
頭前溪景

觀 

36 
何姓溪排水匯流口自行車

道跨橋 
頭前溪主流河口景觀眺望點、下切淨溪與灘地蟹類觀察點。 120.9429 24.8406 

環境教育

學習 

37 
舊港大橋週邊堤防與灘地

觀察點位 
頭前溪主流河口景觀眺望點、環境教育、自然觀察點位。 120.9407 24.8421 

頭前溪景

觀 

38 自行車道出入口 左岸自行車道的出入口，舊港大橋出入口。 120.94 24.8415 
出入左岸

動線 

39 停車場 舊港大橋下停車場。 120.9404804 24.84185443 
出入左岸

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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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生態情報資料庫靜態文史介紹文案：「頭前

溪的古今脈絡」(202011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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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的古今脈絡 

 
 

一、 前言 

 
頭前溪發源 
頭前溪位於新竹市、縣境內，北鄰鳳山溪流域，東接淡水河及大安溪流域，

南有客雅溪及中港溪流域，西臨台灣海峽。主流長度 63.03公里，流域面積 565.94
平方公里，流經新竹市北部及新竹縣中部的五峰鄉、橫山鄉、尖石鄉、芎林鄉、

竹北市等鄉鎮市，是新竹地區的重要河流。 
頭前溪主流上游有二： 
一是油羅溪，河長 26公里，流域面積 178平方公里，分布於新竹縣芎林鄉、

橫山鄉及尖石鄉。主流發源於李棟山（標高 1,914公尺）西側，先向西北流經八
五山、樹林後，轉向西南流經嘉樂、麥樹仁、尖石，再轉向西北西流經內灣、油

羅，於下公館附近與上坪溪會合。 
另一為上坪溪，河長 44公里，流域面積 253平方公里，分布於新竹縣竹東

鎮、橫山鄉及五峰鄉。上坪溪上游為霞喀羅溪及麥巴來溪，霞喀羅溪源頭其一發

源於雪山山脈檜山（標高 2,512公尺）西北側，另一源自霞喀羅大山（標高 2,322
公尺）。麥巴來溪源於麥巴來山（標高 2,113公尺）及霞山（標高 2,167公尺）。
霞喀羅溪向西北流至石鹿轉西流，至民生轉向北流，經土場、清泉，於桃山與麥

巴來溪會合，稱上坪溪。上坪溪續向北流經五峰、上坪，於下公館附近與油羅溪

會合，流入頭前溪。 
頭前溪續向西北流經竹東、頭重埔、舊社，最後跟鳳山溪會流，於南寮注入

台灣海峽。 
 

 

2 
 

(caption)頭前溪近出海口兩岸景觀 
(fig1) 

 
 
流域氣候 
頭前溪流域平均降雨量為 2,508毫米，平均降雨日數為 139天。受季風及颱

風之影響，雨量集中於 2月至 9月，而每年 10月至翌年 1月份左右為乾季。一
年中最高溫度 38.7℃發生在 8 月，最低溫度-1℃則發生在 1 月，年平均溫度為
22.0℃。年計平均蒸發量為 119毫米，而最大蒸發量 189毫米發生在 7月，最低
蒸發量 65毫米發生在 2月。 
 
頭前溪舊稱 
頭前溪在歷史文獻中曾被稱為：竹塹溪、眩眩溪、油羅溪、金門厝溪等。竹

塹（Tik-tshàm）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塹社」的音譯，竹塹溪應是流經竹塹社而
得名。1654 年荷蘭人的調查中，竹塹社有 149 戶，523 人。17 世紀時新竹平原
亦有一道卡斯族「眩眩社」，荷蘭人稱之為 Gingin。在荷蘭人的調查中，該社有
44戶，102人。之後眩眩社可能併入竹塹社，留下眩眩埔、眩眩溪等古地名。 
據說頭前溪的名稱乃是六張犁開基祖林先坤在兩百多年前所命名的。1904

年（明治 37年）的「台灣堡圖」中，才出現頭前溪這個名稱。當時只有溪洲下
游的河段稱為頭前溪，和現今所指油羅溪與上坪溪在竹東大橋附近合流之後的下

游河段不同。 

  
(caption)頭前溪的過去，會有什麼樣的溪流景觀呢？ 

(fig2,3) 
 

二、 竹塹開墾 

 
清代以前的竹塹 

1661年（明永曆 15年），鄭成功登台，派遣部將赴各地屯墾。令楊祖率兵屯
戍北路新港仔（今後龍）、竹塹一帶。七月，中部大肚社民反抗，楊祖受命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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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剿，傷敗回赤崁，後亡。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新竹都是荒涼之地。1697年（康
熙三十六年）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描寫： 

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

置瓦釜為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

麏、麚逐隊行，甚伙，驅獫猲獟獲三鹿。既至南嵌，入深箐中，披

荊度莽，冠履俱敗：直狐狢之窟，非人類所宜至也。 
 
1681年（永曆 35年）鄭克塽為防清軍攻台，命何祐為北路總督，駐守淡水、

雞籠。沿路徵調各社原住民供其役使。1682年（永曆 36年）社民勞役繁重，不
堪其苦，群起反抗。明鄭派兵鎮壓，竹塹社人逃入十八尖山、雅客山、寶山等地。

受撫投降後，返回香山，之後遷到武營頭、北鼓樓、暗街仔（今社教館、北門街）

一帶。 
 

清康熙年間的竹塹 
1684年（康熙 23年），清政府在台設一府三縣，台灣府及台灣縣、鳳山縣、

誅羅縣，竹塹地區歸諸羅縣管轄。此時本地除竹塹社民外，大多荒涼，罕無人煙。 
1721年（康熙 60年）藍鼎元隨堂兄南澳總兵藍廷珍入台平定朱一貴之亂，

藍鼎元寫下〈記竹塹埔〉一文： 
 
竹塹埔寬長百里，行竟日無人煙。野番出沒，伏草莽以伺殺人，割

首級，剝髑髏飾金，誇為奇貨，由來舊矣。行人將過此，必請熟番

挾弓矢護衛，然後敢行；亦間有失事者。以此視為畏途。然郡城、

淡水 ，上下必經之地，不能舍竹塹而他之，雖甚苦，亦不得不行云。
其地平坦，極膏腴，野水縱橫，處處病涉。 

 
1711年（康熙 50年），同安縣金門人王世傑率族人首先開墾竹塹埔，這是漢

人開墾竹塹之開始。王世傑曾於 1682年（永曆 36年）時，督工運糧有功，獲准
開墾竹塹。開墾範圍以馬一馳驅的範圍作為賞賜。王世傑從鳳山崎（今新豐鄉山

崎地區）騎馬南行，到老衢崎（今苗栗縣的崎頂），馬始停足，範圍內墾權皆歸

其所有。之後雖因明鄭降清，而未有開墾。1711年左右王世傑兩度返鄉帶侄孫與
鄉親約一百八十餘人渡海來台，拓墾竹塹農地，興修水利，奠定漢人在竹塹地區

的開發基礎。連橫在《臺灣通史》的列傳中有一篇〈王世傑列傳〉其載： 
 
康熙五十餘年，始墾海濱之地：曰大小南勢，曰上下羊寮，曰虎仔山，

曰油車港，曰南莊，凡二十有四社，為田數千甲，歲入穀數萬石。既

又墾迤南之地：曰樹林頭，曰後湖莊，曰八卦厝，曰南雅，曰金門厝，

曰姜寮，曰北莊，凡十有三社。儼然一方之雄矣。 
 

4 
 

顯見，康熙末年竹塹一帶已經有規模開墾，南莊有二十四個村落，北莊有十

三個村落。而竹塹社熟番在課餉、勞役的壓力下，被迫杜賣大片埔地以度日，

最後全數的耕地落入漢墾戶手中。 
 
清雍正年間的竹塹 

1721年（康熙 60年）竹塹社頭目衛阿貴率領九十五位族人，支援清兵
平定朱一貴有功，清廷賜了七個姓給竹塹社族人，分別是「錢、廖、金、潘、

衛、黎、三」。朱一貴事件後，清廷漸重台灣防務。1723年（雍正元年）增
設彰化縣及淡水廳。淡水廳隸屬台灣府，初期廳治暫設於彰化城，1731 年
（雍正 9年）遷至沙轆（今台中市沙鹿區），1733年（雍正 11 年）奉令遷
駐竹塹，但廳署仍暫居彰化，不願北遷。同知徐治民環植刺竹為城，並令竹

塹社原住民遷移到湳雅（舊社），後來因頭前溪經常氾濫，造成水災，1749
年（乾隆 14年）遷居到新竹縣竹北。現在位於竹北市中正西路 219巷內的
「采田福地」，就是原住民竹塹社祭祀七姓公的祖祠。一直到 1756年（乾隆
21年）同知王錫縉將廳署由彰化移駐竹塹城。 
雍正三年（1725）陸豐人徐立鵬移入竹塹。康雍乾時期，清對台政策以

「治安」為考量，為避免民變，多次實施海禁或不准攜眷來台。王世傑領漢

人進入竹塹開墾，隨後有客家人徐立鵬移入，竹塹地區，逐漸由閩、客兩族

群開墾新竹平原和丘陵。 
 
 

  
(caption)19世紀建立的竹塹城牆，至今僅留下迎曦門與護城河供人想

像 
(fig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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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ion)新竹車站、市區內古蹟林立，也見證著新竹市的歷史變遷 
(fig6,7) 

 
竹塹開墾的過程 
清朝移民在竹塹拓殖過程，大抵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 

（一）康熙年間，王世傑及族人，開始開墾今新竹市、新竹縣各河川下游土地，

往南至苗栗苑裡、通霄、後龍、竹南一帶，平原區大略開墾完成。 
（二）雍正年間，粵人加入。1725年（雍正 3年）起，粵人加入拓殖行列，逐漸

向河川上游及山地進行開墾。新竹地區進入了閩、粵併肩開墾的第二個階

段，閩人普遍分佈在新竹、香山、竹北、新豐等近海地區。到了乾隆年間，

閩人從商者以耕田者居多，粵籍移民繼閩人之後陸續渡海來台，進入新竹、

竹北、新豐、香山等地。乾隆年間（1736-1795），關西、新埔、竹東、芎
林、橫山等城鎮成為粵人及竹塹社平埔族人的拓殖天地。 

（三）乾隆年間，竹塹社平林爽文有功，聘粵人開墾社番保留地。1786年（乾隆
51年），竹塹社因協助清兵討平林爽文有功，清廷為表示優遇，頒布屯番
制，未開闢土地一律劃為社番保留地，由竹塹原住民雇用粵人墾荒。 

（四）道光年間，粵人組「金廣福」墾號拓墾。嘉慶年間（1796-1820），竹塹社
雇用粵人拓墾的地權，大部分都歸於粵人之手。1834年（道光 14年），粵
人姜秀鑾、閩人吉邦正獲得官方的鼓勵，組織「金廣福」（金是吉祥之意、

廣是指廣東人、福是指福建人）大隘進行武裝移民，開墾生番地，約是今

北埔、寶山、峨眉等地。 
 

三、水利建設 

 
灌溉水圳 
農業的發展，仰賴於土地的開墾和水利的開發。水利的開發能提高土地的產

值，居民有水可用，有水可灌溉，形成人與土地的永續關係。在開墾土地時，王

世傑及其鄉親，為取得水源，興建「隆恩圳」。 
 

6 
 

  
(caption)當代隆恩圳在灌溉與排水之外，也是在地居民親水與休憩的去處 

(fig8,9) 
 
竹塹頭前溪土地大量開墾始於 1711（康熙 50 年），為一種河流區域模式的

開發，頭前溪沿海平原是王世傑泉州人所開墾，中游的開墾者粵人林欽堂、林先

坤、姜勝智、林春秀等，上游內山為泰雅族所盤據。漢人入墾竹塹早在 1661（永
曆 15 年）鄭軍鎮營駐紮的屯墾，《台灣通史》曰：「1691（康熙 30 年）王世傑
來台為賈，先墾竹塹社地，就番因而耕之，引水以溉，歲乃大稔，治田數千甲……

儼然一方之雄矣」。由此文獻可知，竹塹固土為平埔族之地，其勢控制南北要充，

開墾之後，繁榮經濟，可以媲諸羅而超越半線。 
1715年（康熙 54年），王世傑及其侄為開墾南勢、北勢之荒埔，自九芎林溪

（日治時期舊稱頭前溪中段以上為九芎林溪）引水開鑿圳道，灌溉面積達 114甲，
其後陸續擴建。1725年（雍正 3年）灌溉面積已達 400甲，故稱為「四百甲圳」。
1748（乾隆 13年）竹塹社頭目錢子白出面反對設圳，乃由眾業戶地主集資八百
元，舉劉苞疏通水路，並為錢子白購入水額，方能順利通水，後修築諸多水圳，

使水圳成為竹塹農業生產重要的資產與支柱。 
圳路於九芎林溪前分南北兩路，北路分三分之水額，稱「新社埤圳」；南路

為四百甲圳之主幹線，經員山仔、七份仔、麻園堵、隘口等莊後進入六張犁。水

圳的開發，提升了土地的利用價值，農業經濟的成效也大幅改變。對於新竹平原

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影響甚鉅。 
漢人拓墾竹塹，仰賴頭前溪豐沛的水源，以水圳帶動土地之農業，竹塹、東

海、九芎林逐漸成為新竹平原重要的稻米產區。日治初期日政府對殖民地的水利、

灌溉系統採取保護、監督政策。1904年（明治 37年）7月公佈台灣公共埤圳及
施行規則，開始調查、整理、登記舊有及現有埤圳狀況，對於有公共利害關係之

埤圳與以監督、管理，並合併規模較小之埤圳，劃分公共埤圳及認定外埤圳。1921 
年將新竹州原設之公共埤圳組織，加以整理、合併改為水利設施，並規定埤圳設

施的設置、變動須經由行政機關予已核准方可執行。戰後，水利組合改稱農田水

利協會，又賡續改組為農田水利會。 
隆恩圳圳路於九芎林溪前分南北兩路，北路分三分之水額，稱「新社埤圳」；

南路為四百甲圳之主幹線，經員山仔、七份仔、麻園堵、隘口等莊後進入六張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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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竹市政府針對隆恩圳進行改造，獲得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
類」金質獎。 
 

  
(caption)除了水圳以外，頭前溪從許久以前開始，就是新竹地區自來水建設的重
心 
(fig10) 
 
 
水利工程 

 頭前溪的洪水期主要集中在每年六到九月，颱風過境，造成水患。1876
年（光緒 2年）曾建造下公館堤防，長約兩百公尺。1887年後曾築上山庄堤防，
約五十公尺。 
日治時期台灣的河川政策定位為「治水政策」，以「防洪」為主。大正初期

開始進行河川調查，完成九大河川的治水計畫，開始興建堤防，將洪水阻隔於堤

防外，以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明治時期延續大正時期政策，興建堤防，但開

始注意森林水涵養的面向。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頭前溪治水事務所，改名為水利局工程處。1948 年由台

灣省政府補助新竹市政府，興建頭前溪堤防。戰後在左岸興建的堤防，包括有：

竹東堤防、九甲埔堤防、二十三張犁提防、湳雅堤防、苦苓腳堤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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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ion) 頭前溪左岸有很多水利建設，也提供都市管理水資源的重要空間 
(fig11,12) 
 
另外，日治時期也開始在頭前溪上游規劃寶山第一水庫，戰後經濟發展，新

竹設立科學園區，1980年政府開始徵收土地，興建寶山水庫，1985年正式蓄水
運作。 
頭前溪是台灣西北部主要河川，也是新竹市最重要的藍帶資源。近年來，新

竹市民對於休憩活動綠地空間的需求增加，將頭前溪的水岸空間打造成民眾戶外

活動場域，成為土地資源有限的新竹市的階段性方案。頭前溪高灘地原已設置自

行車道、壘球場、槌球場、越野賽車場等運動設施，近年更在頭前溪左岸頭前溪

橋至國道一號間高灘地，頭前溪運動公園範圍內，進行「頭前溪南岸棒球場運動

公園新建暨周邊景觀優化工程」；在頭前溪橋下與 68 東西向快速道路下堤外空
地，進行「新竹左岸頭前溪二十張犁環境改善工程」；亦在舊港大橋下兩側高灘

地，進行「舊港高灘地景觀改善工程」。這些工程建設，逐步在頭前溪左岸發展

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雛形，移除了些許過度人工化的設施，增加了居民可用的

遊憩空間。人類依賴水而生，河川孕育都市發展，透過河川水圳的考察，我們能

瞭解過去水與人的關係，也提供我們未來頭前溪左岸環境規劃的基礎資料。 
 

四、生態歷史 

河流是水循環的一環。透過水循環的過程，不同生態環境中的生物或是其他

物質，能將中含有的重金屬離子、有機鹽、污染物等，予以吸收、分解或者利用。

河流水流能提供人類飲用的水源，同時河流還具有交通航運、農畜供水、水產養

殖、水力發電、排放污物等功能。另外，河流也提供人們觀光、休閒、垂釣等遊

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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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ion)頭前溪有好多好多的自然功能，你曾經利用過哪些呢？ 
(fig13,14) 
 
台灣山高水急，頭前溪平時溫馴，颱風來時卻是氾濫奔馳。頭前溪洪水期集

中在六月至九月颱風季節，歷代常有風災，造成經濟財產損失。清代時居民引水

灌溉，不知治水。日治時期政府開始修築提防，戰後大規模的防洪治水計畫，修

築橋樑及堤岸。 
 

戰後煤礦業 
人與河流的互動，在加上頭前溪的動、植物，構成頭前溪的生態。頭前溪生

態資源豐富，隨著戰後經濟及工業的發展，中、下游逐漸受到人為的污染及破壞。

特別是六０年代中期以後，經濟蓬勃發展，工廠設立，造成河流生態的破壞。 
民國四十至六十年間，煤礦業興盛，頭前溪上游的橫山與尖石兩鄉，境內山

區資源豐富，礦坑開採蓬勃，業者經常將污水排入河川，因而上游的油羅溪曾被

稱為「黑龍江」。七０年代礦災頻傳，礦產減少，再加上環保意識的抬頭，尖石、

橫山礦區逐漸關閉，油羅溪得以逐漸恢復清澈。 
 

戰後砂石業、養豬業 
戰後人口增加，建築業蓬勃發展，大量需要砂石，砂石業者開河川砂石，導

致河床涵養能力衰退，溪水流經開採的河川，致使河水污濁，河中動植物生態亦

遭到破壞。 
戰後頭前溪的污染，另一重要來源是河川旁的養豬業大量興起。養豬業為了

節省成本，將未處理的豬隻排泄物排入河川，不僅鄰近溝渠異味，頭前溪在經年

累月的污物排入後，開始優氧化，魚、蝦、貝類，大量死亡。 
民國八十八年政府環保單位頒行離牧計畫，開始規定頭前溪流域內禁止養豬，

期限內養豬業者可自動拆遷，由政府給予補償。另外，也禁止頭前溪砂石的開採。 
 
戰後化工污染 

1980 年代，新竹市發生嚴重環境災害事件，疑似大量廢水及帶有刺鼻魚腥
臭味的廢氣，造成空氣污染與水污染。臭氣籠罩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兩校校園。

10 
 

當時，李長榮化工廠（簡稱榮化）投資三千萬美元於新竹市東區水源里設廠，生

產福馬林、二甲基甲醯胺及有機溶劑，遭質疑為罪魁禍首。1983年 10月，經濟
部下令李長榮化工公司新竹廠所製造的嚴重水污染問題應限期改善，否則必須停

工並將撤銷以往所享受的投資獎勵，但榮化仍不承認該公司新竹廠排放的廢水會

影響新竹地區水質。 
後來，新竹市衛生局和省環保局經過化驗，發現廢水污染物來自人畜的排泄

物「游離氨氮」而非榮化所排放的主要有機物「甲醇」，然民眾卻不信任此化驗

結果；另外，李長榮的排氣雖符合既有標準，卻不符合該年 8月才實施的新標準，
因此環保局要求榮化必須在 12月以前改善，但居民也不願意等，故發動示威、
「自救」抗議，在居民圍廠 450天後，榮化被迫關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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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甲欄數字表目前彙整所有文獻中該物種在幾份文獻中被記錄過 

Ø 乙欄數字表目前彙整近 5年間周邊 5公里範圍內相關文獻中該物種在幾份文獻中被記錄過 

Ø 丙欄數字表目前彙整頭前溪主流河道相關文獻中該物種在幾份文獻中被記錄過 

Ø 丁欄為本計畫調查成果，●表本計畫有紀錄 

Ø 特有性欄位：◎表台灣特有種，○表台灣特有亞種 

Ø 保育等級欄位：I表第 1級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II表第 2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III表

第 3級其他應予保育類動物 

Ø 紅皮書名錄：NCR表國家極危類別，NEN表國家瀕危類別，NVU表國家易危類別，NNT

表國家接近受脅類別，NLC表國家暫無危機類別，NDD表國家資料不足類別。 

 

附表 1、哺乳類名錄及各文獻記錄次數統計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台灣陸域哺乳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鹿科 Cervidae 
 台灣山羌 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 ○  NLC 1    
 臺灣水鹿 Rusa unicolor swinhoii ○ III NNT 1    

豬科 Suidae 
 台灣野豬 Sus scrofa taivanus ○  NLC 1    

穿山甲科 Manidae 
 穿山甲 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 II NVU 2    

獼猴科 Cercopithecidae 
 台灣獼猴 Macaca cyclopis ◎  NLC 1    

貂科 Mustelidae 
 鼬獾 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 ○  NLC 4 2 1  

靈貓科 Viverridae 
 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  NLC 4 2  ● 

獴科 Herpestidae 
 食蟹獴 Herpestes urva formosanus ○ III NNT 1    

貓科 Felidae 
 石虎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I NEN 1    

兔科 Leporidae 
 台灣野兔 Lepus sinensis formosus ○  NLC 4 3 3 ● 

鼠科 Muridae 
 赤背條鼠 Apodemus agrarius   NLC 2 2 2 ● 
 鬼鼠 Bandicota indica   NLC 7 5 2 ● 

新竹左岸及周邊區域陸域動物名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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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台灣陸域哺乳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巢鼠 Micromys minutus   NLC 1    
 田鼷鼠 Mus caroli   NLC 7 6 2  
 家鼷鼠 Mus musculus   NLC 2 2 2  
 台灣刺鼠 Niviventer coninga ◎  NLC 2 2 2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NLC 13 11 3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NLC 12 10 3 ● 
 亞洲家鼠 Rattus tanezumi   NLC 1    

松鼠科 Sciuridae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  NLC 16 14 2  

尖鼠科 Soricidae 
 灰麝鼩 Crocidura tanakae ◎  NLC 4 3 2  
 小麝鼩 Crocidura shantungensis hosletti ○  NLC 1 1 1  
 臭鼩 Suncus murinus   NLC 19 17 4 ● 

鼴鼠科 Talpidae 
 台灣鼴鼠 Mogera insularis insularis ○  NLC 8 8 3 ● 

葉鼻蝠科 Hipposideridae 
 台灣葉鼻蝠 Hipposideros armiger terasensis ○  NLC 1 1 1  

皺鼻蝠科 Molossidae 
 東亞游離尾蝠 Tadarida insignis   NLC 1 1   

蹄鼻蝠科 Rhinolophidae 
 台灣大蹄鼻蝠 Rhinolophus formosae ◎  NLC 1 1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堀川氏棕蝠 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 ○  NLC 1 1  ● 
 東亞摺翅蝠 Miniopterus fuliginosus   NLC 3 3   
 赤黑鼠耳蝠 Myotis ruforniger ◎  NLC 1 1  ● 
 長趾鼠耳蝠 Myotis secundus  ◎  NLC 2 2   
 長尾鼠耳蝠 Myotis frater    NLC 1 1   

 絨山蝠 Nyctalus plancyi velutinus   NLC    ●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NLC 17 17 4 ● 

 山家蝠 Pipistrellus montanus ◎  NLC    ● 
 高頭蝠 Scotophilus kuhlii   NLC 3 2  ● 
 霜毛蝠 Vespertilio sinensis   NEN 2 1  ● 
  

科數統計 17 11 7 6 

種類數統計 35 26 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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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鳥類名錄及各文獻記錄次數統計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台灣鳥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雁鴨科 Anatidae  
灰雁 Anser anser 

   
1 

  
  

鴻雁 Anser cygnoides 
   

1 
  

  
白額雁 Anser albifrons 

   
1 

  
  

小白額雁 Anser erythropus 
   

1 
  

  
寒林豆雁  Anser fabalis 

   
1 

  
  

凍原豆雁  Anser serrirostris 
   

1 
  

  
小天鵝 Cygnus columbianus 

   
1 

  
  

瀆鳧 Tadorna ferruginea 
   

1 
  

  
花鳧 Tadorna tadorna 

   
1 

  
  

鴛鴦 Aix galericulata 
 

II NVU 1 
  

  
白眉鴨 Spatula querquedula 

   
1 

  
  

琵嘴鴨 Spatula clypeata 
   

1 
  

  
赤膀鴨 Mareca strepera 

   
1 

  
  

羅文鴨 Mareca falcata 
  

NVU 1 
  

  
赤頸鴨 Mareca penelope 

   
2 1 1   

花嘴鴨 Anas zonorhyncha 
   

5 4 3 ●  
綠頭鴨 Anas platyrhynchos 

   
3 2 1   

尖尾鴨 Anas acuta 
   

1 
  

  
小水鴨 Anas crecca 

  
NVU 4 3 3   

紅頭潛鴨 Aythya ferina 
   

1 
  

  
青頭潛鴨 Aythya baeri 

 
II NCR 1 

  
  

鳳頭潛鴨 Aythya fuligula 
   

1 
  

  
斑背潛鴨 Aythya marila 

   
1 

  
  

疣鼻栖鴨 Cairina moschata 
   

2 1 1  

雉科 Phasianidae  
台灣山鷓鴣 Arborophila crudigularis ◎ III 

 
1 

  
  

鵪鶉 Coturnix japonica 
   

1 
  

  
台灣竹雞 Bambusicola sonorivox ◎ 

  
8 7 4 ●  

環頸雉 Phasianus colchicus ○ II NCR 1 
  

 

鸊鷉科 Podicipedidae  
小鸊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 

   
7 6 3 ●  

冠鸊鷉 Podiceps cristatus 
   

1 
  

  
黑頸鸊鷉 Podiceps nigricoll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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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台灣鳥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鳩鴿科 Columbidae  
野鴿 Columba livia 

   
16 15 4 ●  

灰林鴿 Columba pulchricollis 
   

1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 

  
18 17 5 ●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19 18 5 ●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18 17 4 ●  

翠翼鳩 Chalcophaps indica 
   

1 
  

  
綠鳩 Treron sieboldii 

   
1 

  
 

杜鵑科 Cuculidae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2 1 

 
●  

噪鵑 Eudynamys scolopaceus 
   

1 
  

  
八聲杜鵑 Cacomantis merulinus 

   
1 

  
  

鷹鵑 Hierococcyx sparverioides 
   

1 
  

  
北方中杜鵑 Cuculus optatus 

   
1 

  
 

夜鷹科 Caprimulgidae  
南亞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 

  
8 7 4 ● 

雨燕科 Apodidae  
白喉針尾雨燕 Hirundapus caudacutus 

   
1 

  
  

灰喉針尾雨燕 Hirundapus cochinchinensis ○ 
  

1 
  

  
叉尾雨燕 Apus pacificus 

   
1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 
  

16 15 5 ● 

秧雞科 Rallidae  
東亞秧雞 Rallus indicus 

   
1 

  
  

灰胸秧雞 Lewinia striata ○ 
 

NNT 1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15 14 5 ●  

白冠雞 Fulica atra 
   

1 
  

  
董雞 Gallicrex cinerea 

 
III NVU 1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12 11 4 ●  
灰腳秧雞 Rallina eurizonoides ○ 

  
2 1 1   

緋秧雞 Zapornia fusca 
   

2 1 1   
小秧雞 Zapornia pusilla 

   
1 

  
 

鶴科 Gruidae  
丹頂鶴 Grus japonensis 

 
I 

 
1 

  
 

長腳鷸科 Recurvirostridae  
高蹺鴴 Himantopus himantopus 

   
2 1 1  

72 of 501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台灣鳥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反嘴鴴 Recurvirostra avosetta 

   
1 

  
 

蠣鷸科 Haematopodidae  
蠣鴴 Haematopus ostralegus NNT 1 

  
 

鴴科 Charadriidae 
 
灰斑鴴 Pluvialis squatarola 

  
NNT 2 1 1   

太平洋金斑鴴 Pluvialis fulva 
   

3 2 2   
小辮鴴 Vanellus vanellus 

   
1 

  
  

跳鴴 Vanellus cinereus 
   

1 
  

  
蒙古鴴 Charadrius mongolus 

   
2 1 1   

鐵嘴鴴 Charadrius leschenaultii 
  

NNT 1 
  

  
東方環頸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4 3 3 ●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11 10 5 ●  
東方紅胸鴴 Charadrius veredus 

   
1 

  
 

彩鷸科 Rostratulidae  
彩鷸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II 

 
3 2 2 ● 

水雉科 Jacanidae 
 
水雉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II NVU 1 

  
● 

鷸科 Scolopacidae  
中杓鷸 Numenius phaeopus 

   
1 

  
  

小杓鷸 Numenius minutus 
  

NNT 1 
  

  
黦鷸 Numenius madagascariensis 

 
III NEN 1 

  
  

大杓鷸 Numenius arquata 
 

III NVU 1 
  

  
斑尾鷸 Limosa lapponica 

  
NVU 1 

  
  

黑尾鷸 Limosa limosa 
 

III NVU 1 
  

  
翻石鷸 Arenaria interpres 

   
1 

  
  

大濱鷸 Calidris tenuirostris 
 

III NEN 1 
  

  
紅腹濱鷸 Calidris canutus 

 
III NVU 1 

  
  

流蘇鷸 Calidris pugnax 
   

1 
  

  
寬嘴鷸 Calidris falcinellus 

   
1 

  
  

尖尾濱鷸 Calidris acuminata 
   

1 
  

  
彎嘴濱鷸 Calidris ferruginea 

   
1 

  
  

丹氏濱鷸 Calidris temminckii 
  

NVU 1 
  

  
長趾濱鷸 Calidris subminuta 

   
1 

  
  

紅胸濱鷸 Calidris ruficollis 
  

NVU 1 
  

  
三趾濱鷸 Calidris alb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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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台灣鳥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黑腹濱鷸 Calidris alpina 

  
NVU 3 2 2   

小濱鷸 Calidris minuta 
   

1 
  

  
美洲尖尾濱鷸 Calidris melanotos 

   
1 

  
  

西濱鷸 Calidris mauri 
   

1 
  

  
半蹼鷸 Limnodromus semipalmatus 

 
III 

 
1 

  
  

長嘴半蹼鷸 Limnodromus scolopaceus 
   

1 
  

  
大地鷸 Gallinago hardwickii 

   
1 

  
  

田鷸 Gallinago gallinago 
   

2 1 1 ●  
針尾鷸 Gallinago stenura 

   
1 

  
  

中地鷸 Gallinago megala 
   

1 
  

  
反嘴鷸 Xenus cinereus 

   
1 

  
  

紅領瓣足鷸 Phalaropus lobatus 
   

1 
  

  
灰瓣足鷸 Phalaropus fulicarius 

   
1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11 10 5 ●  
白腰草鷸 Tringa ochropus 

   
3 2 1   

黃足鷸 Tringa brevipes 
  

NT 1 
  

  
鶴鷸 Tringa erythropus 

   
1 

  
  

青足鷸 Tringa nebularia 
   

5 4 3 ●  
諾氏鷸 Tringa guttifer 

 
I NEN 1 

  
  

小青足鷸 Tringa stagnatilis 
   

4 3 2   
鷹斑鷸 Tringa glareola 

   
5 4 1   

赤足鷸 Tringa totanus 
   

1 
  

 

三趾鶉科 Turnicidae  
林三趾鶉 Turnix sylvaticus 

 
III NCR 1 

  
  

棕三趾鶉 Turnix suscitator ○ 
  

4 3 1 ● 

燕鴴科 Glareolidae  
燕鴴 Glareola maldivarum 

 
III 

 
1 

  
 

鷗科 Laridae 
 
三趾鷗 Rissa tridactyla 

   
1 

  
  

黑嘴鷗 Saundersilarus saundersi 
 

II NCR 1 
  

  
紅嘴鷗 Chroicocephalus ridibundus 

   
1 

  
  

黑尾鷗 Larus crassirostris 
   

1 
  

  
海鷗 Larus canus 

   
1 

  
  

銀鷗 Larus argentatus 
   

1 
  

  
小黑背鷗 Larus fuscu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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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台灣鳥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灰背鷗 Larus schistisagus 

   
1 

  
  

玄燕鷗 Anous stolidus 
 

II 
 

1 
  

  
白眉燕鷗 Onychoprion anaethetus 

 
II 

 
1 

  
  

小燕鷗 Sternula albifrons 
 

II NNT 2 1 1   
鷗嘴燕鷗 Gelochelidon nilotica 

   
1 

  
  

裏海燕鷗 Hydroprogne caspia 
   

1 
  

  
白翅黑燕鷗 Chlidonias leucopterus 

   
1 

  
  

黑腹燕鷗 Chlidonias hybrida 
   

1 
  

  
紅燕鷗 Sterna dougallii 

 
II 

 
1 

  
  

蒼燕鷗 Sterna sumatrana 
 

II 
 

1 
  

  
燕鷗 Sterna hirundo 

   
1 

  
  

鳳頭燕鷗 Thalasseus bergii 
 

II 
 

1 
  

 

鸌科 Procellariidae  
大水薙鳥 Calonectris leucomelas 

  
NNT 1 

  
 

鸛科 Ciconiidae  
黑鸛 Ciconia nigra 

 
II 

 
1 

  
 

軍艦鳥科 Fregatidae  
白斑軍艦鳥 Fregata ariel 

   
1 

  
 

鸕鷀科 Phalacrocoracidae  
鸕鷀 Phalacrocorax carbo 

   
3 2 2  

鵜鶘科 Pelecanidae  
卷羽鵜鶘 Pelecanus crispus 

 
I 

 
1 

  
 

鷺科 Ardeidae  
大麻鷺 Botaurus stellaris 

   
1 

  
  

黃小鷺 Ixobrychus sinensis 
   

1 
  

●  
栗小鷺 Ixobrychus cinnamomeus 

   
4 3 3 ●  

蒼鷺 Ardea cinerea 
   

12 11 5   
紫鷺 Ardea purpurea 

   
1 

  
  

大白鷺 Ardea alba 
   

11 10 5 ●  
中白鷺 Ardea intermedia 

   
10 9 5 ●  

唐白鷺 Egretta eulophotes 
 

II NVU 1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18 17 5 ●  

岩鷺 Egretta sacra 
   

1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18 17 4 ●  

池鷺 Ardeola bacchu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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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台灣鳥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綠簑鷺 Butorides striata 

   
1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16 15 5 ●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13 12 1 ● 

鹮科 Threskiornithidae 
 
埃及聖䴉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5 4 4 ●  

黑頭白䴉 Threskiornis melanocephalus 
 

II 
 

1 
  

  
白琵鷺 Platalea leucorodia 

 
II 

 
1 

  
  

黑面琵鷺 Platalea minor 
 

I NNT 2 1 1  

鶚科 Pandionidae  
魚鷹 Pandion haliaetus 

 
II 

 
3 2 2 ● 

鷹科 Accipitridae  
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II 

 
3 2 1 ●  

東方蜂鷹 Pernis ptilorhynchus 
 

II NNT 1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 II 

 
8 6 2 ●  

花鵰 Clanga clanga 
 

II 
 

1 
  

  
白肩鵰 Aquila heliaca 

 
II 

 
1 

  
  

灰面鵟鷹 Butastur indicus 
 

II 
 

1 
  

  
東方澤鵟 Circus spilonotus 

 
II 

 
1 

  
  

灰澤鵟 Circus cyaneus 
 

II 
 

1 
  

  
花澤鵟 Circus melanoleucos 

 
II 

 
1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 II 
 

8 6 3   
赤腹鷹 Accipiter soloensis 

 
II NNT 1 

  
  

日本松雀鷹 Accipiter gularis 
 

II 
 

1 
  

  
松雀鷹 Accipiter virgatus ○ II 

 
1 

  
  

北雀鷹 Accipiter nisus 
 

II 
 

1 
  

  
蒼鷹 Accipiter gentilis 

 
II 

 
1 

  
  

黑鳶 Milvus migrans 
 

II NVU 2 1 1   
白尾海鵰 Haliaeetus albicilla 

 
II 

 
1 

  
  

東方鵟 Buteo japonicus 
 

II 
 

2 1 1   
大鵟 Buteo hemilasius 

 
II 

 
1 

  
 

鴟鴞科 Strigidae  
黃嘴角鴞 Otus spilocephalus ○ II 

 
3 2 1   

領角鴞 Otus lettia ○ II 
 

7 5 2   
長耳鴞 Asio otus 

 
II 

 
1 

  
  

短耳鴞 Asio flammeus I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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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台灣鳥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褐鷹鴞 Ninox japonica 

 
II 

 
1 

  
 

戴勝科 Upupidae  
戴勝 Upupa epops 

   
1 

  
 

翠鳥科 Alcedinidae 
 
翠鳥 Alcedo atthis 

   
13 12 4 ●  

赤翡翠 Halcyon coromanda 
   

1 
  

  
蒼翡翠 Halcyon smyrnensis 

  
NNT 1 

  
  

黑頭翡翠 Halcyon pileata 
   

1 
  

 

佛法僧科 Coraciidae  
佛法僧 Eurystomus orientalis 

   
1 

  
 

鬚鴷科Megalaimidae  
五色鳥 Psilopogon nuchalis ◎ 

  
13 12 2  

啄木鳥科 Picidae  
地啄木 Jynx torquilla  

   
1 

  
  

小啄木 Yungipicus canicapillus 
   

8 7 1  

隼科 Falconidae 
 
紅隼 Falco tinnunculus 

 
II 

 
5 4 2   

灰背隼 Falco columbarius 
 

II 
 

1 
  

  
燕隼 Falco subbuteo 

 
II 

 
1 

  
  

遊隼 Falco peregrinus 
 

II 
 

2 1 1  

八色鳥科 Pittidae  
八色鳥 Pitta nympha 

 
II NEN 2 

  
 

山椒鳥科 Campephagidae  
灰喉山椒鳥 Pericrocotus solaris 

  
NNT 1 

  
  

灰山椒鳥 Pericrocotus divaricatus 
   

1 
  

  
黑翅山椒鳥 Lalage melaschistos 

   
1 

  
 

綠鵙科 Vireonidae  
綠畫眉 Erpornis zantholeuca 

   
1 

  
 

黃鸝科 Oriolidae  
黃鸝 Oriolus chinensis 

 
II NVU 1 

  
  

朱鸝 Oriolus traillii ○ II 
 

1 
  

 

卷尾科 Dicruridae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 

  
19 18 5 ●  

灰卷尾 Dicrurus leucophaeus 
   

1 
  

  
小卷尾 Dicrurus aeneus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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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台灣鳥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髮冠卷尾 Dicrurus hottentottus 

   
1 

  
 

王鶲科Monarchidae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 

  
11 10 2 ●  

紫綬帶 Terpsiphone atrocaudata 
 

II NNT 1 
  

  
阿穆爾綬帶 Terpsiphone incei 

   
1 

  
 

伯勞科 Laniidae  
紅頭伯勞 Lanius bucephalus 

   
1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III 
 

18 17 5 ●  
棕背伯勞 Lanius schach 

  
NVU 12 11 5 ● 

鴉科 Corvidae  
灰喜鵲 Cyanopica cyanus 

   
1 

  
  

臺灣藍鵲 Urocissa caerulea ◎ III 
 

3 1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 

  
18 17 4 ●  

喜鵲 Pica serica 
   

17 16 4 ●  
星鴉 Nucifraga caryocatactes ○ 

  
1 

  
  

禿鼻鴉 Corvus frugilegus 
   

1 
  

  
巨嘴鴉 Corvus macrorhynchos 

   
1 

  
 

山雀科 Paridae  
煤山雀 Periparus ater ○ III 

 
1 

  
  

黃腹山雀 Periparus venustulus 
   

1 
  

  
青背山雀 Parus monticolus ○ III NNT 1 

  
 

百靈科 Alaudidae  
歐亞雲雀 Alauda arvensis 

   
1 

  
  

小雲雀 Alauda gulgula 
   

5 4 3 ● 

扇尾鶯科 Cisticolidae  
斑紋鷦鶯 Prinia crinigera ○ 

 
NNT 2 1 1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14 13 5 ●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 

  
16 15 3 ●  

棕扇尾鶯 Cisticola juncidis 
   

13 12 5 ●  
黃頭扇尾鶯 Cisticola exilis ○ 

  
5 4 3 ● 

葦鶯科 Acrocephalidae  
雙眉葦鶯 Acrocephalus bistrigiceps 

   
1 

  
  

東方大葦鶯 Acrocephalus orientalis 
   

1 
  

 

蝗鶯科 Locustellidae  
北蝗鶯 Locustella ochotens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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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台灣鳥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矛斑蝗鶯 Locustella lanceolata 

   
1 

  
 

鷦眉科 Pnoepygidae  
台灣鷦眉 Pnoepyga formosana ◎ 

  
1 

  
 

燕科 Hirundinidae 
 
棕沙燕 Riparia chinensis 

   
4 3 3 ●  

灰沙燕 Riparia riparia 
   

1 
  

  
家燕 Hirundo rustica 

   
16 15 2 ●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18 17 5 ●  
金腰燕 Cecropis daurica 

   
1 

  
  

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 
   

8 7 4 ●  
東方毛腳燕 Delichon dasypus 

   
1 

  
 

鵯科 Pycnonotidae  
白環鸚嘴鵯 Spizixos semitorques ○ 

  
4 3 2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 
  

19 18 5 ●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 

  
15 14 3 ●  

棕耳鵯 Hypsipetes amaurotis 
   

1 
  

 

柳鶯科 Phylloscopidae  
黃眉柳鶯 Phylloscopus inornatus 

   
1 

  
  

黃腰柳鶯 Phylloscopus proregulus 
   

1 
  

  
褐色柳鶯 Phylloscopus fuscatus 

   
1 

  
  

冠羽柳鶯 Phylloscopus coronatus 
   

1 
  

  
極北柳鶯 Phylloscopus borealis 

   
2 1 1   

克氏冠紋柳鶯 Phylloscopus claudiae 
   

1 
  

 

樹鶯科 Scotocercidae  
短尾鶯 Urosphena squameiceps 

   
2 1 1   

棕面鶯 Abroscopus albogularis 
   

1 
  

  
日本樹鶯 Horornis diphone 

   
1 

  
  

遠東樹鶯 Horornis canturians 
   

1 
  

  
小鶯 Horornis fortipes ○ 

  
1 

  
  

深山鶯 Horornis acanthizoides ○ 
 

NNT 1 
  

 

長尾山雀科 Aegithalidae  
紅頭山雀 Aegithalos concinnus 

   
1 

  
 

鶯科 Sylviidae  
粉紅鸚嘴 Sinosuthora webbiana ○ 

 
NNT 12 11 3 ● 

繡眼科 Zosterop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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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台灣鳥類 

紅皮書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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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羽畫眉 Yuhina brunneiceps ◎ III 

 
1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18 17 5 ● 

畫眉科 Timaliidae  
山紅頭 Cyanoderma ruficeps ○ 

  
8 7 1 ●  

小彎嘴 Pomatorhinus musicus ◎ 
  

12 11 4 ●  
大彎嘴 Megapomatorhinus erythrocnemis ◎ 

  
1 

  
 

雀眉科 Pellorneidae  
頭烏線 Schoeniparus brunneus ○ 

  
2 1 

 
 

噪眉科 Leiothrichidae  
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 ◎ 

  
3 2 

 
  

大陸畫眉 Garrulax canorus 
 

II 
 

1 
  

●  
臺灣畫眉 Garrulax taewanus ◎ II NEN 3 2 2 ●  
棕噪眉 Ianthocincla poecilorhyncha ◎ II 

 
1 

  
  

臺灣噪眉 Trochalopteron morrisonianum ◎ 
  

1 
  

  
白耳畫眉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 III 

 
1 

  
  

黃胸藪眉 Liocichla steerii ◎ III 
 

1 
  

 

戴菊科 Regulidae  
戴菊鳥 Regulus regulus 

   
1 

  
 

鳾科 Sittidae  
茶腹鳾 Sitta europaea ○ 

 
NVU 1 

  
 

河烏科 Cinclidae  
河烏 Cinclus pallasii 

   
1 

  
 

八哥科 Sturnidae  
亞洲輝椋鳥 Aplonis panayensis 

   
1 

  
  

歐洲椋鳥 Sturnus vulgaris 
   

1 
  

  
粉紅椋鳥 Pastor roseus 

   
1 

  
  

小椋鳥 Agropsar philippensis 
   

1 
  

  
黑領椋鳥 Gracupica nigricollis 

   
3 2 1 ●  

灰背椋鳥 Sturnia sinensis 
   

1 
  

  
灰頭椋鳥 Sturnia malabarica 

   
1 

  
●  

絲光椋鳥 Spodiopsar sericeus 
   

2 1 1   
灰椋鳥 Spodiopsar cineraceus 

   
1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15 14 5 ●  
林八哥 Acridotheres fuscus 

   
1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18 1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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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鳥類 

紅皮書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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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 II NEN 5 4 4 ●  
九官鳥 Gracula religiosa 

 
II 

 
1 

  
 

鶇科 Turdidae  
白氏地鶇 Zoothera aurea 

   
1 

  
  

白眉地鶇 Geokichla sibirica 
   

1 
  

  
中國黑鶇 Turdus mandarinus 

   
1 

  
  

烏灰鶇 Turdus cardis 
   

2 1 
 

  
白眉鶇 Turdus obscurus 

   
1 

  
  

赤腹鶇 Turdus chrysolaus 
   

3 2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4 3 1 ●  

斑點鶇 Turdus eunomus 
   

1 
  

  
紅尾鶇 Turdus naumanni 

   
1 

  
 

鶲科Muscicapidae  
灰斑鶲 Muscicapa griseisticta 

   
1 

  
  

烏鶲 Muscicapa sibirica 
   

1 
  

  
寬嘴鶲 Muscicapa dauurica 

   
1 

  
  

褐胸鶲 Muscicapa muttui 
   

1 
  

  
鵲鴝 Copsychus saularis 

   
2 1 

 
●  

白腰鵲鴝 Copsychus malabaricus 
   

1 
  

  
黃腹琉璃 Niltava vivida ○ III 

 
1 

  
  

白腹琉璃 Cyanoptila cyanomelana 
   

1 
  

  
藍歌鴝 Larvivora cyane 

   
1 

  
  

藍喉鴝 Luscinia svecica 
   

1 
  

  
臺灣紫嘯鶇 Myophonus insularis ◎ 

  
1 

  
  

野鴝 Calliope calliope 
   

1 
  

  
藍尾鴝 Tarsiger cyanurus 

   
1 

  
  

栗背林鴝 Tarsiger johnstoniae ◎ III 
 

1 
  

  
白眉鶲 Ficedula zanthopygia 

   
1 

  
  

黃眉黃鶲 Ficedula narcissina 
   

1 
  

  
白眉黃鶲 Ficedula mugimaki 

   
1 

  
  

紅喉鶲 Ficedula albicilla 
   

1 
  

  
紅胸鶲 Ficedula parva 

   
1 

  
  

鉛色水鶇 Phoenicurus fuliginosus ○ III 
 

2 1 1   
黃尾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7 6 2 ●  

藍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us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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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喉鴝 Saxicola maurus 

   
1 

  
  

白斑黑石䳭 Saxicola caprata 
   

1 
  

  
灰叢鴝 Saxicola ferreus 

   
1 

  
 

連雀科 Bombycillidae 
 
黃連雀 Bombycilla garrulus 

   
1 

  
  

朱連雀 Bombycilla japonica 
   

1 
  

 

啄花科 Dicaeidae  
紅胸啄花 Dicaeum ignipectus ○ 

  
1 

  
 

吸蜜鳥科 Nectariniidae  
藍喉太陽鳥 Aethopyga gouldiae 

   
1 

  
 

梅花雀科 Estrildidae  
白喉文鳥 Euodice malabarica 

   
1 

  
  

白腰文鳥 Lonchura striata 
   

10 9 3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16 15 5 ●  

黑頭文鳥 Lonchura atricapilla 
 

III N 3 2 2   
爪哇雀 Lonchura oryzivora 

 
II 

 
1 

  
 

麻雀科 Passeridae  
山麻雀 Passer cinnamomeus 

 
I NEN 1 

  
  

麻雀 Passer montanus 
   

18 17 5 ● 

鶺鴒科Motacillidae  
山鶺鴒 Dendronanthus indicus 

   
1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10 9 3   
西方黃鶺鴒 Motacilla flava 

   
1 

  
  

東方黃鶺鴒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9 8 3   
黃頭鶺鴒 Motacilla citreola 

   
1 

  
  

日本鶺鴒 Motacilla grandis 
   

1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17 16 5 ●  

大花鷚 Anthus richardi 
   

1 
  

  
樹鷚 Anthus hodgsoni 

   
1 

  
  

白背鷚 Anthus gustavi 
   

2 1 1   
赤喉鷚 Anthus cervinus 

   
1 

  
  

黃腹鷚 Anthus rubescens 
   

1 
  

 

雀科 Fringillidae  
花雀 Fringilla montifringilla 

   
1 

  
  

桑鳲 Eophona personata 
   

1 
  

 

82 of 501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台灣鳥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臺灣朱雀 Carpodacus formosanus ◎ III 

 
1 

  
  

灰鷽 Pyrrhula erythaca ○ 
 

NVU 1 
  

  
金翅雀 Chloris sinica 

   
1 

  
  

普通朱頂雀 Acanthis flammea 
   

1 
  

  
黃雀 Spinus spinus 

   
1 

  
  

黃額絲雀 Serinus mozabicus 
   

1 
  

 

鵐科 Emberizidae  
赤胸鵐 Emberiza fucata 

   
1 

  
  

黃喉鵐 Emberiza elegans 
   

1 
  

  
葦鵐 Emberiza pallasi 

   
1 

  
  

金鵐 Emberiza aureola 
 

II NEN 1 
  

  
小鵐 Emberiza pusilla 

   
1 

  
  

田鵐 Emberiza rustica 
   

1 
  

  
野鵐 Emberiza sulphurata 

 
II NVU 1 

  
  

黑臉鵐 Emberiza spodocephala 
   

6 5 3   
鏽鵐 Emberiza rutila 

   
1 

  
  

黃眉鵐 Emberiza chrysophrys 
   

1 
  

  
白眉鵐 Emberiza tristrami 

   
1 

  
  

冠紅臘嘴雀 Paroaria coronata 
 

II 
 

1 
  

 

鸚鵡科  
虎皮鸚鵡 Melopsittacus undulatus 

   
1 

  
  

紅領綠鸚鵡 Psittacula krameri 
 

II 
 

1 
  

 

織布鳥科  
黑頭織雀 Ploceus cucullatus 

   
1 

  
  

科數統計 72 46 44 36 

種類數統計 369 109 10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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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兩棲類名錄及各文獻記錄次數統計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台灣兩棲類 

紅皮書名錄 
甲 乙 丙 丁 

蟾蜍科 Bufonidae 
 盤古蟾蜍 Bufo bankorensis ◎  NLC 1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NLC 18 17 4 ● 

樹蟾科 Hylidae 
 中國樹蟾 Hyla chinensis   NLC 2 1   

叉舌蛙科 Dicroglossidae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NLC 18 17 4 ● 

狹口蛙科 Microhylidae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NLC 13 12 3  

赤蛙科 Ranidae 
 腹斑蛙 Babina adenopleura   NLC 3 3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NLC 16 15 4 ● 
 拉都希氏赤蛙 Hylarana latouchii   NLC 9 8 2  
 美洲牛蛙 Lithobates catesbeianus    2 1   
 金線蛙 Pelophylax fukienensis  III NNT 1    
 長腳赤蛙 Rana longicrus   NNT 2 1   

樹蛙科 Rhacophoridae 
 日本樹蛙 Buergeria japonica   NLC 3 3 2  
 褐樹蛙 Buergeria robusta ◎  NLC 3 2 1  
 面天樹蛙 Kurixalus idiootocus ◎  NLC 5 4 1  
 布氏樹蛙 Polypedates braueri   NLC 4 3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2 1  ● 
 莫氏樹蛙 Rhacophorus moltrechti ◎  NLC 1 1   
 台北樹蛙 Rhacophorus taipeianus ◎ III NVU 1    
 

科數統計 6 6 5 4 

種類數統計 18 15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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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爬蟲類名錄及各文獻記錄次數統計 

科 中文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爬蟲類 

紅皮書 

名錄 

甲 乙 丙 丁 

鱉科 Trionychidae 
 中華鱉 Pelodiscus sinensis   NLC 2 1   

地龜科 Geoemydidae 
 柴棺龜 Mauremys mutica  I NNT 1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NLC 5 4 1 ● 

澤龜科 Emydidae 
 紅耳龜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9 8 3 ● 

飛蜥科 Agamidae   
 黃口攀蜥 Diploderma polygonata xanthostoma    NLC 2 1   
 斯文豪氏攀蜥 Diploderma swinhonis ◎  NLC 13 12 3 ● 

壁虎科 Gekkonidae 
 鉛山壁虎 Gekko hokouensis   NLC 8 7 1 ●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NLC 13 12 4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NLC 9 8 1 ● 

正蜥科 Lacertidae   
 蓬萊草蜥 Takydromus stejnegeri ◎  NLC 2 1  ● 

石龍子科 Scincidae 
 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種 Plestiodon chinensis formosensis ◎  NLC 4 3 2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NLC 10 10 3 ● 
 台灣滑蜥 Scincella formosensis ◎  NLC 1    
 印度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NLC 8 8 3  

盲蛇科 Typhlopidae 
 鉤盲蛇 Ramphotyphlops braminus   NLC 1    

黃頷蛇科 Colubridae 
 花浪蛇 Amphiesma stolatum   NLC 4 3 3  
 大頭蛇 Boiga kraepelini   NLC 1 1 1  
 青蛇 Cyclophiops major   NLC 3 2 1  
 紅斑蛇 Lycodon rufozonatus   NLC 2 1   
 王錦蛇 Elaphe carinata   NLC 6 5 2 ● 
 白梅花蛇 Lycodon ruhstrati   NLC 1    
 赤背松柏根 Oligodon formosanus   NLC 1   ● 
 赤腹松柏根 Oligodon ornatus   NDD 1    
 台灣黑眉錦蛇 Orthriophis taeniura friesi  III NL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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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斑蛇 Psammodynastes pulverulentus   NLC 3 2   
 細紋南蛇 Ptyas korros   NLC 2 1 1  
 南蛇 Ptyas mucosus   NLC 4 3  ● 
 黑頭蛇 Sibynophis chinensis   NLC 1    
 白腹游蛇 Sinonatrix percarinata suriki   NNT 2 2 1  
 草花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  III NLC 2 1 1 ● 
 過山刀   Zaocys dhumnades   NLC 1    

鈍頭蛇科 Pareatidae 
 台灣鈍頭蛇 Pareas formosensis ◎  NDD 1    

蝙蝠蛇科 Elapidae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NLC 3 2 2 ● 
 眼鏡蛇 Naja atra   NLC 6 5 2  

蝮蛇科 Viperidae 
 龜殼花 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   NLC 1    
 赤尾青竹絲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NLC 2 1   
 

科數統計 12 10 7 8 

種類數統計 36 25 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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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蝴蝶名錄及各文獻記錄次數統計 

科名 中文種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甲 乙 丙 丁 

弄蝶科 Hesperiidae 
 橙翅傘弄蝶 Burara jaina formosana ○   1 1   
 鐵色絨弄蝶 Hasora badra    2 1   
 尖翅絨弄蝶 Hasora chromus    2 2   
 黃星弄蝶 Ampittia virgata myakei ○   1 1   
 白斑弄蝶 Isoteinon lamprospilus formosanus    4 4   

 薑弄蝶 Udaspes folus      ● 
 黑星弄蝶 Suastus gremius    2 2   
 黃斑弄蝶 Potanthus confucius angustatus ○   8 8 3 ● 

 墨子黃斑弄蝶 Potanthus motzui ◎     ● 
 寬邊橙斑弄蝶 Telicota ohara formosana    4 3 1  
 稻弄蝶 Parnara guttata    5 5 3  
 小稻弄蝶 Parnara bada    4 4 2 ● 
 禾弄蝶 Borbo cinnara    7 6  ● 
 假禾弄蝶 Pseudoborbo bevani    1 1   
 褐弄蝶 Pelopidas mathias oberthueri    1 1   
 尖翅褐弄蝶 Pelopidas agna    1 1 1 ● 

鳳蝶科 Papilionidae 
 黃裳鳳蝶 Troides aeacus formosanus ○ Ⅲ 1    
 長尾麝鳳蝶 Byasa impediens febanus ○   1 1 1  

 青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   15 14 4 ● 
 木蘭青鳳蝶 Graphium doson postianus ○   2 2 2  
 翠斑青鳳蝶 Graphium agamemnon    2 1   
 花鳳蝶 Papilio demoleus    12 11 3 ● 
 柑橘鳳蝶 Papilio xuthus    2 2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7 6 2  
 黑鳳蝶 Papilio protenor    10 9 2 ● 
 白紋鳳蝶 Papilio helenus fortunius ○   2 2 1 ● 
 無尾白紋鳳蝶 Papilio castor formosanus ○   1 1   
 大鳳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 ○   7 7 1 ● 
 翠鳳蝶 Papilio bianor thrasymedes ○   2 2   

粉蝶科 Pieridae 
 白粉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17 17 4 ● 
 緣點白粉蝶 Pieris canidia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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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種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甲 乙 丙 丁 

 異色尖粉蝶 Appias lyncida eleonora    2 2   
 纖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   9 8 2  
 橙端粉蝶 Hebomoia glaucippe formosana ○   1 1   
 細波遷粉蝶 Catopsilia pyranthe    1 1 1  
 遷粉蝶 Catopsilia pomona    10 10 4 ● 

 紋黃蝶 Colias erate formosana ○     ● 
 淡色黃蝶 Eurema andersoni godana ○   1 1   
 黃蝶 Eurema hecabe    13 12 3 ● 
 島嶼黃蝶 Eurema alitha esakii ○   2 2 1  
 亮色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13 12 2  

灰蝶科 Lycaenidae 
 紫日灰蝶 Heliophorus ila matsumurae ○   3 3 2  
 玳灰蝶 Deudorix epijarbas menesicles ○   1    
 燕灰蝶 Rapala varuna formosana ○   2 2   
 三斑虎灰蝶 Spindasis syama    1    
 大娜波灰蝶 Nacaduba kurava therasia ○   1 1   
 波灰蝶 Prosotas nora formosana ○   3 2  ● 
 雅波灰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   14 13 3  
 淡青雅波灰蝶 Jamides alecto dromicus ○   10 9 4 ● 
 豆波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16 15 4 ● 
 藍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17 16 3 ● 
 黑點灰蝶 Neopithecops zalmora    1    
 黑星灰蝶 Megisba malaya sikkima    4 4   
 靛色琉灰蝶 Acytolepsis puspa myla ○   3 3 1  
 東方晶灰蝶 Freyeria putli formosanus ○   1 1   

蛺蝶科 Nympalidae 
 虎斑蝶 Danaus genutia    2 2 1 ● 
 金斑蝶 Danaus chrysippus    6 6 1 ● 
 淡紋青斑蝶 Tirumala limniace    2 1   
 絹斑蝶 Parantica aglea maghaba ○   5 4 2  
 大絹斑蝶 Parantica sita niphonica    3 3   
 旖斑蝶 Ideopsis similis    6 5 1  
 雙標紫斑蝶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   7 7 4 ● 
 異紋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   5 5 2  
 圓翅紫斑蝶 Euploea eunice hobsoni ○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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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 

等級 
甲 乙 丙 丁 

 小紫斑蝶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   9 8 2  
 苧麻珍蝶 Acraea issoria formosana ○   1 1   
 斐豹蛺蝶 Argyreus hyperbius    2 2   
 琺蛺蝶 Phalanta phalantha    2 2 2 ● 
 黃襟蛺蝶 Cupha erymanthis    4 3   
 眼蛺蝶 Junonia almana    13 12 3 ● 
 青眼蛺蝶 Junonia orithya    4 3 2 ● 
 黯眼蛺蝶 Junonia iphita    1 1   
 小紅蛺蝶 Vanessa cardui    4 4   
 黃鉤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   14 14 3 ● 
 琉璃蛺蝶 Kaniska canace drilon ○   5 5 2  
 散紋盛蛺蝶 Symbrenthia lilaea formosanus ○   2 2   
 雌擬幻蛺蝶 Hypolimnas misippus    6 6 3 ● 
 幻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15 14 3 ● 
 波蛺蝶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7 6 2 ● 
 豆環蛺蝶 Neptis hylas lulculenta    16 15 4 ● 
 小環蛺蝶 Neptis sappho formosana ○   6 5 2  
 細帶環蛺蝶 Neptis nata lutatia ○   2 1   
 異紋帶蛺蝶 Athyma selenophora laela ○   3 2   
 網絲蛺蝶 Cyrestis thyodamas formosana ○   2 2 1  
 白裳貓蛺蝶 Timelaea albescens formosana ○   2 1 1  
 台灣燦蛺蝶 Sephisa daimio ◎   2 2 1  
 紅斑脈蛺蝶 Hestina assimilis formosana ○   1    
 小波眼蝶 Ypthima baldus zodina ○   5 5 1  
 密紋波眼蝶 Ypthima multistriata ○   5 5 1  
 眉眼蝶 Mycalesis francisca formosana ○   3 3   
 淺色眉眼蝶 Mycalesis sangaica mara ○   2 2 2  
 切翅眉眼蝶 Mycalesis zonata    5 4 1  

 長紋黛眼蝶 Lethe europa pavida      ● 
 暮眼蝶 Melanitis leda    8 8 2 ● 
 森林暮眼蝶 Melanitis phedima polishana ○   8 7 2  
 藍紋鋸眼蝶 Elymnias hypermnestra hainana    8 7 2  

  

科數統計 5 5 5 5 

種類數統計 92 87 5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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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蜻蜓名錄及各文獻記錄次數統計 

科 中文種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甲 乙 丙 丁 

珈蟌科 Calopterygidae  
 白痣珈蟌 Matrona cyanoptera ◎  1    
 細胸珈蟌 Mnais tenuis   1 1 1  

細蟌科 Coenagrionidae 
 白粉細蟌 Agriocnemis femina oryzae   3 3 2  
 橙尾細蟌 Agriocnemis pygmaea   1 1 1  
 紅腹細蟌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6 5 3 ●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10 9 4 ● 

 瘦面細蟌 Pseudagrion microcephalum      ● 
 弓背細蟌 Pseudagrion pilidorsum pilidorsum   3 3  ● 

幽蟌科 Euphaeidae 
 短腹幽蟌 Euphaea formosa ◎  4 4 2  

琵蟌科 Platycnemididae 
 環紋琵蟌 Copera ciliata   1 1   
 脛蹼琵蟌   Copera marginipes   11 10 3 ● 

春蜓科 Gomphidae 
 蟲莖春蜓 Burmagomphus vermicularis   1 1 1  
 粗鉤春蜓 Ictinogomphus rapax   3 2 1 ● 

 細鉤春蜓 Sinictinogomphus clavatus      ● 
 鈎尾春蜓 Lamelligomphus formosanus   1 1 1  
 錘角春蜓 Stylogomphus shirozui shirozui ○  1 1 1  

蜻蜓科 Libellulidae    
 粗腰蜻蜓 Acisoma panorpoides panorpoides   2 2 2 ● 

 橙斑蜻蜓 Brachydiplax chalybea flavovittata      ● 
 褐斑蜻蜓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4 4 1 ●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5 5 1 ● 
 侏儒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7 7 4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ramburii    7 6 2  
 琥珀蜻蜓 Onychothemis testacea tonkinensis   1 1   
 金黃蜻蜓 Orthetrum glaucum   3 3 1  
 呂宋蜻蜓 Orthetrum luzonicum   2 2 1 ● 
 灰黑蜻蜓 Orthetrum melania   1 1 1  
 霜白蜻蜓(中印亞種)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11 10 4 ●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13 1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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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中文種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甲 乙 丙 丁 

 鼎脈蜻蜓   Orthetrum triangulare   3 2 1 ●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12 11 4 ● 
 溪神蜻蜓 Potamarcha congener congener   1 1 1 ● 
 黃紉蜻蜓 Pseudothemis zonata   1 1 1 ● 

 藍黑蜻蜓 Rhyothemis regia regia      ● 
 彩裳蜻蜓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1 1 1 ● 
 大華蜻蜓 Tramea virginia   1 1 1 ● 
 紫紅蜻蜓 Trithemis aurora   5 5 2 ● 
 樂仙蜻蜓 Trithemis festiva   4 4 1 ● 
 褐基蜻蜓 Urothemis signata yiei ○  1 1 1 ● 
 

科數統計 6 6 6 4 

種類數統計 34 33 30 23 

 
附表 7、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觀測資料資料集說明 
資料集 哺乳類 鳥類 兩棲類 爬蟲類 蜻蛉類 蝶類 

Chinese Wild Bird Federation Bird Records Database  V     

EOD - eBird Observation Dataset  V     

臺灣兩棲類資源調查與教育宣導推廣計畫   V    

The Taiwan Breeding Bird Survey Data  V     

The Taiwan Roadkill Observation Network Data Set. V V V V   

iNaturalist Research-grade Observations V V V V V V 

台灣爬行類回報    V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V 

Bird Observation Data  V     

CAS Herpetology (HERP)    V   

Entomology Collection at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Utah     V 

NMNH Extant Specimen Records  V     

資料搜尋時間 2020-05-18 

部份資料出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https://www.tbn.org.tw) 

上述資料原依「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Open Government Data License: 

https://data.gov.tw/license)」進行公眾釋出，使用者於遵守該條款各項規定之前提下，得利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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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生態調查與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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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調查與資料照片 
附表 1. 生態調查工作照 

  

01 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 02 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 

  

03 橋梁結構物蝙蝠勘查 04 橋梁結構物蝙蝠勘查 

  

05 蝙蝠超音波偵測 - Batbox 06 蝙蝠超音波偵測 - EchoMeterTouch2PRO 

  

07 蝙蝠超音波偵測 - Anabat 08 陸域動物調查 – 農友訪談 

13/07/202013/07/2020

13/07/2020

14/07/2020

13/07/2020 13/07/2020

13/07/2020

13/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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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陸域動物調查 10 陸域動物調查 

  

11 陸域動物調查 12 陸域動物調查 

  

13 陸域動物夜間調查及現場燈光 14 陸域動物調查 – 農田除草劑使用 

  

15 陸域動物調查 – 農田毒鳥花嘴鴨 16 陸域動物調查 – 農田毒鳥金背鳩 

14/07/2020

21/07/2020 21/07/2020

13/07/2020

14/07/2020 13/07/2020

14/07/2020

15/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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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植物與棲地調查 18 植物與棲地調查 

  

19水域生物調查 20 水域生物調查 

  

21 水域生物調查 22 水域生物調查 

  

23 軟硬體設施調查 24 軟硬體設施調查 

 
  

21/07/2020 21/07/2020

21/07/2020 21/07/2020

22/06/202025/08/2020

22/07/202023/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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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陸域動物照片 

  

01 貓 02 鬼鼠 

  

03 埃及聖䴉和大白鷺 04 水雉 

  

05 花嘴鴨和紅冠水雞 06 彩鷸 

  

07 野鴿 08 八哥 

14/07/2020

13/07/2020

15/07/2020

15/07/2020

15/07/2020

13/07/2020 13/07/2020

15/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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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斑腿樹蛙卵泡 10 紅耳泥龜 

  

11 草花蛇 12 雨傘節 

  

13 馬纓丹吸引較多蝶類 14 長穗木吸引較多蝶類 

  

15 小稻弄蝶和大花咸豐草 16 禾弄蝶和長穗木 

15/07/2020

13/07/2020 15/07/2020

22/07/2020 13/07/2020

14/07/2020

14/07/2020 15/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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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雌擬幻蛺蝶和馬纓丹 18 珐蛺蝶和馬纓丹 

  

19 溪神蜻蜓 20 細鉤春蜓 

  

21彩裳蜻蜓 22 樹冠上方群飛的彩裳蜻蜓 

  

23 白鼻心-自動相機拍攝 24 貓捕食綠繡眼-自動相機拍攝 

14/07/2020

14/07/202014/07/2020

13/07/2020

14/07/2020

15/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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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狗-自動相機拍攝 26 黑冠麻鷺-自動相機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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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植物照片 

  

01 臺灣大豆 02 臺灣大豆 

  

03 臺灣鐵莧 04 銀合歡 

  

05 甜根子草 06 聚藻 

  

07 水蔗草 08 歧穗臭根子草 

08/09/2020

22/07/2020 15/09/2020

15/09/202013/10/2020

22/07/2020

23/07/2020 13/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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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野木藍 10 蘆竹 

  
11 肥豬豆 12 長葉豇豆 

  

13 大水莞 14 臭根子草 

  

15 白茅 16 平原菟蕬子 

 
 
 
  

22/07/2020

10/08/2020 22/07/2020

22/07/202023/07/2020

23/07/2020 13/10/2020

22/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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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水域生物與螢火蟲調查照片 

  

01 臺灣窗螢 02 臺灣窗螢幼蟲 

  

03 乳白南方招潮蟹 04 弧邊管招潮蟹 

  

05 日本絨螯蟹 06 欖綠青蟳 

  

07 明潭吻鰕虎 08 美國螯蝦 

08/09/2020

22/07/2020

07/09/2020 07/09/2020

09/09/2020

22/07/2020

22/07/2020

20/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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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彈塗魚 10 大和沼蝦 

 
 

11 日本沼蝦 12 草對蝦 

  

13 無齒螳臂蟹 14 字紋弓蟹 

  

15 圓吻鯝 16 䱗 

 

21/07/2020 22/07/2020

22/07/2020

09/09/2020

08/09/202008/09/2020

20/07/2020 23/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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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計畫範圍維管束植物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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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學名 中名 生活型 原生/

外來 
稀有性(紅
皮書 2017) 

竹東
生態
公園 

河川
情勢
調查 

本計畫 
森林 流動水域(高灘草地、溼

草地、砂洲、人工水道) 
人類活動用地 
栽植 自生 

蹄蓋蕨科 Diplazium esculentum (Retz.) Sw. 過溝菜蕨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碗蕨科 Microlepia strigosa (Thunb.) C. Presl 粗毛鱗蓋蕨 草本 原生 LC - - ● - - - 
木賊科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木賊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蘋科 Marsilea minuta L. 田字草 草本 原生 DD ● - - - - - 
蓧蕨科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腎蕨 草本 原生 LC ● - - - - - 
鳳尾蕨科 Pteris multifida Poir. 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 - - - - - 
鳳尾蕨科 Pteris vittata L. 鱗蓋鳳尾蕨 草本 原生 LC ● - - - - - 
海金沙科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草本 原生 LC ● ● - - - - 
金星蕨科 Cyclosorus parasiticus (L.) Farw. 密毛小毛蕨 草本 原生 LC ● - ● - - ● 
柏科 Thuja orientalis L. 側柏 喬木 栽培 － ● - - - - - 
杉科 Taxodium distichum (L.) Rich. 落羽松 喬木 栽培 － ● - - - - - 
爵床科 Hygrophila pogonocalyx Hayata 大安水蓑衣 草本 特有 EN ● - - - ● - 
爵床科 Ruellia brittoniana Leonard 翠蘆莉 草本 栽培 － - - - ● ● - 
莧科 Achyranthes bidentata Blume 牛膝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莧科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G. 
Nicholson 毛蓮子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蓮子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莧科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 ex DC. 蓮子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莧科 Amaranthus spinosus L. 刺莧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莧科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莧科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草本 歸化 LC ● ● - - - ● 
莧科 Gomphrena celosioides Mart. 假千日紅 草本 歸化 NA - - - - - ● 
漆樹科 Mangifera indica L. 芒果 喬木 栽培 － ● - - - ● - 
漆樹科 Spondias dulcis Parkinson 太平洋榅桲 喬木 栽培 － - - - - ● - 
繖形科 Centella asiatica (L.) Urb. 雷公根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繖形科 Hydrocotyle batrachium Hance 臺灣天胡荽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計畫範圍維管束植物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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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學名 中名 生活型 原生/
外來 

稀有性(紅
皮書 2017) 

竹東
生態
公園 

河川
情勢
調查 

本計畫 
森林 流動水域(高灘草地、溼

草地、砂洲、人工水道) 
人類活動用地 
栽植 自生 

繖形科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銅錢草 草本 歸化 － ● - - - - - 
繖形科 Oenanthe javanica (Blume) DC. 水芹菜 草本 原生 LC ● - - - - - 
夾竹桃科 Catharanthus roseus (L.) G. Don 日日春 灌木 歸化 － ● - - - - - 
五加科 Schefflera arboricola (Hayata) Merr. 鵝掌蘗 灌木 原生 LC ● - - - - - 
菊科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霍香薊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Ambrosia artemisiifolia L. 豬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茵陳蒿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菊科 Aster subulatus Michx. 掃帚菊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Calyptocarpus vialis Less. 金腰箭舅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Conyza bonariensis (L.) Cronquist 美洲假蓬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uist 加拿大蓬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E.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草本 歸化 LC - ● - - - - 

菊科 Eclipta prostrata (L.) L. 鱧腸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菊科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菊科 Galinsoga quadriradiata Ruiz & Pav. 粗毛小米菊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Gnaphalium pensylvanicum Willd. 匙葉鼠麴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Gymnocoronis spilanthoides (D. Don ex Hook. 
& Arn.) DC. 光冠水菊 草本 歸化 － ● - - - - - 

菊科 Ixeridium laevigatum (Blume) Pak & Kawano 刀傷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菊科 Lactuca serriola L. 刺萵苣 草本 歸化 － - - - - - ●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草質藤本 歸化 － ● ● ● ● - ● 
菊科 Pluchea sagittalis (Lam.) Cabrera 翼莖闊苞菊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Pterocypsela indica (L.) C. Shih 鵝仔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菊科 Sigesbeckia orientalis L. 豨薟 草本 原生 NA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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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科 Sonchus oleraceus L. 苦滇菜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Taraxacum officinale F.H. Wigg. 西洋蒲公英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菊科 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 A. Gray 王爺葵 灌木 歸化 NA ● ● - - - - 
菊科 Vernonia amygdalina Delile 扁桃斑鳩菊 草本 歸化 － - - - - ● - 
菊科 Wedelia trilobata (L.) Hitchc. 南美蟛蜞菊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落葵科 Basella alba L. 落葵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 - - 
紫葳科 Radermachera sinica (Hance) Hemsl. 山菜豆 喬木 原生 LC ● - - - - - 
紫草科 Cordia dichotoma G. Forst. 破布子 喬木 原生 LC - - ● - - - 
十字花科 Lepidium virginicum L. 獨行菜 草本 歸化 NA - - - - - ● 
十字花科 Rorippa indica (L.) Hiern 葶藶 草本 原生 LC ● - - - - - 
仙人掌科 Hylocereus undatus (Haw.) Britton & Rose 三角柱 灌木 歸化 － - ● ● - - - 
桔梗科 Wahlenbergia marginata (Thunb.) A. DC. 細葉蘭花參 草本 原生 LC ● - - - - - 
山柑科 Cleome rutidosperma DC. 成功白花菜 草本 歸化 NA - ● - - - - 
忍冬科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忍冬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忍冬科 Sambucus chinensis Lindl. 冇骨消 灌木 原生 LC ● - - - - ● 
番木瓜科 Carica papaya L. 木瓜 喬木 栽培 － - ● - - ● - 
石竹科 Drymaria diandra Blume 菁芳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木麻黃科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木麻黃 喬木 栽培 － - - ● ● - - 
藜科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L. 臭杏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藜科 Chenopodium serotinum L. 小藜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藜科 Suaeda maritima (L.) Dumort. 裸花鹼蓬 草本 原生 LC - ● - - - - 
金絲桃科 Garcinia subelliptica Merr. 福木 喬木 原生 EN ● - - - - - 
使君子科 Lumnitzera racemosa Willd. 欖李 喬木 原生 NT - ● - - - -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喬木 原生 LC - ● - ● - - 
旋花科 Cuscuta australis R. Br. 菟絲子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旋花科 Cuscuta campestris Yunck. 平原菟絲子 草質藤本 歸化 DD - ● - - - ● 
旋花科 Ipomoea aquatica Forssk. 甕菜 草本 歸化 NA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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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花科 Ipomoea biflora (L.) Pers. 白花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旋花科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槭葉牽牛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 - ● 
旋花科 Ipomoea indica (Burm.) Merr. 銳葉牽牛 草質藤本 歸化 LC - ● - ● - -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L.) Ker Gawl. 野牽牛 草質藤本 歸化 LC ● - - - - - 
旋花科 Ipomoea quamoclit L. 蔦蘿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 - - 
旋花科 Ipomoea triloba L. 紅花野牽牛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 - ● 
旋花科 Stictocardia tiliifolia (Desr.) Hallier f. 大萼旋花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瓜科 Melothria pendula L. 垂瓜果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 - ● 
柿樹科 Diospyros philippensis (Desr.) Gurke 毛柿 喬木 原生 NT ● - - - - - 
胡頹子科 Elaeagnus oldhamii Maxim. 椬梧 小喬木 原生 DD ● - - - ● - 
杜英科 Elaeocarpus sylvestris (Lour.) Poir. 杜英 喬木 原生 LC ● - - - - - 
大戟科 Acalypha angatensis Blanco 臺灣鐵莧 灌木 原生 LC - - ● - - -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苳 喬木 原生 LC ● - ● - - - 
大戟科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大飛揚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大戟科 Chamaesyce hyssopifolia (L.) Small 紫斑大戟 草本 歸化 NA - ● - - - - 
大戟科 Chamaesyce prostrata (Aiton) Small 伏生大戟 匍匐草本 原生 LC - - - - - ● 
大戟科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小飛揚草 草本 原生 NA - ● - - - ● 
大戟科 Glochidion zeylanicum (Gaertn.) A. Juss. 錫蘭饅頭果 喬木 原生 LC - - ● - - - 
大戟科 Macaranga tanarius (L.) M 血桐 喬木 原生 LC ● - ● - - - 
大戟科 Mallotus japonicus (Spreng.) M 野桐 喬木 原生 LC ● - - - - - 
大戟科 Mallotus repandus (Rottler) M 扛香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大戟科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五蕊油柑 草本 歸化 LC - - ● - - - 
大戟科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灌木 歸化 NA ● ● ● ● - ● 
大戟科 Sapium sebiferum (L.) Dum. Cours. 烏桕 喬木 歸化 NA ● ● - - - ● 
豆科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喬木 原生 LC ● ● - - - - 
豆科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豆科 Cajanus scarabaeoides (L.) Thouars 蔓蟲豆 匍匐草本 原生 LC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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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 Canavalia lineata (Thunb.) DC. 肥豬豆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豆科 Cassia fistula L. 阿勃勒 喬木 栽培 － ● - - - - - 

豆科 

Chamaecrista nictitans (L.) Moench subsp. 
patellaria (DC. ex Collad.) H.S. Irwin & 
Barneby var. glabrata (Vogel) H.S. Irwin & 
Barneby 

大葉假含羞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豆科 Crotalaria medicaginea Lam. 假苜蓿 草本 原生 － ● - - - - - 

豆科 
Crotalaria pallida Ait. var. obovata (G. Don) 
Polhill 黃野百合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豆科 Crotalaria zanzibarica Benth. 南美豬屎豆 灌木 歸化 NA - ● - - - ● 
豆科 Desmodium heterocarpon (L.) DC. 假地豆 灌木 原生 LC ● - - - - - 
豆科 Desmodium tortuosum (Sw.) DC. 紫花山螞蝗 草本 歸化 － - - - - - ● 
豆科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豆科 
Glycine max (L.) Merr. subsp. formosana 
(Hosok.) Tateishi & H. Ohashi 臺灣大豆 草本 特有 VU - - - ● - ● 

豆科 Indigofera hirsuta L. 毛木藍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豆科 Indigofera spicata Forssk. 穗花木藍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豆科 Indigofera suffruticosa Mill. 野木藍 灌木 原生 LC - - - ● ● - 
豆科 Lespedeza cuneata (Dum. Cours.) G. Don 鐵掃帚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灌木 歸化 NA ● ● ● ● - ● 

豆科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m (Moc. & Sessé 
ex DC.) Urb. 賽芻豆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 - ● 

豆科 Medicago lupulina L. 天藍苜蓿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豆科 Melilotus indicus (L.) All. 印度草木樨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豆科 
Melilotus officinalis subsp. Suaveolens (L.) 
Lam. subsp. suaveolens (Ledeb.) H. Ohashi 草木樨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豆科 Millettia pinnata (L.) Panigrahi 水黃皮 喬木 原生 LC - - - - ● - 
豆科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灌木 歸化 NA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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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 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 山葛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豆科 Senna × floribunda (Cav.) Irwin & Barneby 大花黃槐 灌木 歸化 NA - - - - ● - 
豆科 Senna occidentalis (L.) Link 望江南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豆科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田菁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豆科 Trifolium repens L. 白花三葉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豆科 Vigna luteola (Jacq.) Benth. 長葉豇豆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豆科 Vigna marina (Burm.) Merr. 濱豇豆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豆科 Vigna reflexopilosa Hayata 曲毛豇豆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小二仙草科 Myriophyllum aquaticum (Vell.) Verdc. 粉綠狐尾藻 草本 歸化 NA ● ● - - - - 
小二仙草科 Myriophyllum spicatum L. 聚藻 草本 原生 LC - - - ● - - 
唇形科 Clinopodium gracile (Benth.) Kuntze 光風輪 草本 原生 LC ● - - - - - 
唇形科 Coleus × hybridus Hort. ex Cobeau 彩葉草 草本 栽培 － ● - - - - -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樟 喬木 原生 LC ● - - - ● - 
樟科 Cinnamomum insulari-montanum Hayata 山肉桂 喬木 特有 LC ● - - - - - 
樟科 Cinnamomum osmophloeum Kaneh. 土肉桂 喬木 特有 NT - - ● - - - 
馬錢科 Buddleja asiatica Lour. 揚波 灌木 原生 LC - ● - - - - 
千屈菜科 Ammannia auriculata Willd. 耳葉水莧菜 草本 原生 － - ● - - - - 
千屈菜科 Cuphea carthagenensis (Jacq.) J.F. Macbr. 克非亞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千屈菜科 Cuphea hyssopifolia Kunth 細葉雪茄花 灌木 栽培 － ● - - - - - 
錦葵科 Hibiscus mutabilis L. 木芙蓉 喬木 原生 DD - - - - - ●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灌木 栽培 － ● - - - ● - 
錦葵科 Hibiscus taiwanensis S.Y. Hu 山芙蓉 喬木 特有 LC - ● ● - - - 
錦葵科 Hibiscus tiliaceus L. 黃槿 喬木 原生 LC ● - ● - ● - 
錦葵科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賽葵 草本 歸化 NA - ● - - - ● 
錦葵科 Sida acuta Burm. f. 細葉金午時花 灌木 原生 LC - - - - - ● 
錦葵科 Sida rhombifolia L. 金午時花 灌木 原生 LC ● ● - - - ● 
錦葵科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灌木 原生 LC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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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牡丹科 Melastoma candidum D. Don 野牡丹 灌木 原生 LC ● - - - - - 
楝科 Aglaia odorata Lour. 樹蘭 喬木 栽培 － ● - - - - - 
楝科 Melia azedarach L. 楝 喬木 原生 LC ● ● ● - - ● 
桑科 Broussonetia kaempferi Siebold 楮樹 蔓性灌木 原生 VU ● - - - - -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 ● ● - ● ●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榕 喬木 原生 LC - - ● - ● - 
桑科 Ficus pumila L. 薜荔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桑科 Ficus septica Burm. f. 稜果榕 喬木 原生 LC ● - ● - - - 
桑科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喬木 原生 LC - - ● - - - 
桑科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桑科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灌木 原生 LC ● ● ● ● - ● 
楊梅科 Myrica rubra (Lour.) Siebold & Zucc. 楊梅 喬木 原生 LC ● - - - - - 
紫金牛科 Ardisia sieboldii Miq. 樹杞 喬木 原生 LC ● - - - - - 
紫金牛科 Ardisia squamulosa C. Presl 春不老 灌木 歸化 － ● - - - ● - 
桃金孃科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灌木 栽培 － ● - - - - - 

桃金孃科 
Syzygium samarangense (Blume) Merr. & 
L.M. Perry 蓮霧 喬木 栽培 － ● - - - - - 

睡蓮科 Nuphar japonica DC. 日本萍蓬草 草本 栽培 － ● - - - - - 
睡蓮科 Nymphaea mexicana Zucc. 黃睡蓮 草本 栽培 － ● - - - - - 
睡蓮科 Nymphaea nouchali Burm. f. 白花睡蓮 草本 栽培 DD ● - - - - - 
睡蓮科 Nymphaea tetragona Georgi 睡蓮 草本 栽培 DD ● - - - - - 
木犀科 Chionanthus retusus Lindl. & Paxton 流蘇樹 喬木 原生 EN ● - - - - - 
木犀科 Fraxinus griffithii C.B. Clarke 白雞油 喬木 原生 LC ● - - - - - 
柳葉菜科 Ludwigia × taiwanensis C.-I Peng 臺灣水龍 草本 特有 NA ● - - - ● - 
柳葉菜科 Ludwigia adscendens (L.) H. Hara 白花水龍 草本 原生 LC - - - - ● - 
柳葉菜科 Ludwigia decurrens Walter 翼莖水丁香 草本 歸化 － - - - ● - - 
柳葉菜科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細葉水丁香 草本 原生 LC ● - - - - - 

112 of 501



科名 學名 中名 生活型 原生/
外來 

稀有性(紅
皮書 2017) 

竹東
生態
公園 

河川
情勢
調查 

本計畫 
森林 流動水域(高灘草地、溼

草地、砂洲、人工水道) 
人類活動用地 
栽植 自生 

柳葉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H. Raven 水丁香 草本 原生 LC ● ● - ● - ● 
柳葉菜科 Oenothera laciniata Hill 裂葉月見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酢醬草科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酢醬草科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醬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 - -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suberosa L. 三角葉西番蓮 草質藤本 歸化 NA ● - ● - - - 
商陸科 Phytolacca americana L. 美洲商陸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胡椒科 Piper kadsura (Choisy) Ohwi 風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海桐科 Pittosporum pentandrum (Blanco) Merr. 臺灣海桐 喬木 原生 LC - - - - ● - 
蓼科 Polygonum barbatum L. 毛蓼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蓼科 Polygonum chinense L. 火炭母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蓼科 Polygonum glabrum Willd. 紅辣蓼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蓼科 Polygonum lanatum Roxb. 白苦柱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蓼科 Polygonum pulchrum Blume 絨毛蓼 草本 原生 VU - - - - ● - 

蓼科 
Rumex crispus L.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草本 歸化 LC - ● - ● - - 

馬齒莧科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草本 原生 LC ● - - - - - 
馬齒莧科 Talinum paniculatum (Jacq.) Gaertn. 土人參 草本 歸化 NA - - - - - ● 
毛茛科 Clematis grata Wall. 串鼻龍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毛茛科 Ranunculus sceleratus L. 石龍芮 草本 原生 LC ● - - - - - 
鼠李科 Berchemia lineata (L.) DC. 小葉黃鱔藤 灌木 原生 LC - - - - - ● 
紅樹科 Kandelia obovata Sheue, H.Y. Liu & J. Yong 水筆仔 小喬木 原生 NT - ● - ● - - 
芸香科 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 花椒 灌木 栽培 － - - - - ● - 
薔薇科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 山櫻花 喬木 原生 LC ● - - - ● - 
茜草科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龍吐珠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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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柳科 Salix babylonica L. 垂柳 喬木 栽培 － ● - - - - - 
楊柳科 Salix warburgii Seemen 水柳 喬木 特有 LC ● ● - ● ● ● 
無患子科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 喬木 栽培 NA ● - ● - ● - 
無患子科 Koelreuteria henryi D 臺灣欒樹 喬木 特有 LC - ● ● - ● - 
無患子科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無患子 喬木 原生 LC ● - - - - - 
山欖科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葉山欖 喬木 原生 LC ● - - - - - 
山欖科 Planchonella obovata (R. Br.) Pierre 山欖 喬木 原生 LC - - - - ● - 
玄參科 Lindernia crustacea (L.) F. Muell. 藍豬耳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玄參科 Mazus fauriei Bonati 佛氏通泉草 草本 特有 LC - ● - - - - 
玄參科 Mazus pumilus (Burm. f.) Steenis 通泉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玄參科 Scoparia dulcis L. 野甘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玄參科 Veronica hederifolia L. 睫毛婆婆納 草本 歸化 － - ● - - - - 
玄參科 Veronica undulata Wall. 水苦賈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茄科 Nicotiana plumbaginifolia Viv. 皺葉煙草 灌木 歸化 NA - - - - - ● 
茄科 Physalis angulata L. 燈籠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茄科 Solanum americanum Mill. 光果龍葵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茄科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灌木 歸化 NA - - ● - - - 
茄科 Solanum torvum Sw. 萬桃花 灌木 歸化 NA - - - - - ● 
密穗桔梗科 Sphenoclea zeylanica Gaertn. 尖瓣花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茶科 Camellia oleifera Abel 油茶 灌木 栽培 － ● - - - - - 
榆科 Celtis sinensis Pers. 朴樹 喬木 原生 LC ● - ● - - - 
榆科 Trema orientalis (L.) Blume 山黃麻 喬木 原生 LC ● ● ● - - - 
榆科 Ulmus parvifolia Jacq. 榔榆 喬木 原生 NT - - - - ● - 
蕁麻科 Boehmeria densiflora Hook. & Arn. 密花苧麻 灌木 原生 LC ● ● - ● - ● 

蕁麻科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青苧麻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蕁麻科 Debregeasia edulis (Siebold & Zucc.) Wedd. 水麻 灌木 原生 LC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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蕁麻科 Oreocnide pedunculata (Shirai) Masam. 長梗紫麻 喬木 原生 LC - - ● - - - 
蕁麻科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小葉冷水麻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蕁麻科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 R. Br. 霧水葛 草本 原生 LC - ● - ● - - 
馬鞭草科 Avicennia marina (Forssk.) Vierh. 海茄冬 小喬木 原生 LC - - - ● - - 
馬鞭草科 Duranta repens L. 金露花 灌木 歸化 － ● - - - ● - 
馬鞭草科 Lantana camara L. 馬纓丹 灌木 歸化 NA ● ● ● - ● - 
馬鞭草科 Phyla nodiflora (L.) Greene 鴨舌癀 草本 原生 LC ● - - - - - 
馬鞭草科 Stachytarpheta urticaefolia (Salisb.) Simx. 長穗木 灌木 歸化 － - - - - ● - 
馬鞭草科 Verbena incompta P.W. Michael 凌亂馬鞭草 草本 歸化 － - - - - - ● 
馬鞭草科 Vitex negundo L. 黃荊 喬木 原生 LC - - ● - ● - 
葡萄科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烏蘞莓 草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葡萄科 Tetrastigma formosanum (Hemsl.) Gagnep. 三葉崖爬藤 木質藤本 原生 LC - ● ● - - ● 
澤瀉科 Sagittaria montevidensis Cham. & Schltdl. 蒙特登慈姑 草本 栽培 － ● - - - - - 
澤瀉科 Sagittaria trifolia L. 野慈姑 草本 原生 LC ● - - - - - 
天南星科 Alocasia cucullata (Lour.) G. Don 臺灣姑婆芋 草本 原生 LC - ● - - - - 
天南星科 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 芋 草本 歸化 NA ● ● - - ● - 
天南星科 Colocasia tonoimo Nakai 紫芋 草本 栽培 NA - - - - ● - 
天南星科 Pistia stratiotes L. 大萍 草本 歸化 NA ● - - ● - - 
天南星科 Syngonium podophyllum Schott 合果芋 草本 栽培 － - - ● - - - 
棕櫚科 Roystonea regia (Kunth) O.F. Cook 大王椰子 喬木 栽培 － - - - - ● - 
花藺科 Hydrocleys nymphoides (Willd.) Buchenau 水金英 草本 栽培 － ● - - - - - 
美人蕉科 Canna indica L. 食用美人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鴨跖草科 Commelina communis L. 鴨跖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鴨跖草科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竹仔菜 草本 原生 LC ● ● - - - - 
鴨跖草科 Murdannia keisak (Hassk.) Hand.-Mazz. 水竹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Cyperus cyperoides (L.) Kuntze 磚子苗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Cyperus difformis L. 異花莎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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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草科 Cyperus distans L. f. 疏穗莎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Cyperus eragrostis Lam. 頭穗莎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莎草科 Cyperus exaltatus Retz. 無翅莎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Cyperus imbricatus Retz. 覆瓦狀莎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Cyperus involucratus Rottb. 輪傘莎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莎草科 Cyperus iria L. 碎米莎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Cyperus nutans Vahl 點頭莎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Cyperus odoratus L. 斷節莎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Eleocharis dulcis (Burm. f.) Trin. ex Hensch. 荸薺 草本 原生 NA ● - - - - - 
莎草科 Fimbristylis bisumbellata (Forssk.) Bubani 大畦畔飄拂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Fimbristylis dichotoma (L.) Vahl var. 
tikushiensis (Hayata) T. Koyama 竹子飄拂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Fimbristylis littoralis Gaudich. 水虱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Kyllinga polyphylla Willd. ex Kunth 小風車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莎草科 Pycreus polystachyos (Rottb.) P. Beauv. 多枝扁莎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Schoenoplectus mucronatus (L.) Palla subsp. 
robustus (Miq.) T. Koyama 水毛花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Schoenoplectus validus (Vahl) 莞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莎草科 Scirpus ternatanus Reinw. ex Miq. 大莞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薯蕷科 Dioscorea alata L. 大薯 木質藤本 栽培 LC - - - - - ● 
水虌科 Egeria densa Planch. 水蘊草 草本 歸化 － - ● - - - - 
鳶尾科 Iris japonica Thunb. 日本鳶尾 草本 栽培 － ● - - - - - 
浮萍科 Lemna aequinoctialis Welw. 青萍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百合科 Asparagus setaceus (Kunth) Jessop 文竹 草本 栽培 － - - ● - - - 
竹芋科 Thalia dealbata Fraser ex Roscoe 水竹芋 草本 栽培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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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芋科 Thalia geniculata L. 垂花水竹芋 草本 栽培 － - - - - ● - 
芭蕉科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喬木 栽培 － - ● - - ● - 
蘭科 Spiranthes sinensis (Pers.) Ames 綬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Apluda mutica L. 水蔗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Arundo donax L. 蘆竹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Bambusa dolichoclada Hayata 長枝竹 喬木 特有 LC ● - - - - - 
禾本科 Bambusa oldhamii Munro 綠竹 喬木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Bothriochloa glabra (Roxb.) A. Camus 岐穗臭根子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Bothriochloa intermedia (R. Br.) A. Camus 臭根子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Bothriochloa ischaemum (L.) Keng 白羊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巴拉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Brachiaria subquadripara (Trin.) Hitchc. 四生臂形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歸化 LC - ● - - - ● 
禾本科 Chloris gayana Kunth 羅滋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Cynodon nlemfuensis Vanderyst 長穎星草 草本 歸化 － - - - ● ● ● 
禾本科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Willd. 龍爪茅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Dichanthium annulatum (Forssk.) Stapf 雙花草 草本 原生 NA - ● - - - - 
禾本科 Digitaria ciliaris (Retz.) Koeler 升馬唐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Digitaria setigera Roth 短穎馬唐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芒稷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Eragrostis ciliaris (L.) R. Br. 毛畫眉草 草本 原生 NA - ● - - - - 
禾本科 Eragrostis ferruginea (Thunb.) P. Beauv. 知風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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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本科 
Eragrostis tenuifolia (A. Rich.) Hochst. ex 
Steud. 薄葉畫眉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Eremochloa ophiuroides (Munro) Hack. 假儉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Imperata cylindrica (L.) P. Beauv. var. major 
(Nees) C.E.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Leersia hexandra Sw. 李氏禾 草本 歸化 LC ● - - - - ● 
禾本科 Leptochloa chinensis (L.) Nees 千金子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 
Schum. & Lauterb.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son fo. glaber 
Nakai 白背芒 草本 原生 － - ● ● ● - ● 

禾本科 Oplismenus hirtellus (L.) P. Beauv. 求米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Oryza sativa L. 稻 草本 栽培 NA - - - - ● -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Panicum paludosum Roxb. 水生黍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Panicum repens L. 舖地黍 草本 歸化 LC - ● - - - - 
禾本科 Paspalum conjugatum P.J. Bergius 兩耳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Paspalum dilatatum Poir. 毛花雀稗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Paspalum distichum L. 雙穗雀稗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Paspalum notatum Fl 百喜草 草本 歸化 － - ● - - - - 
禾本科 Paspalum orbiculare G. Forst. 圓果雀稗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Paspalum urviller Steud. 吳氏雀稗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蘆葦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Phragmites vallatoria Veldkamp 開卡蘆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Poa annua L. 早熟禾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Polypogon fugax Nees ex Steud. 棒頭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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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本科 Saccharum officinarum L. 秀貴甘蔗 草本 栽培 NA - ● - - - - 
禾本科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Setaria geniculata P. Beauv. 莠狗尾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Setaria glauca (L.) P. Beauv. 金色狗尾草 草本 原生 DD - ● - - - - 
禾本科 Setaria verticillata (L.) P. Beauv. 倒刺狗尾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Sinobambusa tootsik (Makino) Makino 唐竹 喬木 栽培 NA - - - - ● - 
禾本科 Sorghum halepense (L.) Pers. 詹森草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禾本科 Spartina alterniflora Loisel. 互花米草 草本 歸化 － - - - ● - - 

禾本科 
Sporobolus indicus (L.) R. Br. var. major 
(Buse) Baaijens 鼠尾粟 草本 原生 LC ● ● - - - - 

禾本科 Sporobolus virginicus (L.) Kunth 鹽地鼠尾粟 草本 原生 NA - ● - ● - - 
禾本科 Zea mays L. 玉蜀黍 草本 栽培 NA - ● - - - - 
禾本科 Zizania latifolia (Griseb.) Turcz. ex Stapf 茭白筍 草本 栽培 NA ● ● - - ● - 
雨久花科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布袋蓮 草本 歸化 NA ● - - - ● - 
眼子菜科 Potamogeton crispus L. 馬藻 草本 原生 LC ● - - - - - 
旅人蕉科 Strelitzia reginae Aiton 天堂鳥 草本 栽培 － ● - - - - - 
香蒲科 Typha orientalis C. Presl 香蒲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薑科 
Alpinia zerumbet (Pers.) B.L. Burtt & R.M. 
Sm. 月桃 草本 原生 LC ● ● ● - - - 

薑科 Hedychium coronarium J. Koenig 野薑花 草本 歸化 NA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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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魚類調查成果名錄 

科別 中文名 學名 棲地 屬性 

流動水域 靜態水域 

文獻

紀錄 

感潮帶 非感潮帶 溪埔子人工濕地 柯子湖人工濕地 
千甲里

生態池 
何姓溪

排水 

機場外圍排

水上游 

機場外圍排

水下游 

頭前溪

主流 

柯子湖

排水 

溪埔子

排水 

千甲里生

態水道 

頭前溪

主流 
1 池 3 池 2 池 4 池 

鰻鱺科 花鰻鱺 Anguilla marmorata 降海洄游               ● 
甲鯰科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純淡水 外來種 

    
VM VM 

  
5 2 V   ● 

花鱂科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純淡水 外來種 
 

51     
21 

     
VM ●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純淡水 外來種 
             ● 

鯉科 臺灣石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純淡水  
    

1 
  

4 
     ● 

鯉科 臺灣鬚鱲 Candidia barbata 純淡水  
    

3 
        ● 

鯉科 圓吻鯝 Distoechodon tumirostris 純淡水 NVU 
     

1  1 
     ● 

鯉科 䱗 Hemiculter leucisculus 純淡水       
V 

 
V 

  
1 

   
鯉科 鯽 Carassius auratus 純淡水               ● 
鯉科 短吻小鰾鮈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純淡水 NNT 

       
V 

     ● 
鯉科 長鰭馬口鱲 Opsariichthys evolans 純淡水         

V 
     ● 

鯉科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純淡水  
    

10 
  

4 
     ● 

鯉科 臺灣石鮒 Paratanakia himantegus 純淡水         
V 

     ● 
鯉科 唇䱻 Hemibarbus labeo 純淡水               ● 
鯉科 何氏棘鲃 Spinibarbus hollandi 純淡水 外來種 

       
INTV 

     ● 

麗魚科 
血鸚鵡 

Cichlasoma citrinellum ╳ C. 

synspilum 純淡水 外來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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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中文名 學名 棲地 屬性 

流動水域 靜態水域 

文獻

紀錄 

感潮帶 非感潮帶 溪埔子人工濕地 柯子湖人工濕地 
千甲里

生態池 
何姓溪

排水 

機場外圍排

水上游 

機場外圍排

水下游 

頭前溪

主流 

柯子湖

排水 

溪埔子

排水 

千甲里生

態水道 

頭前溪

主流 
1 池 3 池 2 池 4 池 

麗魚科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純淡水 外來種 
 

42   VM VM  VM 3 7 6 5 VM ● 
鰍科 中華鰍 Cobitis sinensis 純淡水  

       V      ● 
鰕虎科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純淡水  

    2   2       
鰕虎科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similis  純淡水  

             ● 
鰕虎科 金黃叉舌鰕虎 Glossogobius aureus 河口廣鹽  

             ● 
鰕虎科 叉舌鰕虎 Glossogobius giuris 河口廣鹽  

  1            
鰕虎科 日本瓢鰭鰕虎 Sicyopterus japonicus  兩側迴游  

             ● 
鱧科 線鱧 Channa striata 純淡水 外來種  V           V ● 
塘鱧科 花錐脊塘鱧 Butis koilomatodon 河口廣鹽               ● 
塘鱧科 褐塘鱧 Eleotris fusca 河口廣鹽               ● 
塘鱧科 黑體塘鱧 Eleotris melanosoma  河口廣鹽               ● 
雙邊魚科 小眼雙邊魚 Ambassis miops  河口廣鹽               ● 
石鱸科 星雞魚 Pomadasys kaakan 河口廣鹽  3  9 INTV          ● 
海鯰科 斑海鯰 Arius maculatus 河口廣鹽  1   INTV          ● 
狼鱸科 日本真鱸 Lateolabrax japonicus 河口廣鹽     INTV           
鯔科 黄鯔 Ellochelon vaigiensis 河口廣鹽  V   V           
鯔科 鯔 Mugil cephalus 河口廣鹽  3   INTV           
鯔科 大鱗龜鮻 Chelon macrolepis 河口廣鹽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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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中文名 學名 棲地 屬性 

流動水域 靜態水域 

文獻

紀錄 

感潮帶 非感潮帶 溪埔子人工濕地 柯子湖人工濕地 
千甲里

生態池 
何姓溪

排水 

機場外圍排

水上游 

機場外圍排

水下游 

頭前溪

主流 

柯子湖

排水 

溪埔子

排水 

千甲里生

態水道 

頭前溪

主流 
1 池 3 池 2 池 4 池 

鯔科 綠背龜鮻 Chelon subviridis 河口廣鹽  2             ● 
鯔科 長鰭莫鯔 Moolgarda cunnesius  河口廣鹽  

             ● 
鯛科 黑鯛 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河口廣鹽     INTV          ● 
鯻科 花身鯻 Terapon jarbua 河口廣鹽  VM   VM          ● 
鯻科 四帶牙鯻 Pelates quadrilineatus 河口廣鹽               ● 
鯻科 花身鯻 Terapon jarbua 河口廣鹽                
鰏科 頸斑項鰏 Nuchequula nuchalis  河口廣鹽               ● 
鰏科 短棘鰏 Leiognathus equulus 河口廣鹽  2  2            
鰕虎科 彈塗魚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河口廣鹽  VM  VM VM          ● 
鑽嘴魚科 緣邊鑽嘴魚 Gerres limbatus 河口廣鹽  5  10           ● 

總計 17 93 24 0 16 1 21 11 9 9 7 5 0  
科數 6 3 5 7 3 3 1 3 2 2 3 1 3 18 

物種數 10 3 4 8 6 4 1 10 3 2 3 1 3 35 

物種數(不含目視訪談) 7 2 5 0 4 1 1 4 3 2 2 1 0  
多樣性指數 (H') 1.81 0.69 1.28 0.00 1.04 0.00 0.00 1.26 0.94 0.53 0.41 0.00 0.00  
均勻度指數 (J') 0.93 0.99 0.79 - 0.75 - - 0.91 0.85 0.76 0.59 - -  

註 1:屬性欄位 NVU、NNT 分別代表 2017 台灣淡水魚類紅皮書名錄國家易危及國家接近受脅物種； 
註 2:V 表示目視紀錄；VM 表示目視可見龐大數量；INTV 表示訪談釣客或居民成果  
文獻紀錄: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規劃(2/2)、新竹市東區前溪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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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計畫範圍淡水及河口蝦蟹調查成果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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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淡水及河口(含感潮帶)蝦蟹調查成果名錄 

科別 中文名 學名 棲地 屬性 

流動水域 靜態水域 

文獻

紀錄 

感潮帶 非感潮帶 溪埔子人工濕地 柯子湖人工濕地 

千甲里

生態池 
何姓溪

排水 

機場外圍

排水上游 

機場外圍

排水下游 

頭前溪

主流 

柯子湖

排水 

溪埔子

排水 

千甲里

生態水

道 

頭前溪

主流 
1池 3 池 2 池 4 池 

蝲蛄科  克氏原蝲蛄 Procambarus clarkii 純淡水 外來種             14              
弓蟹科 字紋弓蟹 Varuna litterata 降海洄游     3                       ● 
弓蟹科 日本絨螯蟹 Eriocheir japonicus 降海洄游                 V           ● 
梭子蟹科 欖綠青蟳 Scylla olivacea 河口廣鹽       1                      
梭子蟹科 鋸緣青蟳 Scylla serrata 河口廣鹽   1                           
長臂蝦科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純淡水                       1 1   ● 
長臂蝦科 大和沼蝦 Macrobrachium japonicum 兩側迴游                 2           ● 
長臂蝦科 南海沼蝦 Macrobrachium australe 兩側迴游                             ● 
長臂蝦科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 asperulum 純淡水                             ● 
匙指蝦科 假鋸齒米蝦 Caridina pseudodenticulata 純淡水               6             ● 
匙指蝦科 鋸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純淡水                             ● 
對蝦科 刀額新對蝦 Metapenaeus ensis 河口廣鹽   2                          
對蝦科 斑節對蝦 Penaeus monodon 河口廣鹽   1   1                      

總計 4 3 2 0 0 0 20 2 0 0 1 1 0  
 科數 2 1 2 0 0 0 2 1 0 0 1 1 0 3 
物種數 3 1 2 0 0 0 2 1 0 0 1 1 0 8 

 多樣性指數 (H') 1.04 0.00 0.69 0.00 0.00 0.00 0.3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均勻度指數 (J') 0.75 0.00 1.00       0.12              

註 1:V 表示目視紀錄；VM 表示目視可見龐大數量；INTV 表示訪談釣客或居民成果  
文獻紀錄: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環境營造規劃(2/2)、新竹市東區前溪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2/2)

125 of 501



 

 

 

 

 

 

 

 

 

 

 

 

 
附錄十三、計畫範圍灘地蟹類調查成果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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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灘地蟹類調查成果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樣區 1 樣區 2 

豆腐

岩 本計劃 文獻 1 文獻 2 
泥灘地 沙灘地 礫灘地 溪溝 

水域 泥灘地 沙灘地 礫灘地 溪溝 
水域 

沙蟹科 

角眼沙蟹 Ocypode ceratophthalmus            V 
中華沙蟹 Ocypode sinensis  +        V   
斯氏沙蟹 Ocypode stimpsoni  +        V  V 
長趾股窗蟹 Scopimera longidactyla   ++   ++     V  V 
雙扇股窗蟹 Scopimera bitympana            V 
中型股窗蟹 Scopimera intermedia  ++         V   
乳白南方招潮 Austruca lactea ++++    ++++     V V V 
北方丑招潮蟹 Gelasimus borealis +    ++     V  V 
弧邊管招潮蟹 Tubuca arcuata +++    +++     V  V 
粗腿擬瘦招潮 Paraleptuca crassipes     +     V   
麗彩擬瘦招潮 Paraleptuca splendida     ++     V   
淡水泥蟹 Ilyoplax tansuiensis +++         V   
角眼切腹蟹 Tmethypocoelis ceratophora     ++++     V   
萬歲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banzai ++++    ++++     V  V 

和尚蟹科 短指和尚蟹 Mictyris brevidactylus  ++    ++    V  V 

方蟹科 
平背蜞 Gaetice depressus   ++       V  V 
方形大額蟹 Metopograpsus thukuhar   +     +  V  V 
秀麗長方蟹 Metaplax elegans +++    +++     V  V 

相手蟹科 
無齒螳臂蟹 Chiromantes dehaani     ++     V   
雙齒近相手蟹 Parasesarma bidens ++    ++     V   
斑點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ictum   ++    +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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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樣區 1 樣區 2 

豆腐

岩 本計劃 文獻 1 文獻 2 
泥灘地 沙灘地 礫灘地 溪溝 

水域 泥灘地 沙灘地 礫灘地 溪溝 
水域 

弓蟹科 

日本絨螯蟹 Eriocheir japonicus         + V V V 
隆背張口蟹 Chasmagnathus convexus     +     V V  
台灣厚蟹 Helice formosensis +++    ++     V  V 
德氏仿厚蟹 Helicana doerjesi +    +  +   V   
似方假厚蟹 Pseudohelice subquadrata ++    ++     V   
字紋弓蟹 Varuna litterata    +      V V V 
絨毛近方蟹 Hemigrapsus penicillatus   ++    ++   V  V 

梭子蟹科 
欖綠青蟳 Scylla olivacea        +  V   
鋸緣青蟳 Scylla serrata        +  V V  

科數 4 2 4 1 4 1 2 1 1 6 4 5 
物種數 11 4 4 1 15 1 3 2 1 28 6 16 

蟹類數量表示：+：1-10隻；++：11-100隻；+++：101-1000隻；++++：>1001隻 
文獻 1：「頭前溪河川情勢調查(2/2)」取頭前溪各樣站之資料，未取上坪溪與油羅溪之資料 
文獻 2：「頭前溪主流河川情勢補充調查及河川營造規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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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軟硬體設施現勘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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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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與環境勘查記錄表 

 

 

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柯子湖溪與頭前溪匯流口的人工濕地圍堰 
流水

號 

01 

勘查時間 2020.07.21 

2020.09.15 

里行

政區 

千甲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06188, 121.018513 

取水工結構點位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外的河川用地上 

2. 位於經國大橋往上游的高灘地 

3. 周邊為新竹市水環境「頭前溪左

岸高鐵橋（隆恩堰）下游河段水

環境改善工程」的範圍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柯子湖溪排水為中央管排水，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柯子湖人工濕地公園，權責單位為新竹市環保局 

3. 柯子湖溪排水上游的麻園幹線，權責單位為新竹縣政府 

勘查紀錄 1. 柯子湖溪排水主要收集麻園幹線等新竹縣、市排水後，匯入頭前溪內(01、05)。現勘圍

堰（點位24.8062333,121.0184889，輸入部分流量進入柯子湖人工濕地淨化）估計高差

2米(02)，為一混凝土預鑄塊排列成之構造物，取水工下方亦散布破碎預鑄塊。取水工

下方預鑄塊周邊易攔阻垃圾或枯枝(02)。 

2. 在取水工以上渠道內，柯子湖溪排水以細粒底質為主，渠道兩側堤防為漿砌石結構，近

柯子湖人工濕地引水口處有RC結構與水門(05)。引水溝為乾砌石結構。 

生態情報

概述 

1. 2005年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柯子湖溪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並未於柯

子湖溪匯流至頭前溪的渠段設置調查樣站，最靠近匯流口的員新橋樣站紀錄有羅漢魚、

粗首鱲等原生物種。 

2.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螢火蟲調查，於周邊有台灣窗螢分佈，但周邊光害嚴重（包括：經國

大橋、68快速道路高燈、對岸竹北河濱高樓裝飾燈），螢火蟲活動狀況較差。 

3. 依據本計畫執行之植物調查，柯子湖溪取水工上游排水內有聚藻分佈。 

4.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水域生物調查，於柯子湖溪取水工下方發現臺灣石賓、明潭吻鰕虎、

臺灣鬚鱲、粗首馬口鱲等原生物種，另也紀錄雜交吳郭魚、豹紋翼甲鯰兩種外來入侵魚

類。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取水工落差高，不利水域生物洄游。 

2. 柯子湖溪於周遭的護岸坡度較陡，不利跌落渠底的動物上岸，亦不利於野生動物上岸利

用高灘地棲地。 

3. 取水工下的溪溝於枯水期伏流，形成不連續潭區(04)，又周邊植被覆蓋度低，陽光曝曬

潭水降低溶氧。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待確認關注物種]建議改善取水工周邊渠道堤防入水面的坡度至30度以下，並改善堤防

表面處理方式，以利野生動物上岸利用高灘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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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

為水流方

向 

  

01.取水工頂端往下游有少量濱溪植被，溪

溝底質有卵礫石混合細粒料，包埋度中等(2

020.07.21) 

02.取水工落差約2米，枯水期取水工頂端無

常流水(2020.07.21) 

  

03.豐水期取水工頂端有常流水 04.枯水期取水工下易形成不連續潭區，無活

水易優養化(2020.07.21) 

 

05. 柯子湖溪取水工周邊渠道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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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名

稱或概述 左岸經國大橋下落墩位置周邊灘地 
流水

號 

02 

勘查時間 2020.09.15 里行

政區 

千甲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065389,121.0181972 

高灘地下切河床點位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外的河川用地上 

2. 位於經國大橋正下方的頭前溪深

槽區與灘地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柯子湖溪排水為中央管排水，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勘查紀錄 1. 此地為柯子湖溪與頭前溪的匯流處(01)，可由經國大橋正下方與柯子湖溪引水溝交會

點，往北由高灘地下切至深槽區。高灘地與深槽區落差約3米，可見明顯堆積層裸露(0

2)，往下游可見高灘地邊緣象草叢中露出小部分舊石籠護岸(03)。 

2. 本區河川棲地類型以淺瀨為主(05)，至接近頭前溪流心位置水深才逐步加深。灘地各種

粒徑底質皆具，包埋度中等，除經國大橋遮蔭影響外，濱溪植被覆蓋度高。 

生態情報

概述 

1.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螢火蟲調查，於周邊有台灣窗螢分佈，但周邊光害嚴重（包括：經國

大橋、68快速道路高燈、對岸竹北河濱高樓裝飾燈），螢火蟲活動狀況較差。 

2. 本計畫未執行主流水域的生物調查。然於柯子湖溪取水工正下方的調查，紀錄臺灣石

賓、明潭吻鰕虎、臺灣鬚鱲、粗首馬口鱲等原生物種，另也紀錄雜交吳郭魚、豹紋翼甲

鯰兩種外來入侵魚類。 

3. 除經國大橋遮蔭影響外，濱溪植被覆蓋度高，然屬外來植物優勢之草地環境，有部分先

驅樹種生長。2020.09.15勘查紀錄水蕨、白茅、甜根子草等本計畫關注之原生植物。頭

前溪河心位置有較大規模的甜根子草地(06)。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域為頭前溪水陸交接帶，自然度較高，雖現場未紀錄排遺或野生動物活動痕跡，然

推測可能為野生動物重要廊道環境。此外，除柯子湖濕地臨溪側之石籠外，本區域亦為

頭前溪中下游地區較少見人工構造物分佈的溪流環境，具有環境教育與自然觀察的價

值。 

2. 本點位為柯子湖溪未處理之水體匯流處，排水內廢水狀況直接影響頭前溪水質，亦對深

槽區周邊的灘地環境有所影響。 

3. 高灘地邊緣臨水處自然度高，裸露堆積層上可見小型無脊椎動物使用過的巢穴(04)，顯

示有生物利用此類棲地。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監測經國橋下方高灘地裸露堆積層的植生演替狀況，因這片裸露地層離低水流路較遠，

若無致災之治理急迫性，建議可適度利用自然萌發之先驅樹種作為水土保持方案。 

2. 以非永久類型的工法或施作方案整理下切路徑，未來可發展現地自然觀察河川生態、底

棲無脊椎動物、頭前溪景觀之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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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柯子湖溪排水匯入頭前溪 02.經國大橋下高灘地臨溪側裸露堆積層  

  

03.紫色範圍可見頭前溪左岸舊石籠護岸 04.未知無脊椎動物使用巢穴 

 

05.灘地棲地分佈狀況以淺瀨為主 

133 of 501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結構物與環境勘查記錄表 

 

 

06.河川棲地分佈狀況，頭前溪流心可見較大面積甜根子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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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頭前溪經國大橋下游柔性固床工 
流水

號 

03 

勘查時間 2020.07.22 里行

政區 

千甲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08075, 121.01712 

固床工本體位置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外的頭前溪深槽區 

2. 位於經國大橋下游、柯子湖人工

溼地東北側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勘查紀錄 1. 由本計畫拍攝之正射影像觀察(01)，經國大橋下游固床工橫跨頭前溪(02)，於河道中線

以覆有象草植被之沙洲作為分界，靠左岸為四排混凝土塊構成，靠右岸則為八排混凝土

塊構成，靠左岸側明顯有較多瀨區。河道中線之沙洲主要植被為象草，零星生長銀合

歡，為以外來種為主的草地植被型態。 

2. 由本固床工作為分界，下游深槽區明顯束縮到河道中央，左右岸均有大規模灘地，然右

岸灘地高程目測較左岸為高。觀察歷史衛星影像可發現2013年後，左岸植被演替狀況明

顯慢於右岸，現況左岸為大面積甜根子草地(03)，右岸可見大面積銀合歡林(04)。 

3. 本固床工上下游落差較低，目測坡降較小，亦未於固床工下游端看到明顯掏刷跡象，另

於枯水期仍可於混凝土塊間見到常流水。 

生態情報

概述 

1. 本計劃未進行主流路之生物調查，然於現場觀察，記錄日本絨螯蟹的死亡個體(05)。另

主流水體內零星可見水生植物聚藻分布。 

2.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螢火蟲調查，柯子湖溼地周邊僅有陸生之臺灣窗螢分布，然受限於竹

北濱溪高樓裝飾燈光害，螢火蟲活動狀況不佳。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域為頭前溪水陸交接帶，各灘地、沙洲均有自然植被分布，雖現場未紀錄排遺

或野生動物活動痕跡，然推測可能為野生動物重要廊道環境。 

2. 雖本固床工較難從柯子湖人工溼地下切進入，然因本區固床工上下游落差較低，於

枯水期仍可於混凝土塊間見到常流水(05)，對於魚類的縱向移動阻礙較小。具有環

境教育、水利工程教育與自然觀察的價值。 

3. 下游中山高下固床工的上游潭區，本計畫人員有觀察到高體鰟鲏等原生魚類物種，

推測這類較喜好濱溪植被豐富環境之原生魚類，也可能分布於本固床工上游流速較

緩、沙洲濱溪植被豐富之相似棲地(06)。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固床工下游端無明顯掏刷跡象，若無致災之治理急迫性，建議短期內勿擾動現地狀

況，以提供野生動物遷徙廊道或利用棲地。 

2. 以非永久類型的工法或施作方案整理下切路徑，未來可發展現地自然觀察河川生

態、底棲無脊椎動物、日本絨螯蟹洄游、頭前溪景觀、水利構造物之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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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正射影像示意 02.固床工現地狀況  

  

03.左岸甜根子草地 04.右岸灘地上以銀合歡林為主 

  

05.混凝土塊間低水流路 06.固床工上游流路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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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中山高速公路橋下高灘地 
流水

號 

04 

勘查時間 2020.07.15 

2020.09.15 

里行

政區 

千甲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117867,121.0112717 

近堤防側自行車到與中山高速公路交會點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內的頭前溪高灘地 

2. 位於中山高速公路正下方，堤防

外側至頭前溪深槽區間的區域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高灘地自行車道，權責單位為新竹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 中山高速公路與高速公路下用地，權責單位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勘查紀錄 1. 本區域為高速公路下遮蔭地區，為經常有人為干擾的草生地環境(01、02、03)。於靠近

頭前溪堤防側的自行車道兩側，有紐澤西護欄隔開自行車道與草生地環境(01、02)；靠

近頭前溪側的自行車道則未放置紐澤西護欄(04)。 

2. 鄰近自行車道之空地似因經常有車輛活動，將土壤壓實，有小部分無植被空間(03)。 

3. 因本處中山高速公路於頭前溪深槽區有落墩，橋墩周邊有堆置保護用的三角鼎塊橫亙頭

前溪主流(05)。三角鼎塊近河心處，現勘時均有釣客活動。 

生態情報

概述 

1. 生態調查於本區域未記錄關注物種。 

2. 中山高速公路下沙地環境有蟻獅（脈翅目蟻蛉科物種幼蟲）巢穴分布。 

3. 本計畫正射影像可看出中山高下近流路邊緣有一小水路，其中較少分布三角鼎塊等人溝

構造物，未來或可開發為自然觀察節點(06)。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近堤防側自行車道邊紐澤西護欄排列緊密，恐不利中小型哺乳動物活動。 

2. 草生地植被以外來物種為主，且部分土壤密實無植被覆蓋，為干擾相對大的劣化環境。 

3. 中山高速公路跨頭前溪處三角鼎塊密集，對於洄游魚類上溯較為不利。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近頭前溪側自行車道兩側，建議未來清除紐澤西護欄，避免阻礙中小型哺乳動物活動。 

2. 中山高速公路橋下遮蔭較佳，為自然觀察（蟻蛉與其他物種）與環境教育活動間休息的

理想環境。 

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近堤防側自行車道往頭前溪方向棲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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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近堤防側自行車道往堤防方向棲地狀況 

  

03.干擾頻繁之草生地環境 04.近頭前溪自行車道無紐澤西護欄 

 
 

05.保護中山高橋墩的三角鼎塊分布 06.中山高下水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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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中山高速公路下游柔性固床工 
流水

號 

05 

勘查時間 2020.06.22 

2020.09.15 

里行

政區 

水源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129767,121.0105783 

固床工本體與左岸銜接位置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外的頭前溪深槽區 

2. 位於中山高速公路、自來水公司

跨河管線下游，橫亙左右岸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勘查紀錄 1. 本固床工為新竹市臨頭前溪側最大且由高灘地下切最易之一座(01)，由左岸運動公園高

點有良好的展望，可遠眺河中沙洲、右岸高灘地以及下游河道(02)。主要結構由四排混

凝土塊構成，下游有多排三角鼎塊堆疊(07)，推測為柔性固床工基腳掏空後用於保護的

構造物，河心三角鼎塊於2013年一度被沖走，於2016-2017年間重新堆置補全。固床工

上游有一經常沒於水下之RC平台。 

2. 本固床工也是基地範圍周邊水域最大的縱向落差阻隔物，由左岸目測上下游河床高差約

達3米，三角鼎塊下游處有部分緩流區(08)。混凝土塊與三角鼎塊沿著河流坡降下降，

各排構造物頂端約有30-50公分的高程差。固床工頂端於豐水期亦不常見常流水。然因

各排混凝土塊結構緊密，於枯水期，上層混凝土塊間隙水流會在下層混凝土塊頂端漫

流，造成混凝土塊頂端有青苔生長而不易行走(05)。 

3. 由本固床工作為分界，上游至中山高橋墩間明顯可見因橋墩分流後形成的穩固堆積沙洲

(03、04)，現已逐步有先驅樹種成小面積森林，或形成象草地，為良好濱溪植被帶；下

游三角鼎塊下方約200公尺流路於歷史衛星影像中呈現小型辮狀變遷，2017年後流路狀

況較為穩定。本河段左右岸均有大規模灘地，然右岸灘地高程目測較左岸為高，右岸可

見大面積銀合歡林(10)。 

生態情報

概述 

1. 本計劃未進行主流路之生物調查，然於現場觀察中記錄日本絨螯蟹個體，此外亦於固床

工上方緩流區記錄高體鰟鲏、台灣鮰、於固床工下方潭區目視記錄粗首鱲與中華花鰍等

原生物種，另記錄非頭前溪流域原生物種圓吻鯝。另主流水體內零星可見水生植物聚藻

分布。 

2. 依本計畫植物生態調查，左岸灘地以河畔先驅樹林、甜根子草優勢草地為主(06)。於固

床工往上遊左岸側則以象草、長穎星草等外來物種為主。於運動公園旁平台下切固床工

的路徑邊緣，為本計畫調查之其中一塊台灣大豆棲地(11)。 

3. 本計畫螢火蟲調查於運動公園接近固床工處劃設調查樣線，雖有記錄到台灣窗螢活動，

但數量稀少。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域為頭前溪水陸交接帶，各灘地、沙洲均有自然植被分布，雖現場未紀錄排遺或野

生動物活動痕跡，然推測可能為野生動物重要廊道環境。 

2. 雖本區固床工的下切路徑明確易行，然因固床工上下端落差較高，混凝土塊間空隙較

大，又下游三角鼎塊崎嶇不平，對於一般遊客而言較不安全，也易卡住漂流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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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固床工對於魚類的縱向移動阻礙較大，惟具有高度攀爬或洄游能力的水域物種可向上

移動。 

4. 右岸大樓裝飾燈、中山高高燈對於此地螢火蟲的干擾較強。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固床工左岸之綠地範圍狹窄，建議盡可能減少擾動，使濱溪綠帶自然發展，以提供野生

動物遷徙廊道或利用棲地。 

2. 與周邊權責單位推動螢火蟲友善之長期規劃方案，降低現地光害，並營造更多長草區等

複層棲地。 

3. 以非永久類型的工法或施作方案整理下切路徑，並搭配解說員妥善安全引導，未來可發

展現地自然觀察河川生態、原生魚類種、日本絨螯蟹洄游、頭前溪景觀、水利構造物之

動線。 

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由左岸遠眺固床工狀況 

 

02.由固床工近左岸端遠眺下游與右岸 

 

03.固床工近左岸上游處棲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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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固床工近河中線上游處RC結構與棲地狀況 

 

05.枯水期固床工上方水流狀況 

 

06.固床工左岸棲地狀況 

 

07.固床工下游三角鼎塊與灘地棲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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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固床工下游緩流區與甜根子草地 09.三角鼎塊容易卡住垃圾 

  

10.右岸高灘地有大量銀合歡分布 11.左岸運動公園往固床工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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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運動公園與68快速公路接鄰處草生地 
流水

號 

06 

勘查時間 2020.07.22 里行

政區 

水源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142217,121.0056217 

68快速公路下台灣大豆草生地點位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內的頭前溪高灘地運動

公園周邊區域 

2. 左岸水源入口東側停車場以東至

自行車道分岔處為止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堤防之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68快速公路，權責單位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3. 左岸高灘地運動公園/野餐草原區域，權責單位為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勘查紀錄 1. 本環境勘查描述範圍，請見計畫拍攝之正射影像(01)，本區域為人車活動頻繁之環境，

北側野餐草原過去曾為越野車場，後於水環境改善計畫中將其設定為自由演替之草生環

境。此外，勘查範圍近68號快速公路高架橋，其下環境目前為停車場(近水源里生態

池)，閒置堆積工程資材之空間等(02)。 

2. 勘查範圍內包括自行車道、自行車道南側草生地、人工設施(04)與先驅樹林(03)、自行

車道北側約20米內之排水溝與草生地環境(09、10、11)。自行車道為柏油硬鋪面，旁有

水泥路肩與車道面齊平，部分水泥路肩外側為土溝，有約10公分的落差，對於自行車騎

士較為不利(05)。 

3. 勘查範圍北側之排水溝為兩面光設計，對於跌落水溝內動物並不友善。排水溝往西北方

坡降，於停車場附近經過涵管流往野餐草原後為斜坡式的土溝，這一處的土溝對於野生

動物與利用小型靜水域的昆蟲較為友善。 

生態情報

概述 

1.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螢火蟲調查，運動公園周邊均有陸生之臺灣窗螢分布，然受限於竹北

濱溪高樓裝飾燈等光害，螢火蟲活動於本勘查範圍內的狀況不佳。 

2. 本區域之草生環境雖以外來種為主，也因為近自行車與人為活動區域而刈草頻繁，卻是

本計畫植物調查中唯二發現台灣大豆分布的區域(06、07、08)。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域屬於左岸水環境規劃中八段5分區的「緩衝區」(近中山高處)與「人為活動區」

(近頭前溪橋處)，於規劃中屬於人為干擾較強、容納周邊居民活動的區域。加上位於左

岸水源出入口旁，包括車輛往來的人為活動頻繁，對於周邊生物活動棲息的影響較大。

包括燈光(對台灣窗螢)、刈草(對台灣大豆)，對不同物種有負面影響。 

2. 勘查區域北側兩面光排水溝兩側為垂直水泥壁，對於跌落水溝內動物並不友善。然該排

水溝下游至野餐草原開始為土溝，有喜濕草本植物分布，在土溝內有水的期間可創造喜

好此類環境生物(利用靜水域的水棲昆蟲、喜濕植物、蝦蟹螺貝類)的微棲地。 

3. 本區域部分新設告示牌內容較有疑義，包括「灌木地被」標題下無灌木植物，以及納入

規化種天藍苜蓿與光萼野百合/南美豬屎豆等(12)。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在維護自行車用路與遊客安全之前提下，建議自行車道兩側刈草維管措施應調整區分為

短、長草區。靠近車道1米內刈草保留15公分高度，提供小型動物與昆蟲棲息空間。1米

以外不刈草，提供台灣大豆喜好的棲地可攀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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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區域為環境教育區與新生荒野區間的主要動線，故可合理推想部分環境教育導覽會，

其告示牌內容應可再檢視強化，增加現地特色原生植物，及其可提供之景觀、文化等生

態系服務之說明。 

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正射影像示意，亮紫色虛線為描述範圍 

 

02.近68道路側草生地與不明動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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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近68側偶見水柳等喬木 04.現地刈草過度 

  

05.自行車不友善設計 06.台灣大豆現況 

  

07.台灣大豆現況 08.台灣大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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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兩面光排水溝與草原土溝間水道 10.不友善兩面光排水溝 

  

11.草地土溝有環境營造與自然觀察潛力 12.現地告示牌內容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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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運動公園棒壘球場至鐵路橋間周邊空間 
流水

號 

07 

勘查時間 2020.09.15 里行

政區 

水源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184639,121.0017583 

主棒球場、壘球場中間草地位置 

位置

描述 

1. 野餐草原(水源草原)、水源停車

場、運動場地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高灘地，權責單位為新竹市環保局 

2. 鐵路橋，權責單位為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3.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勘查紀錄 1. 本區域為左岸水環境規劃之主要「人為活動區」，現地環境規劃以遊憩運動為主。現地

有壘球、棒球、槌球等多種球場與休息區，刈草等維管措施頻繁。運動區南北側均有自

行車道，又為周邊自行車與汽機車少數共線區域，人為活動強度高(01)。 

2. 棒、壘球場間草地，因為經常有人為遊憩活動與維管措施，草地植物低矮且植物相較單

調，然景觀較開闊，為頭前溪高灘地之現有特色空間(02-05、07)，北端接鄰自行車

道，以及自行車道臨溪側處有較多樣的植被狀況(06、08、09)。 

生態情報

概述 

1. 此處以干擾草生地為主，植被狀況較單調，運動場周圍草地以外來物種為主，自行車道

以北綠帶有較多樣的植物組成，然仍以外來樹種居多。 

2.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螢火蟲調查，棒球場以北自行車道周邊記錄較多台灣窗螢分布。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域為主要遊憩活動區，刈草與人為踩踏頻繁，鄰近運動場區域之植被相較為單調。 

2. 此區域北側為臺灣窗螢活動較頻繁之區域，主要為高灘草地的棲地類型，不透水鋪面、

刈草強度與樹林、草地之分布狀況會影響其族群狀況。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在人為活動安全之前提下，評估周邊高莖草生環境之復育可能，如鄰近主棒球場之東側

草地區域可考慮栽植原生草種，提供周邊既有的臺灣窗螢族群更多棲地，並強化此處的

原生植物景觀。 

2. 主棒球場東側自行車道可考慮往南側改線，強化該區較單薄的濱溪綠帶範圍(10)。 

3. 北側外來種為主樹林可進行銀合歡清整，然需以小規模清除，搭配先驅樹種補植，以避

免影響螢火蟲遮蔭(就右岸高樓燈光而言)與中小型哺乳動物移動廊道。 

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

為水流方

向 

 

01.遠眺現地環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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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主棒球場、壘球場中間草地往南 

 

03.主棒球場、壘球場中間草地往北 

 

04.近臨溪側自行車道植被狀況 

 

05.槌球場周邊不透水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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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北側濱溪自行車道兩旁有較多樹木 

  

07.主棒球場東側之人工設施狀況 08.部分濱溪自行車道旁以外來樹種為主 

 
 

09.北側濱溪自行車道兩旁有較多樹木 10.周邊環境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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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水源里生態池 
流水

號 

08 

勘查時間 2020.07.30 

2020.08.16 

2020.08.27 

里行

政區 

水源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150389,121.0032583 

進水路與木棧道交會點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內，屬於頭前溪堤防線

以內 

2. 位於68號快速道路以南、左岸水

源出入口附近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生態池本身，權責單位為新竹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3. 依據第三批次水環境規劃廠商與水源社區發展協會表示，未來有可能由水源社區認養此

區域與生態渠道之一般維護管理業務 

勘查紀錄 1. 生態池池底全為近黏土之底質(03)，具有一定程度之不透水性。池壁靠南側部分以水泥

矮擋土牆為主，近大榕樹側為樹腳土坡(06)，近68快速公路側有部分土坡(01)。池內水

流動線並不明顯，主要入水處為東側溝渠，依據第三批次工程設計單位所述，水源為周

邊渠道之農田尾水，且不確定是否灌排分離。池出水處亦為於東側，故水池之西側部分

無流速可言。數條水泥步道設於池內，雖步道為短墩支撐，未完全切割池體，然仍會對

水流狀況造成一定影響。 

2. 於7/30現勘時發現全池僅小部分西側區域尚有死水，目視記錄泰國鱧，其餘部分幾乎不

見表面水體(03)。8/16、8/27現勘時則有較大水量，然水位仍淺，目測不超過20公分(0

4、07)。 

3. 本區域鬱閉度低，然水甕菜幾乎布滿東半部池面，仍提供水池部分遮蔭效果。 

生態情報

概述 

1.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螢火蟲調查，生態池兩側未記錄任何陸生、水生螢火蟲。於現勘時有

目視記錄青紋細蟌。 

2. 依據本計畫於鄰近水池的生態渠道內水域物種調查，紀錄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草花

蛇，另紀錄假鋸齒米蝦，以及克氏原蝲蛄、孔雀花鱂、雜交吳郭魚等外來物種。本池內

目視記錄線鱧、孔雀花鱂、雜交吳郭魚等外來物種。 

3. 因生態池周邊為道路、停車場等硬鋪面空間為主，僅於池內記錄大面積水甕菜(05)，另

零星散布園藝植物(02)。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域為運動公園畔重要可親水水域環境，亦為第三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建議營造區

域，具有環境教育意義，相關植栽規劃與水池營造應強化環境教育或自然觀察的意涵。 

2. 本區域周邊於計畫生態調查中發現屬於應予保育類野生動物的草花蛇，可推測本範圍之

濕草地亦有可能有此類半水棲爬蟲類分布。 

3. 生態池內水域生物以外來物種為優勢，特別是線鱧對於原生魚類造成嚴重捕食威脅、雜

交吳郭魚等物種對於底棲無脊椎生物的族群數量與物種多樣性有很大的影響，對於水域

物種復育而言明顯不利。 

4. 生態池水源為周邊農田尾水，水源並不穩定，且可能帶有農藥、殺草劑等污染成分，對

於水域物種復育是另外一個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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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透過環境教育課題規劃，強化生態池周邊的環境營造維護管理機制，包括生態池的水

量、水質監測、水域外來種監測移除、濕草地營造的長期規劃等方案。 

2. 可於生態池周邊推動台灣大豆復育，強化環境教育與自然觀察方案，並推動未來頭前溪

的社群保育工作。 

3. 流入生態池與生態渠道的水體為農田尾水，建議可透過周邊農地的友善耕作倡議，協調

社區力量加入巡守，或推動生態服務給付等模式，逐步改善匯入渠道的水質，以為長期

的都市保育機制。 

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生態池狀況(20200816) 

 

02.生態池施工中設立圍欄(20200816) 

  

03. 20200730生態池無入留水 04. 20200816上游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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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水甕菜覆蓋池面(20200816) 06.大榕樹腳土坡(20200816) 

  

07.現勘狀況(20200827) 08.周邊灌溉渠道狀況(202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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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水源里生態渠道與周邊設施 
流水

號 

09 

勘查時間 2020.09.15 里行

政區 

水源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17125,121.00117 

生態渠道茭白筍種植區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內的高灘地上 

2. 位於68號快速道路以北、運動公

園/狗狗公園南側之自行車道旁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生態渠道本身，權責單位為新竹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3. 依據第三批次水環境規劃廠商與水源社區發展協會表示，未來有可能由水源社區認養此

區域與生態池之一般維護管理業務 

勘查紀錄 1. 生態渠道本體為小型土溝排水構造，邊坡無水泥構造，長度約600米。渠道內以泥沙底

質為主，偶見混凝土塊，水深在20公分以內，幾乎沒有深淺與流速的差異。渠道旁為人

為活動頻繁的公園綠地、停車場、自行車道等等硬鋪面空間。生態渠道北側大部分路

段，有混凝土路肩構造區隔草地與自行車道鋪面，落差約20公分高。 

2. 緊鄰渠道兩側的植被提供遮蔭，整體而言鬱閉度高。然臨腳踏車道側長期刈草擾動，為

短草地之型態，另有部分旱作農園分佈於生態渠道兩側。 

3. 依據第三批次水環境規劃廠商表示，此渠道收集周邊農田與水源里生態池之尾水。 

生態情報

概述 

1.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螢火蟲調查，生態渠道兩側沒有任何陸生、水生螢火蟲分佈。 

2. 依據本計畫於生態渠道內的水域物種調查，紀錄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草花蛇，另紀錄

假鋸齒米蝦，以及克氏原蝲蛄、孔雀花鱂、雜交吳郭魚等外來物種。 

3. 依據本計畫執行之植物調查，緊鄰水道兩側之植被，以栽植樹種組成的先驅林與耐濕禾

草形成的濕草地為主。有部分水生植物分布於渠道內，如茭白筍。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域為運動公園畔重要可親水水域環境，亦為第三批次水環境改善計畫建議營造區

域，具有環境教育意義，相關植栽規劃與複層植被營造應強化環境教育或自然觀察的意

涵。 

2. 本區域於計畫生態調查中發現屬於應予保育類野生動物的草花蛇，可推測生態渠道範圍

之濕草地為此類半水棲爬蟲類的潛在利用棲地。 

3. 渠道內水域生物以外來物種為優勢，特別是克氏原蝲蛄、雜交吳郭魚等物種對於底棲無

脊椎生物的族群數量與物種多樣性有很大的影響，對於水域物種復育而言明顯不利。 

4. 渠道水源為周邊農田尾水，可能帶有農藥、殺草劑等污染成分，對於水域物種復育是另

外一個隱憂。 

5. 運動公園周邊為臺灣大豆在頭前溪左岸水環境改善範圍內的重要分佈區域，目前僅見的

三處分佈點位，均位於自行車道兩側，容易受刈草與人為干擾影響。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透過環境教育規劃，強化生態渠道周邊環境維護管理機制，包括周邊刈草活動的調整、

生態渠道與生態池的水質監測、水域外來種監測移除、濕草地營造的長期規劃等方案。 

2. 可於生態渠道周邊推動台灣大豆復育，強化環境教育與自然觀察方案，並推動未來頭前

溪的社群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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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入生態渠道與生態池的水體為農田尾水，建議可透過周邊農地的友善耕作倡議，協調

社區力量加入巡守，或推動生態服務給付等模式，逐步改善匯入渠道的水質，以為長期

的都市保育機制。 

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生態渠道底質狀況示意 02.部分渠道側有砌石邊坡、渠底偶有水泥塊  

  

03.渠道周邊刈草頻繁 04.生態渠道部分渠段鬱閉度高 

  

05.耐濕禾草與先驅樹林為主的兩側植被 06.生態渠道與自行車道間隔路肩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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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狗狗公園與公園西側不知名兩面光排水溝 
流水

號 

10 

勘查時間 2020.07.22 

2020.09.08 

里行

政區 

水源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211861,120.9971083 

狗狗公園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內的頭前溪高攤地，北

側止於濱溪自行車道，南側止於

自行車、汽機車共用路段 

2. 位於頭前溪橋與鐵路橋間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高灘地，權責單位為新竹市環保局 

2. 鐵路橋，權責單位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3. 頭前溪橋，權責單位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勘查紀錄 1. 此地為左岸主要的人類活動環境，加之南側道路開放汽機車通行，有大量的人為擾動發

生。於多次現勘時均見到草地有刈草痕跡。北側有兩條自行車道切穿草地與濱溪植被

帶，與頭前溪深槽區的低水護岸、柔性固床工下切處相鄰(01)。 

2. 緊鄰鐵路橋側有一不明功能之排水溝，現勘其結構為兩面光形式，兩側壁高約1米(南

端，02)到1.5米(北端，08)且均近垂直。渠底有各種低矮外來物種生長，於狗狗公園側

更有小花蔓澤蘭等攀藤覆蓋壁面(06)。又於中段處，跨溝道路下方的箱涵設計，其通水

斷面明顯小於上下游渠道，構成主要排水瓶頸。 

生態情報

概述 

1. 依據本計畫執行之自動相機調查，本區域近鄰濱溪樹林有白鼻心、流浪犬貓等動物分

布。 

2.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螢火蟲調查，本區域內陸生螢火蟲活動狀況不佳。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域的人為擾動顯著，野生動物分布狀況應較差，又植物相亦以都市公園綠地常見之

物種為主，外來種佔比居高。 

2. 不知名兩面光排水溝為此地主要的生態議題，首先，其功能不明，上游端無明顯收集逕

流功能，且中段通洪斷面瓶頸均為意義不明的工程設計。其次，其兩岸近垂直，雖有表

面紋路增加粗糙度，誤入其中的中小型哺乳類等動物亦無法脫出。又此地多遊客活動，

此排水無疑增加遊客活動風險。 

3. 周邊高草地於2020.09.08現勘時，有記錄到血紅扇頭蜱這類可能傳播人畜共通疾病的小

型無脊椎動物。此地狗狗公園經常有遊客攜帶寵物活動，又周邊自動相機(最近之點位

請見01)有記錄到白鼻心、流浪犬貓活動，此地溪流高攤地環境確有傳染動物疾病的風

險。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固床工下游端無明顯掏刷跡象，若無致災之治理急迫性，建議短期內勿擾動現地狀況，

以提供野生動物遷徙廊道或利用棲地。 

2. 不知名兩面光排水溝若確有排水功能並對應具體致災原因，可考慮以緩坡(1:3或更平緩

之坡度)土溝作為改良之設計方案，不僅對生態與遊客友善，更提供與周圍草地一致之

景觀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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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期來看，應遷移狗狗公園位置至較遠離野生動物廊道之場所。短期間，在不減損現地

棲地組成、以及各種棲地生態系服務的前提下，確保緊鄰狗狗公園周邊之草地清整，並

定期檢修狗狗公園圍籬，盡可能降低野生動物、流浪犬貓與寵物接觸的機會。 

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正射影像示意 02.不知名排水溝近68側狀況 

  

03.不知名排水溝往頭前溪側 04.不知名排水溝往68側 

  

05.不知名排水溝壁為RC結構 06.不知名排水溝狗狗公園側狀況 

156 of 501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結構物與環境勘查記錄表 

 

  

07.不知名排水溝箱涵規劃 08.不知名排水溝末段橋下固床工 

  

09.狗狗公園寵物活動狀況 10.鐵路橋周邊高攤地質被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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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主棒球場至頭前溪橋間濱溪側低水護岸、柔

性固床工、橋下灘地 

流水

號 

11 

勘查時間 2020.07.22 

2020.09.15 

里行

政區 

水源里、前溪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212694,120.9984972 

鐵路橋左岸落墩處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內的高灘地至範圍外之

頭前溪深槽區 

2. 位於運動公園北側自行車道臨溪

側，最大的棒球場至頭前溪橋之

間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單地、水利結構物之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鐵路橋，權責單位為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勘查紀錄 1. 本區域為運動公園、狗狗公園北側自行車道外側臨溪之區域(01)，除自行車道為硬鋪面

結構物以外，尚有鐵路橋橋墩、柔性固床工、混凝土低水護岸等結構物。自行車道北側

臨溪區域為草生地(以外來種為主的草地)與樹林環境(大部分為受外來樹種樹入侵之森

林，少部分為原生樹種先驅林)。距離自行車道較近為帶狀之常有維管活動之短草地，

距離深槽區較近處為高草地或樹林。 

2. 鐵路橋落墩處為頭前溪主流辮狀區段，部分沙洲已有水柳、象草、甜根子草、巴拉草等

植物生長，此地頭前溪底質已細粒料為主，僅於深槽近左岸處開始有卵礫石分布。於20

20年7月調查時，鐵路橋落墩地點河道近乎完全乾涸(04、05)，於2020年9月份再次現勘

時才有流動水體，然目測流速甚低(03)。由2020正射影像辨識，本區域應為主流分枝出

的極小水道，往下游處河床開闊而漫流(01)，故水位變化較大。 

3. 本區部分深槽區邊緣設有簡易低水護岸(06、07)，即為由狗狗公園北側下切柔性固床工

的位置，低水護岸為混凝土舖設，為坡度約40度之保護措施。低水護岸與柔性固床工的

銜接處有部分破損，破損處無鋼筋外露，無法確認本低水護岸是否有基礎構造。 

4. 本處柔性固床工之上下游高差較大(08)，混凝土塊表面、塊間縫隙於2020.09.15現勘未

見常流水(09、10，然於2020.09.13正射影像中近左岸處有流動水體)，僅固床工上下游

端有部分緩流水域(09、12)，研判為水域生物洄游之較大阻礙。 

生態情報

概述 

1.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螢火蟲調查，本區域雖有右岸大樓裝飾燈光害干擾，但研判因此地臨

溪處樹木較多，又有鐵路橋作為夜間遮蔭空間，故此地台灣窗螢出現較頻繁。 

2. 本計畫並未於主流執行水域生物調查。 

3. 依據本計畫執行之植物調查，緊鄰水道兩側之植被，樹林部分以受外來樹種樹入侵之森

林，少部分為原生樹種先驅林；草地部分以象草、其他外來物種為主。固床工上下游較

高的灘地皆以甜根子草為主，混凝土塊間也間歇生長甜根子草(11)。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域為運動公園畔次佳可親水水域環境，具有環境教育意義，除鐵路橋側有釣客小路

可通往橋下灘地外(02)，低水護岸處亦可下切柔性固床工觀察頭前溪沙洲與河道棲地。 

2. 本區域樹林棲地以外來樹種為主，需注意外來樹種擴散之狀況。 

3. 柔性固床工明顯阻斷水域洄游生物的遷徙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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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動公園周邊為臺灣大豆在頭前溪左岸水環境改善範圍內的重要分佈區域，雖本區域目

前尚未發現台灣大豆，但亦為其潛在棲地，刈草與人為干擾影響將限制台灣大豆在本區

域的擴張。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透過環境教育課題規劃，強化自行車道周邊的環境營造維護管理機制，包括周邊刈草活

動的調整、外來種樹木監測移除、台灣窗螢棲地改善的長期規劃等方案。。 

2. 因本區域位於環境教育區周邊，可於自行車道周邊推動台灣大豆復育，強化環境教育與

自然觀察方案，並擴大未來頭前溪環境教育可利用的動線。 

3. 柔性固床工對於水域廊道的阻斷需構思長期改善方案。 

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正射影像標註環境勘查範圍 02.鐵路橋下切深槽區路徑與周邊植被 

 

03.鐵路橋下灘地與深槽區 

  

04.20200722左岸流路斷流 05.20200722左岸流路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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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低水護岸邊緣 07.柔性固床工上觀察低水護岸，左側有破損 

 

08.柔性固床工周邊棲地狀況 

 

09.柔性固床工下游棲地狀況，左側有三角鼎塊，但不確定保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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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柔性固床工下游辮狀河道區：流路無水 

 

11.柔性固床工下游辮狀河道區：甜根子草地 

 

12.柔性固床工上游辮狀河道區：變動沙洲與鐵路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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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頭前溪橋西側草地兩面光排水溝 
流水

號 

12 

勘查時間 2020.07.30 

2020.07.23 

2020.08.25 

2020.09.08 

里行

政區 

前溪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21075,120.9944306 

腳踏車道與排水交會點橋上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內的，頭前溪橋上、下

游之高灘地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頭前溪高灘地，權責單位為新竹市環保局 

勘查紀錄 1. 本區域為頭前溪左岸相對人為擾動強烈的區域，頭前溪橋上游為狗狗公園－運動公園等

劃定為遊憩休閒之區域，下游處除駕訓班以外，尚有規劃停車場、自行車道(第三批次

尚有新增一自行車道)等設施。 

2. 兩面光排水溝之權責單位尚未確認。本排水溝左右兩側護岸均為垂直RC結構，落差約1

米左右。由頭前溪橋下往西北延伸至頭前溪深槽區，並於駕訓班北邊與新闢自行車道交

會。 

生態情報

概述 

1. 本計畫於頭前溪橋下方灘地記錄有一筆台灣窗螢之出現記錄。 

2. 周邊植被主要以外來物種為主，僅少數原生先驅樹林分布於此區域周邊。然此地有大面

積綠帶，本區域北邊先驅樹林內有設置自動相機，於109年7至8月間記錄到白鼻心活

動。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兩面光排水溝之護岸垂直光滑、跌落之野生動物或遊客均難以上岸。 

2. 新闢腳踏車道對於周邊樹林或草生地環境之衝擊雖小，但卻有擾動，需注意後續維管方

式。 

3. 頭前溪橋下灘地人為活動較多，偶見垃圾堆置。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待確認關注物種]因周邊均為草地空間，建議改善兩面光排水溝兩岸坡度至30度以下，

並改善護岸結構(以自然材質為佳)，以利跌落之野生動物上岸，另也可避免遊客跌入溝

渠內受傷。 

2. 因本區域有記錄到一筆台灣窗螢，可以推論於新闢腳踏車道兩側植被可能也有台灣窗螢

分布，其路燈設施亮度應降低，並長期調整周邊燈光以降低光害狀況。另需避免過度清

除自行車道兩側之高草地，提供適合螢火蟲之棲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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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

為水流方

向 

 

 

01.全區正射影像 02.停車場北側正射影像 

 

 

03.新建腳踏車道與既有排水結構切割棲地 04.頭前溪橋下游柔性固床工 

 

05.頭前溪橋往左岸棲地狀況 

  

06.頭前溪橋下高灘地 07.頭前溪橋下左岸草生環境(20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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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頭前溪橋下低水護岸(20200723) 09.狗狗公園周邊工程施工中(20200723 

  

10.頭前溪橋下鋪面(20200908) 11.頭前溪橋下鋪面(20200908) 

  

12.頭前溪橋下停車場(20200908) 13.宏城駕訓班周邊草地(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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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三批次自行車道工程施工中 15.三批次新建自行車道(0908) 

 

16.兩面光排水溝(20200825) 

  

17.兩面光排水溝上游箱涵(20200908) 18.兩面光排水溝旁草地狀況(20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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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兩面光排水溝(20200825) 20.停車場排入兩面光排水溝(20200825) 

  

21.兩面光排水溝(20200723) 22.兩面光排水溝下游狀況(20200723) 

  

23.兩面光排水溝與新建自行車道交會處(20

200730) 

24.兩面光排水溝與新建自行車道交會處(202

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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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名

稱或概述 舊社大橋下游舊固床工與溪埔子排水水泥護

岸 

流水

號 

13 

勘查時間 2020.07.13 

2020.07.17 

2020.07.23 

2020.08.25 

2020.09.13 

里行

政區 

舊社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249889,120.9783389 

湳雅取水口位置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外的河川用地上 

2. 位於舊社大橋上下游側之深槽區

至高灘地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頭前溪高灘地，權責單位為新竹市環保局 

3. 溪埔子排水為地方管區域排水，權責單位為新竹市工務處 

勘查紀錄 1. 此地為舊社大橋之上下游區域，頭前溪在舊社橋上下游均有柔性固床工，但上游固床工

中央混凝土塊已沖走，下游固床工右岸與流心處亦缺少混凝土塊。於109年7月份現勘，

可見經過固床工低凹處的常流水，無上下游縱向阻隔。舊社橋下游柔性固床工左岸為湳

雅取水口，取水口抽水塔附近深槽區邊緣有水泥舖成之低水護岸。 

2. 溪埔子排水在本區於舊社橋下方流經箱涵，前往停車場下游側，再由北往西轉彎，將排

水導向溪埔子溼地。外側為厚實近垂直之水泥護岸，水泥護岸旁頭前溪流心明顯往護岸

處偏移。 

3. 溪埔子排水於本段，在舊社橋以上為漿砌石護岸、未封底，於舊社橋以下為RC護岸，部

分渠底(板橋下方)為RC結構。兩段護岸均近垂直。 

4. 2020.09.13正射影像可見溪埔子排水之污水狀況嚴重。 

生態情報

概述 

1.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螢火蟲調查，本區域未調查到台灣窗螢分佈。 

2. 本計畫於溪埔子排水與舊社橋相交點記錄䱗1尾，其餘魚類皆為外來入侵種。 

3. 本區域頭前溪段有大量甜根子草，於開花季節有很好的景觀價值。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域為本區域為高度人類擾動區域，接近停車場、社區以及交通繁忙之動線，對於野

生動物之干擾較大。 

2. 溪埔子排水水泥護岸外，缺乏野生動物可利用之廊道空間。 

3. 溪埔子排水匯集溪埔子與前溪排水，水質狀況差。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以非永久類型的工法或施作方案整理下切至渠底路徑，未來可發展現地自然觀察河川生

態、底棲無脊椎動物、頭前溪景觀之動線。 

2. 設置水質處理設施或攔截網，以淨化溪埔子排水水質並避免垃圾往下游移動。 

3. 湳雅取水口旁水泥護岸上方展望佳，可以看到溪埔子旁水旁頭前溪主流與右岸棲地環

境，周邊腹地較大，可作為環境教育的期中一個解說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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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舊社大橋上、下游水利構造物狀況 02. 湳雅取水口周邊棲地切割狀況 

 

03.舊社大橋上游棲地狀況 

 

04.舊社大橋下游棲地狀況 

  

05.舊社大橋上游左岸甜根子草(20200913) 06.湳雅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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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舊社大橋上游左岸甜根子草(20200913) 08.溪埔子排水渠底 

  

09.溪埔子排水舊社大橋下結構物 10.溪埔子排水渠底部分水泥化 

  

11.溪埔子排水進入箱涵 12.溪埔子排水往北轉向 

169 of 501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結構物與環境勘查記錄表 

 

  

13.溪埔子排水往北右岸護岸 14.溪埔子排水往北轉向臨溪側護岸 

  

15.溪埔子排水往北轉向臨溪側護岸往箱涵 16.溪埔子排水往北轉向臨溪側護岸 

  

17.溪埔子排水之水體污染狀況 18.溪埔子排水之水體污染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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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溪埔子排水護岸與溪埔子濕地取水工 
流水

號 

14 

勘查時間 2020.06.22 

2020.07.21 

2020.07.23 

2020.08.25 

2020.09.13 

里行

政區 

舊社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258017,120.9746583 

取水工本體位置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外的頭前溪高灘地 

2. 位於溪埔子人工溼地之東側至東

北側，即溪埔子排水與頭前溪匯

流口周邊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頭前溪高灘地，權責單位為新竹市環保局。 

3. 溪埔子排水為地方管區域排水，權責單位為新竹市工務處 

勘查紀錄 1. 溪埔子人工溼地為新竹左岸之重要環境教育節點，周邊亦為重要的民眾遊憩、活動場

域，人工干擾也多，於本計畫執行同時亦有第三批次之工程案件執行中，移除部分鋪面

與草地。 

2. 溪埔子排水全段護岸均水泥化。並於近溪埔子溼地處設置取水工，取水供上下游水體完

全阻斷，並於取水渠道設置攔污柵阻隔上游飄下之垃圾。此取水工落差約有3米，除將

水輸入溪埔子溼地、以及南側將水溢流入烏瓦窯溝排水之輸出外，沒有記錄到其他水流

動線。 

3. 溪埔子排水取水工下游溪溝左岸即為溪埔子人工溼地的外圍，現況均為已覆蓋大量高草

之石籠護岸，石籠露出處沒有明顯破損跡象。石籠的高差甚大，但可循釣客路徑下切至

深槽區灘地，此處頭前溪流心偏向右岸，水流較緩。 

生態情報

概述 
1. 本計畫進行溪埔子排水取水工以下水域生物調查，發現圓吻鯝、䱗及豹紋翼甲鯰。圓吻

鯝不屬於頭前溪流域分布，推測為人為外地引入。人工溼地內以豹紋翼甲鯰為主。 

2. 本計畫於溪埔子溼地下游側兩池周邊，有記錄台灣窗螢活動。 

3. 本計畫於溪埔子溼地外側深槽區灘地記錄到大水莞、甜根子草地等植被，為相當良好的

喜濕原生植物相。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域深槽區為頭前溪水陸交接帶，各灘地、沙洲均有自然植被分布，雖現場未紀錄排

遺或野生動物活動痕跡，然推測可能為野生動物重要廊道環境。 

2. 溪埔子排水取水工之落差較大，完全阻斷上下游生物移動。 

3. 溪埔子人工溼地內溶氧量較低，依據環保局提供水質監測數據，發現經常有低於6mg/L

之數值出現，現勘也曾經記錄豹紋翼甲鯰上浮換氣。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固床工下游端無明顯掏刷跡象，若無致災之治理急迫性，建議短期內勿擾動現地狀況，

以提供野生動物遷徙廊道或利用棲地。 

2. 以非永久類型的工法或施作方案整理下切溪埔子溼地外側灘地路徑，未來可發展現地自

然觀察河川生態、底棲無脊椎動物、原生植物、頭前溪景觀、水利構造物之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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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正射影像示意 02.正射影像示意  

 

03.溪埔子人工溼地北側深槽區與溪埔子排水頭前溪匯流口航拍(20200913) 

  

04.溪埔子人工溼地航拍(20200913) 05.溪埔子人工溼地周邊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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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溪埔子人工溼地周邊綠帶草地枯黃(2020

0723) 

07.溪埔子溢流瓦窯溝排水處 

 

08.溪埔子溢流瓦窯溝排水處 

 

09.瓦窯溝排水處水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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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溪埔子溼地取水工 11.溪埔子溼地取水工垃圾(20200721) 

  

12.溪埔子溼地取水工溢流處 13.溪埔子溼地取水工引水道 

  

14.溪埔子排水取水工與匯流口狀態 15.溪埔子排水匯流口狀態 

 

16.溪埔子人工溼地外灘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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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溪埔子人工溼地北側石籠 18.溪埔子溼地外側深槽區底質 

 

19.溪埔子溼地北側自然灘地 

 

20.溪埔子溼地北側自然灘地有大片原生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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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湳雅堤防(溪埔子濕地至東大排水匯流口間) 
流水

號 

15 

勘查時間 2020.07.14 

2020.07.23 

2020.08.25 

2020.09.13 

里行

政區 

金雅里、古賢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296967,120.96102 

堤防中段 

位置

描述 

1. 位於基地範圍內，然本區多屬於

農地，即為由私人租用之河川公

地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勘查紀錄 1. 本區域為較少人為活動之區域，因堤防阻隔，遊客與一般民眾較少進入，主要為草生荒

地、先驅樹林、以及零星分布的農田水田區域。由舊港島南邊堤防可遠眺此處。以正射

影像觀察，此處因近水泥堤防，流速較快，流心明顯靠向左岸，故又於堤防外側設置元

鼎塊保護堤防。 

2. 堤防本身有施用除草劑的狀況，周邊農地亦記錄零星施用除草劑的痕跡。 

生態情報

概述 

1. 本區域茭白筍田周邊有些許靜水域蜻蜓分布。 

2. 本區域堤防外側之濱溪植被帶較窄，樹林區域以銀合歡為主。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近堤防處綠帶範圍較窄，不利野生動物遷徙利用。 

2. 周邊銀合歡等外來植物較為優勢。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非農耕地應禁用除草劑。 

2. 本區銀合歡林以狹長的狀況分布，建議可以連同新竹林區管理處、第二河川局等單位，

進行小規模分次移除並補植先驅樹種。 

3. 堤防頂端宜透過綠化等方案強化濱溪綠帶。 

4. 本區一些先驅樹林或銀合歡林破口，為觀賞右岸沙洲甜根子草地之良好點位。 

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由舊港島遠眺左岸(A:機場外圍排水匯流口、B:東大排匯流口、C-D:湳雅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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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正射影像示意圖 03.湳雅堤防周邊植被示意 

  

04.湳雅堤防周邊土地利用 05.湳雅堤防 

  

06.湳雅堤防 07.湳雅堤防周邊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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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湳雅堤防周邊水稻田 09.湳雅堤防周邊土地利用 

  

10.湳雅堤防周邊土地利用 11.湳雅堤防周邊土地利用 

  

12.湳雅堤防周邊土地利用 13.湳雅堤防周邊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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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湳雅堤防周邊土地利用 15.湳雅堤防周邊茭白筍田區 

  

16.湳雅堤防周邊茭白筍田區 17.湳雅堤防周邊茭白筍田區 

  

18.右岸甜根子草地 19.右岸甜根子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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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東大排水匯流口 
流水

號 

16 

勘查時間 2020.08.25 

2020.09.13 

2020.09.15 

里行

政區 

古賢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308111,120.9577472 

腳踏車道與排水交會點橋上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內的頭前溪高灘地 

2. 位於湳雅堤防下游處，與自行車

道相交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頭前溪高灘地，權責單位為新竹市環保局 

3. 東大排水為地方管區域排水，權責單為未新竹市工務處 

勘查紀錄 1. 本排水於68快速公路下方以上由渠段均以全部水泥化(含渠底)，然於自行車道板橋以下

道頭前溪主流間，均為自然溪溝形式。本段排水往西為較多農地之環境，往東側右岸位

置有小面積樹林。 

2. 2020.09.13現勘時，發現東大排水上游污水狀況嚴重，並於自行車道上可見黑色惡臭污

水由上游沖下。又於正射影像上可見東大排水匯流口以下游灘地上有較多垃圾堆積。 

生態情報

概述 

1. 本計畫未於東大排水匯流口進行水域生物調查。 

2. 東大排水匯流口於自行車道板橋下游均為自然溪溝形式。根據衛星影像判斷，本排水可

能還在感潮範圍內。 

3. 東大排水左右岸有小面積先驅樹林。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地區主要課題為東大排水之污水排放，對於生態與觀光遊憩環境均有負面影響。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強化上游污水處理、管制、巡守措施。 

2. 避免未來治理計畫或工程開發擾動匯流口左右岸自然溪溝環境。 

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正射影像示意 02.正射影像示意與東大排污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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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東大排水無護岸處 

  

04.東大排水無護岸處 05.東大排水自行車板橋下破損水泥 

 

06.東大排水匯流口無水泥護岸，自然度高，但底質包埋度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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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機場外圍排水匯流口 
流水

號 

17 

勘查時間 2020.07.13 

2020.08.25 

里行

政區 

古賢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319389,120.9554972 

腳踏車道與排水交會點橋上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內的頭前溪高灘地 

2. 位於東大排水下游處，隔著68快

速公路鄰近新竹機場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頭前溪自行車道，權責單位為新竹市環保局 

3. 機場外圍排水排水為地方管區域排水，權責單為新竹市工務處 

勘查紀錄 1. 本排水全段兩側護岸RC化，由68號快速道路開始，每隔10-15公尺渠底設置一固床工。

上下游短距離內有三座板橋供人車通行。 

2. 本排水周邊為較大規模之水田環境，沿排水溝右岸側與板橋上可見灌溉用之引水溝渠，

進入農地後轉為土溝。 

3. 排水匯流口周邊灘地、濱溪植被內，由正射影像可見垃圾堆積。 

生態情報

概述 

1.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水域調查，本渠道內主要以外來物種為主，包括孔雀花鳉、雜交吳郭

魚與線鱧。另有記錄字紋弓蟹。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排水為下游較大的動物廊道切割課題，兩側RC護岸近垂直，無法提供動物利用。 

2. 排水內以雜交吳郭魚為主，然因排水上游(68快速公路以南)均不屬本計畫之執行範圍，

清除此段盤水內的外來種效益甚低。 

3. 周邊灘地有垃圾堆積的狀況。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機場下游排水於緊鄰匯流口處兩岸已無農地或人工設施，無工程保全對象，建議將匯流

口兩岸改為較為自然之溪溝形式，並降低兩岸坡度，以利野生動物通行，並建立淨溪或

自然觀察活動動線。 

2. 機場排水上游近68快速公路段應可設立動物坡道供野生動物上下移動。 

3. 應透過制度設計，引導此處農民轉型生態友善農業，避免施用除草劑與農藥，維持此地

環境教育與自然觀察利基。 

4. 本排水之治理報告現正由新竹市工務處辦理中，應儘速由本計畫主辦單位知會排水權責

進行環境友善方案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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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正射影像示意圖 02.機場外圍排水RC堤防與固床工 

 

03.機場外圍排水周邊土地利用狀況 

 

04.機場外圍排水近匯流口有少數喬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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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機場外圍排水水門 06.機場外圍排水右岸取水溝 

  

07.機場外圍排水右岸取水溝 08.機場外圍排水板橋取水溝 

  

09.機場外圍排水左岸外圍土溝 10.機場外圍排水匯流口板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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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康樂里農地感潮排水溝 
流水

號 

18 

勘查時間 2020.07.21 

2020.08.25 

里行

政區 

康樂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351278,120.9493639 

腳踏車道與排水交會點橋上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內，位於頭前溪深槽區

至自行車道間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勘查紀錄 1. 本區周邊主要的人為活動形式為農耕(水田)，又本區為頭前溪周邊大規模水田區域，故

農耕的強度較高。現勘於109年7、8月均發現毒鳥之情形。又緊鄰此排水溝之農田大量

使用除草劑，棄置垃圾等行為，致本區陸域環境品質不佳。 

2. 本排水溝為本計畫調查內所發現之最佳灘地蟹類分布區域之一，其左右岸均未水泥化，

又有大量濱溪植被覆蓋。除靠近上游端有數個水泥涵管舖設水泥作為農用道路以外，可

謂本計畫除主流路外，自然度較高的水域棲地。 

生態情報

概述 

1. 本計劃於此排水溝內進行之水域生物調查，發現物種以廣鹽性物種為主。另外僅於此地

發現粗腿擬瘦招潮、麗彩擬瘦招潮等兩種北台灣分布較少之招潮蟹物種。 

2. 依據本計畫執行的螢火蟲調查，本排水旁農田近頭前溪側，農地與濱溪植被帶間有較多

台灣窗螢之分布。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域的農耕人為擾動較大，對於周邊鳥類族群影響較大。又本區域濱溪植被帶不寬，

人為活動對於野生動物通行影響亦強。 

2. 排水溝周邊濱溪植被狀況優良，溝內灘地蟹類狀況佳。 

3. 有陸生螢火蟲分布，可作為環境教育元素。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應透過制度設計，引導此處農民轉型生態友善農業，避免施用除草劑與農藥，維持此地

環境教育與自然觀察利基。 

2. 自行車道燈光規劃應避免影響螢火蟲族群。 

3. 本排水溝應避免治理行為，以保全自然灘地作為蟹類棲地與環境教育位置。 

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

為水流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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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正射影像示意 02.感潮排水溝上游涵管板橋與水門 

  

03.感潮排水溝農用車路板橋 04.感潮排水溝兩側濱溪植被覆蓋度高 

  

05.感潮排水溝有許多抽水管線棄置 06.感潮排水溝兩側有小規模泥灘地 

  

07.感潮排水溝旁農田垃圾棄置狀況 08.感潮排水溝旁農田的灌溉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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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感潮排水溝旁田埂除草劑施用狀況 10.感潮排水溝旁農田毒鳥記錄 

  

11.緊鄰感潮排水溝旁田埂除草劑施用狀況 12.感潮排水溝旁主要為黃槿造林地 

  

13.感潮排水溝近匯流口高潮狀況 14..感潮排水溝近匯流口低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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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感潮排水溝匯流口低潮時棲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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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何姓溪排水匯流口 
流水

號 

19 

勘查時間 2020.06.22 

2020.07.21 

2020.08.25 

里行

政區 

舊港里、康樂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40605, 120.942906 

跨何姓溪排水腳踏車道板橋位置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內的高灘地與深槽區交

界處 

2. 可由自行車道或下游左岸堤防下

切至排水內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腳踏車道與板橋，權責單位為新竹市政府環保局 

3. 何姓溪排水為地方管區域排水，權責單位為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勘查紀錄 1. 由舊港島眺望何姓溪排水匯流口，於低潮時可見大片泥灘地，也可見到濱溪植被周邊有

垃圾堆積。於數次現勘時可見民眾於周邊活動，利用籠具或徒手等方法採集水產物(石

蚵、蟳等)，何姓溪匯流口的易達性高，包括從舊港大橋出入口經下游堤防進入，或是

從自行車道板橋旁的階梯下切。 

2. 自行車道跨越板橋處，有一直角彎道，靠頭前溪側為紐澤西護欄，靠何姓溪排水側由小

範圍草地環境與何姓溪排水護岸(上設鐵絲網)隔開。轉角點往上下游之眺望良好，據訪

談運動者說明，天氣佳時似乎可見大壩尖山。轉角外部為頭前溪下游較大規模之低水護

岸，護岸頂端與側邊均為草生地環境，護岸下方為感潮泥灘地，。 

3. 何姓溪排水左右護岸均為RC結構，護岸頂端有喬木，使本段排水的遮蔭度高，底部則多

為細粒徑淤積地，上有蘆葦等植被覆蓋，且多卡住上游飄下的垃圾。匯流口有一高差約

為40公分之固床工，於高潮時完全沒入水面下。 

4. 勘查時訪談農民，指出此地水田或農田之灌溉水以地下水居多。 

生態情報

概述 

1. 本計畫於何姓溪排水匯流口執行水域生態調查，發現欖綠青蟳、鋸緣青蟳、星雞魚、斑

海鯰、鯔、黃鯔等廣鹽物種，為一感潮狀況之環境，也是採集補撈的重要地點。 

2. 周邊喬木植被可提供鷺鷥科鳥類等活動空間。 

3. 本計畫於何姓溪周邊調查到陸生螢火蟲(台灣窗螢)，集中分布於何姓溪匯流前轉彎處右

岸農地邊緣。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何姓溪排水以及頭前溪上游漂下之垃圾會於此處高草區堆積。 

2. 腳踏車道周邊有調查到螢火蟲族群，可規劃長期復育措施。 

3. 周邊農地有記錄到除草劑使用的狀況。 

4. 自行車道兩側植生狀況良好。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自行車道燈光規劃應避免影響螢火蟲族群。 

2. 強化何姓溪出入動線之安全性與可達性，提供民眾或機關淨溪或自然觀察的動線。 

3. 應透過制度設計，引導此處農民轉型生態友善農業，避免施用除草劑與農藥，維持此地

環境教育與自然觀察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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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邊環境規劃若希望強調頭前溪的景觀效益，應避免大規模施作影響周邊棲地，與舊港

島堤防視角之景觀品質。 

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舊港島側遠眺何姓溪匯流口(近高潮) 

 

02.舊港島側遠眺何姓溪匯流口(近低潮) 

 

 

03.何姓溪匯流口正射影像 04.何姓溪匯流口結構物狀況 

  

05.何姓溪匯流口固床工與橋墩 06.何姓溪匯流口護岸與流路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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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何姓溪匯流口腳踏車板橋狀況 08..何姓溪匯流口水流偏向左岸 

  

09.何姓溪板橋眺舊港大橋 10.腳踏車道轉彎板橋狀況 

  

11.板橋東側低水護岸狀況 12.板橋東側深槽區濱溪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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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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與環境勘查記錄表 

 

  

13.板橋東側紐澤西護欄外植被 14.何姓溪全段護岸均水泥化 

  

15.何姓溪下游淤積高草區處易堆積垃圾 16.近河口水產物採集行為 

  

17.何姓溪排水板橋下垃圾狀況 18.舊港島遠眺頭前溪深槽區垃圾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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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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與環境勘查記錄表 

 

 

結構物或

環境名稱 舊港島南側堤防與泥灘地 
流水

號 

20 

勘查時間 2020.06.22 

2020.08.25 

里行

政區 

舊港里 

代表座標 

WGS84 

24.8426083,120.9438167 

水流公南邊堤防階梯 

位置

描述 

1. 基地範圍外的深槽區至高灘地 

2. 位於舊港島東南側，水防道路至

堤外灘地 

用地或結

構物管理

權責單位 

1. 頭前溪為中央管河川，權責單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水防道路，權責單位為新竹市政府 

勘查紀錄 1. 由舊港島南側水流公廟往南側進入水防道路與堤防後，從堤防階梯下切至潮間帶泥灘地

範圍內，水防道路北側為舊港島主要的社區環境，除少部分先驅林與菜園以外，多數為

人為活動的環境。 

2. 天氣較佳時，可由舊港島南側堤防眺望頭前溪河口與左岸 

3. 二河局過去之治理計畫於舊港島上游端設置鼎塊作為分流工或保護舊港島東側面上游處

的保護措施。 

生態情報

概述 

1. 本區域位於計畫範圍外，並未進行生態調查。 

2. 目視灘地蟹類以乳白南方招潮蟹為主。植被以鹽地鼠尾粟、蘆葦與部分互花米草等草地

為主，另零星可見水筆仔分布，近堤防基腳地勢較高處有少量銀合歡分布。兩次現勘記

錄鳥類以鷺鷥科為主，包括大白鷺、蒼鷺、夜鷺等，另記錄一筆磯鷸。 

3. 本區域大部分灘地環境為感潮範圍。 

現地生態

議題評析 

1. 本區灘地地勢較高處有部分陸化狀況狀況，並有銀合歡生長。 

2. 灘地蟹類狀況佳，且下切灘地路線清楚安全。 

3. 鷺鷥科一類大型水鳥族群，推測會利用周邊消波塊上方暫時停棲覓食或躲避左右岸高灘

地棲所之干擾。 

4. 本區為頭前溪左岸景觀之最佳觀賞點之一。 

未來環境

友善規劃

建議 

1. 此地銀合歡、互花米草等外來物種之族群不大，為移除成效最佳的時間點。 

2. 配合社區營造或環保志工、生態保育志工體系，不需規劃其他硬體設施即可利用堤防與

灘地既有景觀生態資源規劃環境教育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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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紀錄 
 

 

藍色箭頭為水

流方向 

 

 

01.正射影像示意圖 02.舊港島堤防往下游灘地植被 

  

03.近堤防礫石較多的灘地 04.設置排水口的堤防 

  

05.堤防上游高潮灘地 06.水防道路北側溝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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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堤防往上游景象 08.低潮至高潮線過度 

  

09.舊港島東南側有較大範圍的高潮草地 10.舊港島上游處消波塊(20200825) 

  

11.舊港島分洪處易堆積垃圾(20200825) 12.舊港島灘地草地狀況 

195 of 501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結構物與環境勘查記錄表 

 

  

13.灘地草地狀況 14.灘地草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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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新竹市四批次水環境工程「前期規劃設計

生態考量面相工作會議」會議資料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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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K0CVWTCNKUVグ㗴㢌๓⁇⏕ែ≪ἣ�➨ḟ⎔ቃᩍ⫱ᕤసᆓޝᐜ�

K� ᮏィ␓ᕬ⥂㛤タᨲ⸝ᑙ䠈⤫ィ䚸ᙡᩚ㢌๓⁇ᕥᓊ࿘㑔�බ㔛⠊ᅩޝⓗᡤ᭷⏕≀やᐹ㈨

ᩱ䚹ཪ⏕ែሗ㈨ᩱᗜタィ᥋K0CVWTCNKUV㈨ᩱ䠈ᮍẸ╓グ㗴ᑘ⿕ᣢ⧰⣡ධ㈨ᩱᗜޝ

࿊⌧

KK� ᥎ᘅ㢌๓⁇⮬↛やᐹẚ㉏䠈ᡈ௨ල㧓ⓗ✵㛫ዴேᕤ⓲ᆅ䚸⏕ែụ➼⨨ᘓ❧ബ⤫ᑙ䠈᥎

ື㛗ᮇ⮬↛やᐹ⯅බẸཨ⯅⎔ቃ⌮

D� ⮹⅂㇋ⓗ⫱ⱑ⯅⫱ᥐ䚸እ✀⛣㝖➼ᕤస䠈᠕ඛᘓ⨨㌾◳㧓タᡈὶ⛬

䠈ᚋ⣡ධẸ╓ཨ⯅䠈ᙉᅾᆅ㜝ὀ⬟㔞⯅㢌๓⁇ᕠᏲ♫⩌ືဨ⬟ຊ

E� ᥎ື♫༐ㄆ㣴⼆⼉ᒇ䚸᳇ᯫ➼タஅᇶᮏᕠㆤ䠈ಁᡂᅾᆅ⏕ែᑟもᡂᙧ

�� 㛗ᮇつ䠖

C� ⯅ᕷᗓ⏕ែಖ⫱⛉䚸ᯘ⟶➼⏕ែಖ⫱⟶ᶵ㜝ඹྠ᥎ື⏕≀ከᶏᛶὶ᪉

䠈㐃⤖Ỉ⎔ቃᕠᏲ䚸⎔ಖᚿᕤ䚸⏕ែಖ⫱ᚿᕤ⯅㜝ὀᅰ㝲ᑙ㛗

D� 㑋ㄳ♫༐ᡈ㜝ὀᅰ㧓ㄆ㡿㜝ὀ≀✀அ㛗ᮇ┘ ᕤస䠈ዴ㢌๓⁇㑔ⓗ㟖ẟ⼉䚸ẟ

⽣䚸ྎ⅂㇋䚸ཎ⏕ⲡ✀ㄪḛ䠈ᙉỈ⎔ቃᨵၿⓗ⏕ែᡂᩀ

Ẹ╓ཨ⯅⮬↛や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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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ᮇつ䠖

C� ┙㯶㢌๓⁇⁇ඃඛ㯶�����ᕤసᆓ�䠈୪つ⁇ື⥺◳㧓タᘓ⨨

K� ᠕᥇ྲྀ㠀Ọஂᛶⓗ᪉ᘓ⨨ṉ㐨ᡈᶆ♧ື⥺䠈ⱝ↓ἲ௨Ṉ᪉☜ಖᏳ༶᠕ᬻ⦆ᐿ

�� 㛗ᮇつ䠖

C� ᘬධ⩌╓ᶆグ䚸Ͳ&&⾲᱁�����ᕤసᆓ�➼ᆷᆌ≪ἣグ㗴䚸ศᯒᕤල䠈ホఒ㛗ᮇᨵ

ၿᆷᆌᡈ᳇ᆅ≪ἣஅ᪉

D� ⯅㔮ᐈ♫⩌䚸㜝ὀᅰ㧓ྜస䠈ᘓ❧⌧ᆅ≪ἣ㏻ሗ⯅ḛ᰾ᶵไ

᥎ື⁇᪉

��

�� ▷ᮇつ䠖

C� ┙㯶Ỉ㉁ᨵၿඃ

ඛ㯶䠈ᙉ┘

 సⅭ�����ᕤస

ᆓ�

D� ᙉேᕤ⓲ᆅ⯅

⁇ὶ⮬㝖⊗⬟

ຊ�����ᕤసᆓ�

�� 㛗ᮇつ

C� ᕷ⟶༐ᇦỈஅ

Ỉ㉁ᨵၿ�⌮

ሙ䚸᥋⟶䚸ᕠᏲ�

D� 㢌๓⁇㞟Ỉ༐㊬

ᇦ⌮సⅭ

᠕⏝Ỉ⎔ቃィ␓ᨵၿ㢌๓⁇Ỉ㉁

Ỉ㉁ᨵၿᐿⅭከᩝᕷẸᡤ㔜
どⓗၥ㢟䠈Ⅽ᪂➉ᕷỈ⎔ቃ
ᨵၿィ␓ᚋ⧰ⓗ㜝㘽┠ᶆ

213 of 501



��

�� ▷ᮇつ䠖

C� ᪤᭷ᅇᨲஅⲡᆅ䚸Ⲩᆅ᠕┗㔞㑊ච㛤ⓐつ䠈୪㐺␜Ύ㝖ᙉໃእ✀

D� ᪂➉ᕥᓊ㧗ℿᆅ⎔ቃᑟも⯅ゎ䃠ᩍ⫱ޝᐜ䠈᠕⣡ධἙᕝᇶᮏỈᩥ⯅Ἑ┦ޝᐜ䠈

ㆸẸ╓░ゎἙᕝ⮬↛ㆰ㑄அつᚊ⯅㢼㞋

�� 㛗ᮇつ䠖

C� ᪂➉ᕥᓊ㧗ℿᆅᒞ㢌๓⁇⮬↛ㆰືⓗ⠊ᅩ䠈ᮍ᠕㐺ᗘㄪᩚ⮬⾜㌴㐨䚸⌫ሙ

➼タ⨨䠈㑊㛤ᮍタపỈㆤᓊᡈㆤᓊ◚ᦆ⠊ᅩ䠈ㆸἙᕝྍ㐺ᗘ⮬⏤ᨍ┞

D� ⯅Ḓ㈐ႝྜస䠈㝆ప��ᛌ㏿㐨㊰அᄀ㡢䠈௨ཬ㢌๓⁇ྑᓊஅ⿶㣭⇠ගᐖᑞ

⌧ᆅⲨ㔝⫱ⓗᙳ㡪

᪂⏕Ⲩ㔝䡘㑏ᆅἙᐿ㉁ޝᐜ

᪂➉ᕥᓊ㐀᪂⏕Ⲩ㔝ⓗ᪉ྥ䠈᠕௨✫ᅛ᪤᭷⏕ែ㈨※Ⅽ

��

�� ▷ᮇつ䠖

C� 㔜せ᳜≀≀✀⫱䠖ཨᮇ୰ሗ࿌➨�����⠇䠈᠕ศ⏝㢌๓⁇᪤᭷᳜≀㈨※

D� 㝣⏕⼯ⅆ⽝⫱᪉䠖ཨᮇ୰ሗ࿌➨�����⠇䠈㤳㔜ⲡ⏕Ⲩᆅ⥔⟶᪉ᘧㄪᩚ

E� እ✀⛣㝖᪉䠖௨ᑠつᶍ䚸㐍ᘧ⨨䠈୪㐃⤖┦㜝Ḓ㈐ႝ�ዴືಖ�

�� 㛗ᮇつ

C� ⮬⾜㌴㐨⯅⮬↛やᐹື⥺ඹᏑ䠖ᙉ୍⯡Ẹ╓⏝ୗⓗ㒔ᕷ㑔⦁✵㛫ಖ⫱⬟㔞

䠈୪ᣢ⧰ᙉ⮬⾜㌴㐨ඳഃஅ⎔ቃᩍ⫱⠇㯶

D� 㢌๓⁇᳇ᆅᬒや⫱䠖Ꮨ⠇≀ೃ�⏓᰿ᏊⲡⰼᏘ�䚸ேᩥᬒや≉Ⰽᒎ⌧

E� ື≀ᗯ㐨⯅ᅧᅵ⥌⥙୵㐃�ཨᢞᙳ∦�䠖㔝⏕ື≀᳇ᆅ୵㐃⯅⫱�

F� ᣢ⧰┘ ▷ᮇつ᪉ⓗᩀ┈

≀✀⫱⯅᳇ᆅ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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ศ༐⣽㒊㆟㢟⯅ᨵၿᕤ⛬᪉

➨ᅄᢈỈ⎔ቃィ␓᳇ᆅᨵၿᕤ⛬ᘓ㆟᪉

㆟㢟 ศ༐ ᨵၿ᪉

⁇⯅⮬↛やᐹື⥺ᙉ %䚸'䚸( �� ᙉ᧪ᐃᶏ㯶ⓗୗษ㢌๓⁇῝ᵴ༐ື⥺
�� ື⥺࿘㑔タ❧⮬↛やᐹ⯅ὀព㡯➼࿌♧∩

ື≀ᗯ㐨ᨵၿㄢ㢟 $䚸&䚸'䚸(

�� ᑠᆺඳ㠃ගỈ⁁ �&༐�䠈ඃඛᨵၿⅭ⮬↛ᇶ㉁⦆ᆜ
�� ㍑ඳ㠃ගỈ䠈ඃඛቔタື≀ᆜ㐨ᨵၿሐ ⤖እᶼྥ㐃ޝ
�� ሐእ༐ᮍ᠕つ5&ㆤᓊ�≉ูᮾỈ䚸⁇ᇟᏊ

Ỉ䚸ᶵሙእᅩỈୗ༂ὶཱྀ➼ �ᲄ༐ᇦ�

Ỉ㉁ᨵၿㄢ㢟 ༐ᇦỈ
�� ேᕤ⓲ᆅቔタ᳜≀ᾋᓥᡈ᭚Ềタ
�� ேᕤ⓲ᆅධỈཱྀ�ᰓᏊ†�䚸༐ᇦỈタ⨨ᆷᆌᨛᡖ⣴

እ✀⛣㝖 $䚸%䚸(
�� 㖟ྜṅ⛣㝖䠈௨ᰓᏊ†⁇䠉㢌๓⁇ᶫ୍ᖔඃඛ
�� Ỉᇦእ≀✀⛣㝖䠈௨Ỉ※㔛⏕ែụ⯅⏕ែῺ㐨ඃඛ
�� ⰼ⡿ⲡ⛣㝖䠈௨(༐᭱ୗἾℿᆅⅭ䠈ణ㡲ὀព⽣㢮᳇ᆅ

≀✀⯅᳇ᆅ⫱ %䚸&䚸'䚸(
�� ⮹⅂❊⼯႐ዲ᳇ᆅ⥔ㆤ䠖ᐃ༐ᇦᚋ㑊චสⲡ䠈୪㝆పගᐖ
�� ⮹⅂㇋⫱ⱑ⯅⫱సᴗ䠖ᘓ㆟ඛ௨ $�%༐Ⅽ
�� 㔜せ᳜⿕༐ᇦ䠖㑊චสⲡ

⥔⟶ィ␓ᨃᐃ ༐
�� ⮬⾜㌴㐨ඳഃஅ᳜⿕⥔⟶ィ␓
�� ⦅ิᚋ⧰⮹⅂㇋䚸⮹⅂❊⼯➼≀✀அᣢ⧰ㄪ ḛసᴗ

��

�� ᪂➉ᕥᓊỈ⎔ቃ⇯㐀⸛ᅯ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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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せἙᕝỈ⎔ቃつ䠈ᆒᙉㄪබ⚾༠ຊ㏵ᚏ䠈୪⣡ධಟ⿵ᅧᅵ⸛⥌

ᖔⓗ⥌⥙ᑞ᥋ᴫᛕ䚹ዴᮏᖺᗘᅧἙᕝ᪥άື䠖䛂⁇Ᏺ┦క䚸ⓒᖺዲἙ䛃

அ⢭⚄䚹

�� ㏱㐣ୖ㏙භಶ᪉䠈ᮏィ␓ᅇ᠕᪂➉ᕥᓊỈ⎔ቃつஅ᪉ྥ䠈୪౫᧸

┙㯶ޝᐜ䠈ᥦฟ᠕୵㐃அ㒊㛛䚸ᅰ㝲䠈௨ཬ▷㛗ᮇ┠ᶆ䚹⧤⪋ᅇ㤢ᮍ

➨ᮇ๓▚Ỉ⎔ቃ⫱⸛ᅯィ␓䚹

�� ᇶ䛂ேἙඹ⏕䛃அ⟶⌮⯅⏝ᴫᛕ䠈ᢕே಼ᅾ᪂➉ᕥᓊⓗάືどⅭ᳇

ᆅ⫱䚸⮬↛やᐹⓗ୍⎔䠈㛗ᮇ᥎ືே಼ぶỈ䚸ᑛ㔜⁇ὶ⮬↛ᙧᵓⓗ⎔

ቃᩍ⫱䚹

᪂➉ᕥᓊỈ⎔ቃ⫱⸛ᅯィ␓ೊ㆟

KWWSV���ZZZ�VRZ�RUJ�WZ�QRGH������

��

�� ᭳ᚋ㈨ᩱᥦ౪⯅ᙡᩚ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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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ᥦ౪ᕤ୰⏕ែᷙ᰾ޝᐜ⤥⳹ᘐG][I

� §!¨ྡモᙡᩚG][I

� §!¨ᅯ㈨ᥦ౪䠈ໟᣓ䠖ⰼ⡿ⲡ⠊ᅩ䚸ᑠ㞵⇩᳇ᆅ¥⌧຺☜ㄆ¦䚸

⁇⯅Ỉ㉁㯶䚸᳇ᆅศ㢮ᅯG][I

� §!¨᳜᱂ពぢᥦ౪G][I

� §!¨ඳಶᆅ࿘㑔ⲡᆅΎᩚ⥔ㆤⓗᩍ⫱カ⦎¥Ύᩚ⠊ᅩ䚸≀✀㎪

㆑䚸ⲡ㛗ᗘ/$+¦

� §+¨⮹⅂㇋᥇✀�ᕷᗓ☜ㄆ⬟ྰಖ⟶Ãಶ᭶�⮹⅂㇋⫱ⓗホ

ఒ᪉Å�Æ✀G][I

� §+¨タ❧࿌♧∩㯶䠈¥㐃⤖⥙❰ⓗ-.E]GI¦G][I

� §!¨⿵㜝ὀ᳇ᆅ᳇ᆅⓗ㑅᧪ཬ⌮ཎ๎G][I

᪂➉ᕥᓊỈ⎔ቃ⫱⸛ᅯィ␓ೊ㆟

��

� ᳇ᆅ⏕ែရ㉁ศⅭÅ⣭䠖➼⣭᭱㧗Ⅽ㜝ὀ᳇ᆅ䠈Ⅽ⏕≀ከᶏᛶ㧗࿘㑔ᆅᬒ

䠈ᡈල㜝ὀ⏕≀ศᕸஅ༐ᇦ䠗ḟⅭ⮬↛᳇ᆅ䠈Ⅽල᭷㧗⮬↛ൠٲ䠈ྍ⥔ᣢ

ᩚᡈ㠃✚⮬↛᳇ᆅⓗ༐䠗୍⯡᳇ᆅ๎Ⅽ⮬↛ᗘ㍑ప䠈ᡈᬑ㐢ྍぢⓗ

ᖖぢ᳇ᆅ䠗➼⣭᭱పⅭ᳇ᆅ䠈༶⏕≀⏝அ༐ᇦ䚹

᳇ᆅศ⣭᪉䃠

᳇ᆅရ㉁ ᮏィ␓ޝⓗ᳇ᆅရ㉁ศ⣭᪉�⮬⏕ែᆅᅯᮇ୰ሗ࿌R�������

㜝ὀ᳇ᆅ �K�⥌ᖔື≀⛣ືᗯ㐨அཎ⏕ᶞᯘ�㒊ศἙ␁ᯘ⯅ᾏᓊᯘ�䚸�KK�ཎ⏕᳜≀ከᶏᛶ㧗ⓗ᳃ᯘ�㯣ᵶΰΆᯘ䚸ᾏᓊඛ㦝ᯘ�䚸�KKK�⓲ᆅ⏕≀ከ

ᶏᛶ㧗ⓗ᳇ᆅ�ேᕤ⓲ᆅ�䚸�KX�ཎ⏕᳜≀ከᶏᛶ㧗அⲡᆅ�㎬≪Ἑ◁Ὢ⯅㧗ℿᆅୖஅ⏓᰿Ꮚⲡᆅ䚸ⓑⱴⲡᆅ䠗ឤ₻ᖔஅ㮴ᆅ㰡ᑿ⢖

⓲ᆅ�䚸�X�⮹⅂㇋᳇ᆅ�㒊ศ㎬≪Ἑ㐨ୖእⲡ✀ඃໃⓗⲡᆅ䚸㒊ศබᅬ⥌ᆅ�䠗�XK�Ỉᇦ⏕≀ከᶏᛶ㧗᳇ᆅ�ឤ₻⁁�

⮬↛᳇ᆅ ⮬↛᳇ᆅⅭከᩝ⏕≀ྍ⏝அ᳇ᆅ䠈ୟල᭷⥔ᣢ⏕≀᳇ᆅᩚᛶஅຌ⬟䠈ᡈ⪅⏕ែൠٲල᭷≉Ṧ㔜せᛶஅ᳇ᆅ䠈Ⅽ㜝ὀ⏕≀₮

ᅾ᳇ᆅ⎔ቃ䚹↛⪋ィ␓⠊ᅩ⥂Ṗ㛗ᮇேⅭ⏝䠈ཎἙ㐨⯅㧗ℿᆅ⠊ᅩල᭷㔞እ✀⮬↛ᣅṪ⏕㛗䠈⮬↛᳇ᆅ㞪ල᭷᳃ᯘ䚸ⲡ

ᆅ䚸ⲡ⃝ᆅஅእや⯅ຌ⬟䠈ዴᥦ౪ື≀⛣ືᗯ㐨䚸㐽ⶸ䚸䓨⸝➼䠈ణ᳜⿕ᖖⅭᑡᩝእධ᳜≀そ䠈ཎ⏕᳜⿕✀㢮⯅ᩝ㔞㈋ஈ

䠈᳜⿕ᒙḟ䚸⤖ᵓ⯅≀✀⤌ᡂ➼᳇ᆅရ㉁ᖖዴཎ⏕᳜⿕䠈㞪Ⅽ⮬↛᳇ᆅ䠈ణィ␓⠊ᅩᖖⅭຎ୰அ᳇ᆅ⎔ቃ

㖟ྜṅᯘ䚸⪏⓲⚻ⲡᡈⷘ㢮ඃໃⓗ⓲ⲡᆅ䚸㎬≪Ἑ⯅ឤ₻ᖔஅὶ㊰⠊ᅩ䚸▼ℿᆅ䚸㇟ⲡ䚸ᕮᢼⲡ䚸ⲡ䚸እⲡ✀ඃໃⓗⲡ

ᆅ䠈௨ཬேᕤỈ㐨அᅵ㉁⁁⯅ⲡ⁁

୍⯡᳇ᆅ ୍⯡᳇ᆅໟྵ㠃✚බᅬ⥌ᆅ⯅㎰∾⏝ᆅ䠈ேᕤỈ㐨அ◅▼⁁䚸㏱Ỉ㗤㠃⁁䠈௨ཬ㒊ศேᕤ〄㟢ᆅ䠈Ⅽ⮬↛ᗘ㍑పⓗ᳇ᆅ

⎔ቃ

᳇ᆅ ㏻⏝ᆅ䚸බ⏝タഛ䚸Ỉᵓ㐀≀䚸ᘓ⠏⏝ᆅ䠈Ⅽ⏕≀⏝அ᳇ᆅ⎔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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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㢮ᆺ᳇ᆅᘓ㆟᠕ᑞ᪉

㜝ὀ᳇ᆅ᠕㑊චᕤ⛬つᡈᶵලᨐື ¥㝖ඳሢேᕤ
⓲ᆅỈ㧓௨እ¦䠈௨ಖ⌧ᆅ⏕ែ≪ἣ⯅㜝ὀ≀✀䚹

᳇ᆅ௨㏻䚸ᶵල䚸ᘓ⠏䚸タഛ⏝ᆅⅭ䠈せ㆟㢟Ⅽ᳇ᆅษ⯅㏱Ỉ㗤㠃䚹᠕ྍᨵၿ �ᢹ㝖㗤㠃䠈௨ᙉ
Ṉ㢮᳇ᆅᥦ౪⤥ྠ⏕≀⏝ⓗᩀ┈䠈↛Ṉ㢮᳇ᆅ⟶⌮㏻ᖖᾙཬ㠀᪂➉ᕷஅḒ㈐ႝ ¥༐Ỉ㈨※ᒁ䚸➨Ἑᕝ
ᒁ➼¦䠈ᨵၿ㞴ᗘ㍑㧗䠈᠕᭳ྠ┦㜝Ḓ㈐ႝ䠈ᥦฟ㛗ᮇᨵၿ᳇ᆅⓗᕤస᪉䚹

୍⯡᳇ᆅޝໟᣓ㎰∾⏝ᆅ䚸බᅬ⥌ᆅ䚸ேᕤ〄㟢ᆅ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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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關注植物辨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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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豆 臺灣大豆 

  

臺灣大豆 臺灣大豆 

  

臺灣大豆(花) 臺灣大豆(果莢) 

  

臺灣大豆 臺灣大豆 

  

臺灣鐵莧 臺灣鐵莧 

  

臺灣鐵莧(雄花序) 臺灣鐵莧(雌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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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鐵莧 臺灣鐵莧 

  

聚藻 聚藻 

  

甜根子草 甜根子草 

  

甜根子草 甜根子草 

  

白羊草(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白羊草(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白羊草(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歧穗臭根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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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穗臭根子草(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歧穗臭根子草 

  

臭根子草(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臭根子草(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毛木藍(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毛木藍(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野木藍 野木藍 

  

毛蓼(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毛蓼(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蘆竹(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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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部分物種照片，因新竹左岸計畫內拍攝成果不佳，由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協助提供新竹市環保
局後續維管廠商教育訓練使用。  

  

蘆竹 蘆竹(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水蔗草 水蔗草 

  

開卡蘆(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開卡蘆(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附件二、關注植物建議棲地保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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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關注植物建議棲地保全範圍之依據，為本計畫進行之棲地調繪與植物名錄建置成果。其單
元為本計畫進行棲地調繪之單元內，標註為「關注棲地」或記錄有「關注植物物種」之區
域。 

2. 關注植物之認定，如本計畫期中報告內第4.4.3節所述。又，部分外來物種為主的植被環境
，因評估可能具廊道效益而納入「關注棲地」者，亦納入本次關注植物建議棲地保全範圍

內提出供參。 
3. 臺灣大豆、臺灣鐵莧兩物種在新竹左岸的記錄侷限，其建議棲地保全範圍周邊，(1)不應有
工程擾動；(2)應避免刈草；(3)建議定期追蹤評估族群數量與物候狀況。 

4. 其餘關注植物物種建議棲地保全範圍，需留意，(1)避免不必要的工程擾動，並應於各未來
工程中辦理生態檢核時特別注意相關物種分布狀況；(2)若有工程擾動，應配合進行表土保
存與移置；(3)刈草作業以離路面1公尺外不刈草、離路面1公尺內刈草頻率降低、且保留
1/2之植物高度為原則；(4)配合刈草作業清除銀合歡、平原菟蕬子、小花蔓澤蘭等強勢外
來物種。 

5. 圖面資料量較多，其細節請見以下連結，以下連結將於109.12.15後失效： 
a. Google Map（可下載kml檔）：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mid=1yd4NcN9PvgDDl1o4pTy2iP0Ar1X
wgPux&usp=sharing 

b. dxf：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078fD6yl5Mxf-izXb5Y0COB50i4v_Ky/view?usp=s
haring 

c. p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LB2b2FAk-CsQs7eSaStuLSgXqVpgTau/view?usp
=sharing 

d. 備註：109.12.15後相關資料均將轉移給新竹市環境保護局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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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關於第四批次工程案平面圖(1104版

本)植栽選擇與標示不宜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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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栽物種選擇問題 
 
依據第四批次工程案所提供的平面圖（109.11.04版本），現況仍有數種植栽選擇並非現地原生物
種，或有名稱問題，下表一條列說明疑點，並提出建議予貴局與設計廠商參考。 
 

表一、植栽選擇問題 

 
二、運動公園周邊臺灣大豆保全區域偏移 
 

1. 依據依據第四批次工程案所提供的平面圖（109.11.04版本，圖號L2-03），臺灣大豆的
「關注植物保護區」圍欄範圍並未包含臺灣大豆現生的範圍。 

2. 本計畫將建議保全範圍匯出如本文附錄二，建議貴局與設計廠商參酌調整。 
3. 保全範圍圖層於本附錄第四點內提供，所提供的圖層檔名中均有座標系統的標註，並提供
有TWD67、WGS84(非投影)兩種規格，請擇適用者匯入調整。 

 
三、平面圖內「關注動、植物點位」偏移 
 

1. 據依據第四批次工程案所提供的平面圖（109.11.04版本），各頁面之關注物種座標均有偏
移本計畫原始資料狀況。 

2. 本計畫再次提出各關注物種的觀察點位，所提供的圖層檔名中均有座標系統的標註，並提
供有TWD67、WGS84(非投影)兩種規格，請擇適用者匯入調整。 

3. 又，標示關注動植物點位亦有於圖面提及「不得清整該區域」。本計畫肯定此類生態友善
措施，然需注意其範圍，應配合施工中生態檢核單位進行審慎評估規劃。 

 
四、圖層與照片下載連結 
 
附錄三內所有提供之圖層檔案，可於以下連結下載，連結將於109.12.15後失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e13z0hcFAOKxSpo_pwCSBe8m755pONi/view?usp=sharing 
 
 

  

名稱 問題 建議 

臺灣火刺木 1. 名稱有誤，不確定是否為臺東火刺木 
2. 承1.，若為台東火刺木，非新竹在地原生物種 

改採其他在地原生灌木
植栽 

狼尾草 外來物種 改採其他在地原生草花
植栽 

白花三葉草 外來物種 改採其他在地原生草籽
噴植 

截葉胡枝子 名稱未能對應具體學名，無法判斷是否為建議栽植的物種 請設計廠商提供本物種
學名，以便判斷物種是
否在地適生 

田代氏石斑木 非新竹在地原生物種 改採其他在地原生灌木
植栽 

 
 
 
 
 
 
 
 

 
附件四、臺灣大豆保全建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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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七、本計畫生態調查之物種觀察記錄 

 
  

備註：


3.依據分類群、屬名字首字母順序編排。

2.人為觀察資料與機器觀測資料(自動相機資料與蝙蝠超音
波錄音資料)區分為前後表格。

1.本記錄為計畫內生態情報地圖與生態情報網建置之調查原 
始資料， 其欄位格式參考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之標準建 
置。請以地理資訊系統瀏覽生態情報地圖以取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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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以TBN為準) 中文俗名 緯度(WGS84) 經度(WGS84) 所在縣市鄉鎮 調查日期

紀錄數

量(個體) 生物分類群
資料集發佈

者 資料集作者 所屬資料(集)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24.8301281 120.9595591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24.82397821 120.9811032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24.80764681 121.0135964 新竹市東區 2020-07-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24.80767334 121.0169831 新竹市東區 2020-07-13 8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24.82 121 新竹市東區 2020-07-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24.82219231 120.9864615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24.82105605 120.991589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24.80932679 121.0137586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八哥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javanicus 白尾八哥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javanicus 白尾八哥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8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javanicus 白尾八哥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8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javanicus 白尾八哥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1.人為觀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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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idotheres 
javanicus 白尾八哥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0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9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titis 
hypoleucos 磯鷸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titis 
hypoleucos 磯鷸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titis 
hypoleucos 磯鷸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titis 
hypoleucos 磯鷸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lauda gulgula 小雲雀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6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lcedo atthis 翠鳥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lcedo atthis 翠鳥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lcedo atthis 翠鳥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lcedo atthis 翠鳥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maurornis 
phoenicurus 白腹秧雞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nas 
zonorhyncha 花嘴鴨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1.人為觀察資料

236 of 501



Anas 
zonorhyncha 花嘴鴨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8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nas 
zonorhyncha 花嘴鴨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nas 
zonorhyncha 花嘴鴨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nas 
zonorhyncha 花嘴鴨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pus nipalensis 小雨燕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8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pus nipalensis 小雨燕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pus nipalensis 小雨燕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pus nipalensis 小雨燕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0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rdea alba 大白鷺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rdea alba 大白鷺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rdea alba 大白鷺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rdea alba 大白鷺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rdea 
intermedia 中白鷺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rdea 
intermedia 中白鷺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rdea 
intermedia 中白鷺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rdea 
intermedia 中白鷺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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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9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primulgus 
affinis 南亞夜鷹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primulgus 
affinis 南亞夜鷹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ecropis 
striolata 赤腰燕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ecropis 
striolata 赤腰燕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entropus 
bengalensis 番鵑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entropus 
bengalensis 番鵑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entropus 
bengalensis 番鵑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entropus 
bengalensis 番鵑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東方環頸

鴴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haradrius 
dubius 小環頸鴴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isticola exilis
黃頭扇尾

鶯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isticola exilis
黃頭扇尾

鶯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isticola exilis
黃頭扇尾

鶯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0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isticola exilis
黃頭扇尾

鶯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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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ticola juncidis 棕扇尾鶯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isticola juncidis 棕扇尾鶯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isticola juncidis 棕扇尾鶯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olumba livia 野鴿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0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olumba livia 野鴿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olumba livia 野鴿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olumba livia 野鴿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olumba livia 野鴿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opsychus 
saularis 鵲鴝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yanoderma 
ruficeps 山紅頭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yanoderma 
ruficeps 山紅頭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yanoderma 
ruficeps 山紅頭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yanoderma 
ruficeps 山紅頭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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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rurus 
macrocercus 大卷尾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icrurus 
macrocercus 大卷尾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icrurus 
macrocercus 大卷尾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icrurus 
macrocercus 大卷尾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icrurus 
macrocercus 大卷尾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gretta garzetta 小白鷺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6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gretta garzetta 小白鷺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6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gretta garzetta 小白鷺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gretta garzetta 小白鷺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gretta garzetta 小白鷺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lanus 
caeruleus 黑翅鳶 24.83185198 120.9556242 新竹市北區 2020-07-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lanus 
caeruleus 黑翅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allinago 
gallinago 田鷸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allinula 
chloropus 紅冠水雞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allinula 
chloropus 紅冠水雞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allinula 
chloropus 紅冠水雞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9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arrulax 
taewanus 臺灣畫眉 24.82397821 120.9811032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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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rulax 
taewanus 臺灣畫眉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racupica 
nigricollis 黑領椋鳥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racupica 
nigricollis 黑領椋鳥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9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irundo rustica 家燕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irundo rustica 家燕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8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irundo rustica 家燕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irundo tahitica 洋燕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6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irundo tahitica 洋燕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irundo tahitica 洋燕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irundo tahitica 洋燕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irundo tahitica 洋燕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水雉 24.80970303 121.014568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水雉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pothymis 
azurea 黑枕藍鶲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pothymis 
azurea 黑枕藍鶲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pothymis 
azurea 黑枕藍鶲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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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紅嘴黑鵯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紅嘴黑鵯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紅嘴黑鵯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紅嘴黑鵯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紅嘴黑鵯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Ixobrychus 
cinnamomeus 栗小鷺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Ixobrychus 
cinnamomeus 栗小鷺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Ixobrychus 
sinensis 黃小鷺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schach 棕背伯勞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schach 棕背伯勞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schach 棕背伯勞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onchura 
punctulata 斑文鳥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onchura 
punctulata 斑文鳥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onchura 
punctulata 斑文鳥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onchura 
punctulata 斑文鳥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onchura 
punctulata 斑文鳥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otacilla alba 白鶺鴒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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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acilla alba 白鶺鴒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ycticorax 
nycticorax 夜鷺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ycticorax 
nycticorax 夜鷺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ycticorax 
nycticorax 夜鷺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ycticorax 
nycticorax 夜鷺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ycticorax 
nycticorax 夜鷺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ndion 
haliaetus 魚鷹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ndion 
haliaetus 
haliaetus 魚鷹 24.83 120.97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60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2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6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39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4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ca serica 喜鵲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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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inia 
flaviventris 灰頭鷦鶯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inia 
flaviventris 灰頭鷦鶯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inia 
flaviventris 灰頭鷦鶯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inia 
flaviventris 灰頭鷦鶯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inia inornata 褐頭鷦鶯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6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inia inornata 褐頭鷦鶯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6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inia inornata 褐頭鷦鶯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inia inornata 褐頭鷦鶯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inia inornata 褐頭鷦鶯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6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6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8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0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Riparia 
chinensis 棕沙燕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5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彩鷸 24.83391706 120.9526781 新竹市北區 2020-07-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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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tratula 
benghalensis 彩鷸 24.8326142 120.9556459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6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彩鷸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6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inosuthora 
webbiana 粉紅鸚嘴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inosuthora 
webbiana 粉紅鸚嘴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珠頸斑鳩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珠頸斑鳩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珠頸斑鳩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珠頸斑鳩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珠頸斑鳩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紅鳩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紅鳩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紅鳩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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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紅鳩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紅鳩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urnia 
malabarica 灰頭椋鳥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achybaptus 
ruficollis 小鸊鷉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achybaptus 
ruficollis 小鸊鷉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埃及聖䴉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9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埃及聖䴉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埃及聖䴉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8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埃及聖䴉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inga nebularia 青足鷸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urnix suscitator 棕三趾鶉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Zosterops 
simplex 斯氏繡眼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8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Zosterops 
simplex 斯氏繡眼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Zosterops 
simplex 斯氏繡眼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9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Zosterops 
simplex 斯氏繡眼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7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Zosterops 
simplex 斯氏繡眼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賓 24.806 121.018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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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臺灣石賓 24.814 121.01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4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rius maculatus 斑海鯰 24.84 120.9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didia 
barbata 臺灣鬚鱲 24.806 121.018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3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hanna striata 線鱧 24.83566108 120.949490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hanna striata 線鱧 24.8152291 121.0032562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helon 
macrolepis 大鱗龜鮻 24.84 120.9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helon 
macrolepis 大鱗龜鮻 24.83746578 120.9479509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helon 
subviridis 綠背龜鮻 24.84 120.9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ichlasoma 
citrinellum ╳ C. 
synspilum 血鸚鵡 24.826 120.97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obitis sinensis 中華鰍 24.814 121.01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istoechodon 
tumirostris 圓吻鯝 24.82545808 120.9759345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istoechodon 
tumirostris 圓吻鯝 24.814 121.01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llochelon 
vaigiensis 黄鯔 24.84 120.9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rres limbatus
緣邊鑽嘴

魚 24.84 120.9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5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rres limbatus
緣邊鑽嘴

魚 24.83746578 120.9479509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10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lossogobius 
giuris 叉舌鰕虎 24.83746578 120.9479509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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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iculter 
leucisculus 䱗 24.82545808 120.9759345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emiculter 
leucisculus 䱗 24.80838592 121.0145536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emiculter 
leucisculus 䱗 24.814 121.01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eiognathus 
equulus 短棘鰏 24.84 120.9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eiognathus 
equulus 短棘鰏 24.83746578 120.9479509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icrophysogobi
o brevirostris

短吻小鰾

鮈 24.814 121.01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ugil cephalus 鯔 24.84 120.9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3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psariichthys 
evolans

長鰭馬口

鱲 24.814 121.01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

鱲 24.806 121.018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0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粗首馬口

鱲 24.814 121.01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4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eochromis sp.
雜交吳郭

魚 24.83566108 120.949490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4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eochromis sp.
雜交吳郭

魚 24.82545808 120.9759345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eochromis sp.
雜交吳郭

魚 24.826 120.97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3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eochromis sp.
雜交吳郭

魚 24.827 120.97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7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eochromis sp.
雜交吳郭

魚 24.806 121.018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eochromis sp.
雜交吳郭

魚 24.80838592 121.0145389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6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eochromis sp.
雜交吳郭

魚 24.814 121.01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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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ochromis sp.
雜交吳郭

魚 24.8152394 121.0032562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eochromis sp.
雜交吳郭

魚 24.81081872 121.0126838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5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ratanakia 
himantegus 臺灣石鮒 24.814 121.01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彈塗魚 24.84 120.9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彈塗魚 24.83746578 120.9479509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ecilia 
reticulata 孔雀花鱂 24.83566108 120.949490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5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ecilia 
reticulata 孔雀花鱂 24.8152394 121.0032619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ecilia 
reticulata 孔雀花鱂 24.816 121.0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2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madasys 
kaakan 星雞魚 24.84 120.9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3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madasys 
kaakan 星雞魚 24.83746578 120.9479509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9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terygoplichthy
s pardalis

豹紋翼甲

鯰 24.82545808 120.9759345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terygoplichthy
s pardalis

豹紋翼甲

鯰 24.826 120.97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5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terygoplichthy
s pardalis

豹紋翼甲

鯰 24.827 120.97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terygoplichthy
s pardalis

豹紋翼甲

鯰 24.806 121.018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terygoplichthy
s pardalis

豹紋翼甲

鯰 24.80838592 121.0145389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

虎 24.806 121.018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鰕

虎 24.814 121.01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2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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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pon jarbua 花身鯻 24.84 120.9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魚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alypha 
angatensis 
Blanco 臺灣鐵莧 24.83791471 120.9454745 新竹市北區 2020-08-10 10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pluda mutica 
L. 水蔗草 24.82637492 120.9745255 新竹市北區 2020-07-23 3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rundo donax 
L. 蘆竹 24.81154262 121.0119988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othriochloa 
intermedia 
(R.Br.) A.Camus 臭根子草 24.8096644 121.0149068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22 1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othriochloa 
ischaemum (L.) 
Keng 白羊草 24.80966458 121.0130372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2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avalia 
lineata (Thunb.) 
DC. 肥豬豆 24.82820683 120.9697269 新竹市北區 2020-07-23 1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lycine max (L.) 
Merr. subsp. 
formosana 
(Hosok.) 
Tateishi & 
H.Ohashi 臺灣大豆 24.8141974 121.0056484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0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lycine max (L.) 
Merr. subsp. 
formosana 
(Hosok.) 
Tateishi & 
H.Ohashi 臺灣大豆 24.8124817 121.0105151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0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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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ofera hirsut 
L. 野木藍 24.8303712 120.9592592 新竹市北區 2020-08-10 2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Indigofera hirsut 
L. 毛木藍 24.80654021 121.0176068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yriophyllum 
spicatum L. 聚藻 24.80812027 121.0171718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22 2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yriophyllum 
spicatum L. 聚藻 24.82557215 120.9796007 新竹市北區 2020-07-23 10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yriophyllum 
spicatum L. 聚藻 24.82618532 120.974535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3 1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yriophyllum 
spicatum L. 聚藻 24.80630538 121.0182892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0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ersicaria 
barbata (L.) 
H.Hara 毛蓼 24.82835129 120.9697269 新竹市北區 2020-07-23 3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partina 
alterniflora 
Loisel. 互花米草 24.84400599 120.9377839 新竹市北區 2020-08-10 1000 被子植物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波蛺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6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波蛺蝶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orbo cinnara 禾弄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orbo cinnara 禾弄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5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topsilia 
pomona 遷粉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topsilia 
pomona 遷粉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olias erate 
formosana 紋黃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anaus 
chrysippus 金斑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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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aus 
chrysippus 金斑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anaus genutia 虎斑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雙標紫斑

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雙標紫斑

蝶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雙標紫斑

蝶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urema hecabe 黃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9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urema hecabe 黃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urema hecabe 黃蝶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0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urema hecabe 黃蝶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urema hecabe 黃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6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青鳳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青鳳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幻蛺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幻蛺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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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limnas 
bolina kezia 幻蛺蝶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polimnas 
misippus

雌擬幻蛺

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polimnas 
misippus

雌擬幻蛺

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Jamides alecto 
dromicus

淡青雅波

灰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Jamides alecto 
dromicus

淡青雅波

灰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Junonia almana 眼蛺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5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Junonia almana 眼蛺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Junonia almana 眼蛺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Junonia orithya 青眼蛺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mpides 
boeticus 豆波灰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mpides 
boeticus 豆波灰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ethe europa 
pavida

長紋黛眼

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elanitis leda 暮眼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elanitis leda 暮眼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eptis hylas 
lulculenta 豆環蛺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eptis hylas 
lulculenta 豆環蛺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eptis hylas 
lulculenta 豆環蛺蝶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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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is hylas 
lulculenta 豆環蛺蝶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eptis hylas 
lulculenta 豆環蛺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4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pilio 
demoleus 花鳳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0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pilio 
demoleus 花鳳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pilio 
demoleus 花鳳蝶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pilio helenus 
fortunius 白紋鳳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pilio memnon 
heronus 大鳳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pilio protenor 黑鳳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rnara bada 小稻弄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rnara bada 小稻弄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0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elopidas agna
尖翅褐弄

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elopidas agna
尖翅褐弄

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8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halanta 
phalantha 琺蛺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halanta 
phalantha 琺蛺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halanta 
phalantha 琺蛺蝶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7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halanta 
phalantha 琺蛺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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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is rapae 
crucivora 白粉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eris rapae 
crucivora 白粉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7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eris rapae 
crucivora 白粉蝶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7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eris rapae 
crucivora 白粉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lygonia c-
aureum lunulata 黃鉤蛺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lygonia c-
aureum lunulata 黃鉤蛺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lygonia c-
aureum lunulata 黃鉤蛺蝶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tanthus 
confucius 
angustatus 黃斑弄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tanthus 
confucius 
angustatus 黃斑弄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4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tanthus 
motzui

墨子黃斑

弄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6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osotas nora 
formosana 波灰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osotas nora 
formosana 波灰蝶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Udaspes folus 薑弄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藍灰蝶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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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zeeria maha 
okinawana 藍灰蝶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3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藍灰蝶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藍灰蝶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蝶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ustruca lactea
乳白南方

招潮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ustruca lactea
乳白南方

招潮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ustruca lactea
乳白南方

招潮 24.83856885 120.947576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ridina 
pseudodenticul
ata

假鋸齒米

蝦 24.816 121.0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6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hiromantes 
dehaani

無齒螳臂

蟹 24.83856885 120.947576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riocheir 
japonicus

日本絨螯

蟹 24.80838561 121.0174249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22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aetice 
depressus 平背蜞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lasimus 
borealis

北方丑招

潮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lasimus 
borealis

北方丑招

潮蟹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elicana 
doerjesi

德氏仿厚

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elicana 
doerjesi

德氏仿厚

蟹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elice 
formosensis 台灣厚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elice 
formosensis 台灣厚蟹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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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ice 
formosensis 台灣厚蟹 24.83856885 120.947576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emigrapsus 
penicillatus

絨毛近方

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emigrapsus 
penicillatus

絨毛近方

蟹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Ilyoplax 
tansuiensis 淡水泥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acrobrachium 
japonicum 大和沼蝦 24.814 121.01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2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日本沼蝦 24.80794232 121.0153487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2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acrophthalmu
s banzai

萬歲大眼

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acrophthalmu
s banzai

萬歲大眼

蟹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etapenaeus 
ensis

刀額新對

蝦 24.84 120.9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2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etaplax 
elegans

秀麗長方

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etaplax 
elegans

秀麗長方

蟹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etopograpsus 
thukuhar

方形大額

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ictyris 
brevidactylus

短指和尚

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ictyris 
brevidactylus

短指和尚

蟹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cypode 
sinensis 中華沙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cypode 
stimpsoni 斯氏沙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raleptuca 
crassipes

粗腿擬瘦

招潮 24.83721925 120.94815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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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eptuca 
splendida

麗彩擬瘦

招潮 24.83724888 120.9481267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rasesarma 
bidens

雙齒近相

手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rasesarma 
bidens

雙齒近相

手蟹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rasesarma 
bidens

雙齒近相

手蟹 24.83856885 120.947576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rasesarma 
pictum

斑點擬相

手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rasesarma 
pictum

斑點擬相

手蟹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enaeus 
monodon 斑節對蝦 24.84 120.9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enaeus 
monodon 斑節對蝦 24.83746578 120.9479509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ocambarus 
clarkii

克氏原蝲

蛄 24.816 121.0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4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seudohelice 
subquadrata

似方假厚

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seudohelice 
subquadrata

似方假厚

蟹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seudohelice 
subquadrata

似方假厚

蟹 24.83856885 120.947576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copimera 
intermedia

中型股窗

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copimera 
longidactyla

長趾股窗

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copimera 
longidactyla

長趾股窗

蟹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cylla olivacea 欖綠青蟳 24.83856885 120.947576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cylla serrata 鋸緣青蟳 24.84067326 120.9429599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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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ethypocoelis 
ceratophora

角眼切腹

蟹 24.83856885 120.947598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ubuca arcuata
弧邊管招

潮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ubuca arcuata
弧邊管招

潮蟹 24.8385889 120.947554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ubuca arcuata
弧邊管招

潮蟹 24.83856885 120.947576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Varuna litterata 字紋弓蟹 24.84333925 120.9385843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Varuna litterata 字紋弓蟹 24.83746578 120.9479509 新竹市北區 2020-07-22 3 蝦蟹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isoma 
panorpoides 
panorpoides 粗腰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isoma 
panorpoides 
panorpoides 粗腰蜻蜓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4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rachydiplax 
chalybea 
flavovittata 橙斑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褐斑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褐斑蜻蜓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4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eriagrion 
auranticum 
ryukyuanum 紅腹細蟌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opera 
marginipes 脛蹼琵蟌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猩紅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1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猩紅蜻蜓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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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猩紅蜻蜓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8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Ictinogomphus 
rapax 粗鉤春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5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Ictinogomphus 
rapax 粗鉤春蜓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4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Ischnura 
senegalensis 青紋細蟌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Ischnura 
senegalensis 青紋細蟌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Ischnura 
senegalensis 青紋細蟌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0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thetrum 
luzonicum 呂宋蜻蜓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霜白蜻蜓(
中印亞種)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霜白蜻蜓(
中印亞種)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霜白蜻蜓(
中印亞種)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杜松蜻蜓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0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杜松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杜松蜻蜓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杜松蜻蜓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rthetrum 
triangulare 鼎脈蜻蜓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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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ala 
flavescens 薄翅蜻蜓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9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ntala 
flavescens 薄翅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9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ntala 
flavescens 薄翅蜻蜓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ntala 
flavescens 薄翅蜻蜓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ntala 
flavescens 薄翅蜻蜓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tamarcha 
congener 
congener 溪神蜻蜓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tamarcha 
congener 
congener 溪神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seudagrion 
microcephalum 瘦面細蟌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seudagrion 
pilidorsum 
pilidorsum 弓背細蟌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seudothemis 
zonata 黃紉蜻蜓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seudothemis 
zonata 黃紉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5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seudothemis 
zonata 黃紉蜻蜓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彩裳蜻蜓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9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彩裳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7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彩裳蜻蜓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4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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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tinogomph
us clavatus 細鉤春蜓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amea virginia 大華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amea virginia 大華蜻蜓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ithemis aurora 紫紅蜻蜓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ithemis aurora 紫紅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ithemis aurora 紫紅蜻蜓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ithemis festiva 樂仙蜻蜓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ithemis festiva 樂仙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ithemis festiva 樂仙蜻蜓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Urothemis 
signata yiei 褐基蜻蜓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Urothemis 
signata yiei 褐基蜻蜓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Urothemis 
signata yiei 褐基蜻蜓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3 蜻蛉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08135 121.01651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3988 120.94345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40046 120.943492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39984 120.943659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28466 120.967563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2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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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37348 120.94845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37531 120.948671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37325 120.949209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37086 120.94948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4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36627 120.950262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2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36007 120.950369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2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36114 120.950935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4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3582 120.951389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3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28115 120.969682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4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2844 120.968489 新竹市北區 2020-09-07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07024 121.017037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12735 121.0087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14053 121.006155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14235 121.0083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17993 121.002385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2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18582 121.00311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3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19221 121.00205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2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1.人為觀察資料

263 of 501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21403 120.996126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21003 120.99843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1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20585 120.999041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2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19689 121.001099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2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rocoelia 
analis 臺灣窗螢 24.819571 121.001486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4 甲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ngarus 
multicinctus 雨傘節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iploderma 
swinhonis

斯文豪氏

攀蜥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kko 
hokouensis 鉛山壁虎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emidactylus 
frenatus 疣尾蝎虎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emidactylus 
frenatus 疣尾蝎虎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emidactylus 
frenatus 疣尾蝎虎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emidactylus 
frenatus 疣尾蝎虎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auremys 
sinensis 斑龜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auremys 
sinensis 斑龜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auremys 
sinensis 斑龜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Oligodon 
formosanus

赤背松柏

根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lestiodon 
elegans

麗紋石龍

子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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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ydromus 
stejnegeri 蓬萊草蜥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紅耳龜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紅耳龜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紅耳龜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紅耳龜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Xenochrophis 
piscator 草花蛇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爬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andicota 
indica 鬼鼠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黑眶蟾蜍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6 兩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黑眶蟾蜍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 兩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黑眶蟾蜍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兩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jervarya 
limnocharis 澤蛙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2 兩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larana 
guentheri

貢德氏赤

蛙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兩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Hylarana 
guentheri

貢德氏赤

蛙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4 兩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斑腿樹蛙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0 兩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斑腿樹蛙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兩棲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

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

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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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以TBN為準) 中文俗名 緯度(WGS84) 經度(WGS84) 所在縣市鄉鎮 調查日期

紀錄數量(
個體) 生物分類群

資料集發佈

者 資料集作者 所屬資料(集)
Acridotheres 
javanicus 白尾八哥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0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8-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ridotheres 
tristis 家八哥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ambusicola 
sonorivox 台灣竹雞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ambusicola 
sonorivox 台灣竹雞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6725 120.947181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0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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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0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0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0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1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1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ubulcus ibis 黃頭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yanoderma 
ruficeps 山紅頭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8-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0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1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0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3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3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3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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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3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enus Garrulax 噪鶥屬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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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9-1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9-1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9-1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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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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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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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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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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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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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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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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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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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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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黑冠麻鷺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0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0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24.82881 120.965878 新竹市北區 2020-09-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3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3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3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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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3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3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cristatus 紅尾伯勞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Lanius schach 棕背伯勞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0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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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8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30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3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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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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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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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sser montanus 麻雀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ca serica 喜鵲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16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omatorhinus 
musicus 小彎嘴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rinia inornata 褐頭鷦鶯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8-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8-0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8-0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8-0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3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ycnonotus 
sinensis 白頭翁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pilornis cheela 大冠鷲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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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lornis cheela 大冠鷲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珠頸斑鳩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珠頸斑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3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珠頸斑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珠頸斑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0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1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26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2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26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9-1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8-1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8-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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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8-14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7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0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0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1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3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3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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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3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3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1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3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3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3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3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5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2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2 2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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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2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18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0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4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金背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鳥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podemus 
agrarius 赤背條鼠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andicota indica 鬼鼠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Bandicota indica 鬼鼠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8 5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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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8 5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8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7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0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13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10-22 3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10-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10-20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10-17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10-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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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10-0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10-0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9-21 3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9-04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9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29 3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30 3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7-3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38086 120.947186 新竹市北區 2020-08-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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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家犬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

堀川氏棕

蝠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3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

堀川氏棕

蝠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

堀川氏棕

蝠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ptesicus 
serotinus 
horikawai

堀川氏棕

蝠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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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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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0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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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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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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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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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10-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10-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10-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10-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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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30966 120.95818 新竹市北區 2020-08-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2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9-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3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3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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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3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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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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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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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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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3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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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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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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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Felis catus 家貓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yotis ruforniger
赤黑鼠耳

蝠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yotis sp. 鼠耳蝠屬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7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yotis sp. 鼠耳蝠屬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6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yotis sp. 鼠耳蝠屬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6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Myotis sp. 鼠耳蝠屬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9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yctalus plancyi 
velutinus 絨山蝠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8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yctalus plancyi 
velutinus 絨山蝠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0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yctalus plancyi 
velutinus 絨山蝠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Nyctalus plancyi 
velutinus 絨山蝠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3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15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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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7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3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5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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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7-18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8-3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23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0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12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09935 121.015035 新竹縣竹北市 2020-10-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1193 121.012226 新竹縣竹北市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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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2881 120.965878 新竹市北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3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aguma larvata 白鼻心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pistrellus 
abramus 東亞家蝠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3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pistrellus 
abramus 東亞家蝠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85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pistrellus 
abramus 東亞家蝠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67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pistrellus 
abramus 東亞家蝠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23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pistrellus 
abramus 東亞家蝠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pistrellus 
montanus 山家蝠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7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pistrellus 
montanus 山家蝠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5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Pipistrellus 
montanus 山家蝠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Rattus norvegicus 溝鼠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Rattus norvegicus 溝鼠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Rattus norvegicus 溝鼠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cotophilus kuhlii 高頭蝠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28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cotophilus kuhlii 高頭蝠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4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cotophilus kuhlii 高頭蝠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58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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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ophilus kuhlii 高頭蝠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5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cotophilus kuhlii 高頭蝠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17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0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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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3911 120.982004 新竹市北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3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3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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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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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9-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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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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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2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3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3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3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3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7-3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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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5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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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0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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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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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4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6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7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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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8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19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320 of 501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0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1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2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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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Suncus murinus 臭鼩 24.821907 120.994153 新竹市東區 2020-08-23 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Vespertilio 
sinensis 霜毛蝠 24.827804 120.9679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68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Vespertilio 
sinensis 霜毛蝠 24.837706 120.946508 新竹市北區 2020-07-14 17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Vespertilio 
sinensis 霜毛蝠 24.81675 121.00260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31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Vespertilio 
sinensis 霜毛蝠 24.822685 120.987642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46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Vespertilio 
sinensis 霜毛蝠 24.809233 121.014137 新竹市東區 2020-07-14 2 哺乳類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hatina fulica
非洲大蝸

牛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08 1 其他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Achatina fulica
非洲大蝸

牛 24.827873 120.971201 新竹市北區 2020-08-08 1 其他
新竹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台灣生態學會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

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2. 機器觀測資料(含自動相機與蝙蝠超音波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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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 共2頁 

 

資訊系統整合研商會議記錄 

一、 時    間：109年7月2日（星期四）下午02時00分 

二、 地    點：新竹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 主    席：張技正仲佐            記錄：台灣生態學會 

四、 出席人員：見簽到表 

五、 報告事項： 
（一）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路建置」之「生態情報資

料庫」建置規劃與系統架構。 
（二） 「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全線濱河自行車綠廊道景

觀優化工程」網站內容與系統架構。 

六、 會議結論 

（一） 有關新竹市環保局辦理之「新竹左岸濱水廊道景觀營造計畫—全

線濱河自行車綠廊道景觀優化工程」計畫所建置之「監視系統與智

慧平台系統」與「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路建置」計

畫所建置之「生態情報資料庫」，兩系統以「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

系統」為主要對外網站窗口，「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建置對

外網頁以連結(Hyperlink)方式導入「生態情報資料庫」。 

（二） 因「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為主要對外網站窗口，「生態情

報資料庫」建置網頁之設計風格需符合「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

統」。 

（三） 因「生態情報資料庫」需建置具帳號權限管理之後台系統，相關

帳號權限以「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為使用者登入窗口，並以

單一簽入方式登錄至「生態情報資料庫」，兩系統之功能權限各自

管理，僅帳號以單一簽入方式引用。 

（四） 兩計畫之計畫工作項目履約標待執行團隊各自確認，系統整合相

關技術細節待兩承辦單位另行商議後報新竹市環保局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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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散會：下午16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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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左岸計畫系統整合研商工作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9年 8月 4日 (星期二) 下午 2時 

二、會議地點：環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與會團隊：觀察家生態公司、環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凌網科技、藍洋系統

股份有限公司 

四、各團隊說明討論： 

(一) 環輿科技： 

1.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資料庫」為 windows系統架構，系統建置需要
windows相關授權使用，包含 windows server及 SQL server授權兩
大部份，針對系統建置虛擬主機環境需求及相關軟體授權需求說

明。 

2. 針對 7/2會議結論(二)，「生態情報資料庫」建置網頁之設計風格需
符合「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設計風格，協請智慧平台系統團

隊提供最新版設計樣式頁面參考。 

(二) 藍洋系統：針對「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系統架構建置及相關授權
使用購置說明。 

1. 智慧平台系統使用 linux系統架構，相關軟體授權購買依開發需求
簽訂合約採購，目前智慧平台系統僅有作為備份用實體主機購買

windows server 16核心授權。 

(三) 凌網科技： 

1. 針對「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網頁開發及設計現況說明。 

2. 針對前次 7/2會議結論(三)，兩平台系統之功能權限各自管理，僅帳
號以登單一簽入方式引用進行技術討論。 

五、會議結論： 

(一) 環輿科技公司於會後提供藍洋系統公司「生態情報資料庫」虛擬主機環
境需求，作為後續虛擬主機設定依據（附件一）。 

(二) 「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團隊僅有購置備份主機使用 windows 
server核心授權，相關 windows server及 SQL server授權不足提供使用，
「生態情報資料庫」團隊需與新竹市環保局討論後續進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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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凌網科技公司於會後提供「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雛型網頁連結予
以「生態情報資料庫」團隊色系及設計風格參考（附件二）。 

(四) 針對兩平台系統單一簽入引用方式，「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團隊
預計架設網域伺服器(AD)，並以 LDAP協定溝通及驗證帳號密碼後，則
可於新竹市環保局內部網路(內網)登入使用。而此執行方式，一般使用
者若由外部登入使用(外網)，則不適合使用網域伺服器驗證方式進行單
簽作業，若需由外部登入仍需「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團隊提供 web 
service或其他適合對外系統驗證的方式進行統一驗證登入，然「監視系
統與智慧平台系統」團隊說明，單一簽入為牽涉甚廣的工作範疇，為該

計畫預期外工作，該計畫本年度無法處理此部份工作，建議另案討論。 
 

六、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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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生態情報資料庫」虛擬主機環境需求 

1. 生態情報資料庫」需請「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建置服務」計畫團隊提供
虛擬主機，虛擬主機需求規格如下: CPU(4核)、記憶體(8G)、硬碟空間(2T)、
作業系統版本(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9)、資料庫版本(Microsoft SQL 
Server 2019 

2. 因應上述虛擬主機規格，所需授權說明如下，包含：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9 16核心授權、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9 
UsrCAL OLP 5授權、Windows Server External Connector (EC)  2019 
SNGLOLP 授權、Microsoft SQL Server 2019 4核心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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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監視系統與智慧平台系統」雛型網頁 

1. 雛型網頁網址
https://xd.adobe.com/view/5c3d3bce-c10f-4192-5445-a974a4e308a4-2a0c/?fulls
creen 

2. 雛型網頁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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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九、新竹左岸生態情網系統資訊安全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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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r
Report

Acunetix Security Audit

2020-12-23

Generated by Acunet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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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 of ts03.gi-tech.com.tw

Scan details

Scan information

Start time 2020-12-23T11:51:38.483827+08:00

Start url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Historical

Host ts03.gi-tech.com.tw

Scan time 9 minutes, 4 seconds

Profile Full Scan

Server information Microsoft-IIS/10.0

Responsive True

Server OS Windows

Server technologies ASP.NET

Threat level

Acunetix Threat Level 1

One or more low-severity type vulnerabilit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by the scanner.

Alerts distribution

Total alerts found 9

High 0

Medium 0

Low 5

Informational 4

339 of 501



3

Alerts summary

 ASP.NET version disclosure

Classification

CVSS3

CVSS:3.0/AV:N/AC:L/PR:N/UI:N/S:U/C:H/I:N/A:N
Base Score: 7.5
Attack Vector: Network
Attack Complexity: Low
Privileges Required: None
User Interaction: None
Scope: Unchanged
Confidentiality Impact: High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CVSS2

Base Score: 0.0
Access Vector: Network_accessible
Access Complexity: Low
Authentication: None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Exploitability: Not_defined
Remediation Level: Not_defined
Report Confidence: Not_defined
Availabi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Collateral Damage Potential: Not_defined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Integr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Target Distribution: Not_defined

CWE CWE-200

Affected items Variation

Web Server 1

 Clickjacking: X-Frame-Options header missing

Classification

CVSS3

CVSS:3.1/AV:N/AC:L/PR:N/UI:N/S:C/C:N/I:L/A:N
Base Score: 5.8
Attack Vector: Network
Attack Complexity: Low
Privileges Required: None
User Interaction: None
Scope: Changed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Low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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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SS2

Base Score: 4.3
Access Vector: Network_accessible
Access Complexity: Medium
Authentication: None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Partial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Exploitability: Not_defined
Remediation Level: Not_defined
Report Confidence: Not_defined
Availabi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Collateral Damage Potential: Not_defined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Integr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Target Distribution: Not_defined

CWE CWE-693

Affected items Variation

Web Server 1

 Cookies with missing, inconsistent or contradictory properties

Classification

CVSS3

CVSS:3.1/AV:N/AC:L/PR:N/UI:R/S:U/C:N/I:N/A:N
Base Score: 0.0
Attack Vector: Network
Attack Complexity: Low
Privileges Required: None
User Interaction: Required
Scope: Unchanged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CVSS2

Base Score: 0.0
Access Vector: Network_accessible
Access Complexity: Low
Authentication: None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Exploitability: Not_defined
Remediation Level: Not_defined
Report Confidence: Not_defined
Availabi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Collateral Damage Potential: Not_defined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Integr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Target Distribution: Not_defined

CWE CWE-16

Affected items Variation

Web Server 1

 Cookies without Secure flag set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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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SS3

CVSS:3.1/AV:N/AC:L/PR:N/UI:R/S:U/C:N/I:N/A:N
Base Score: 0.0
Attack Vector: Network
Attack Complexity: Low
Privileges Required: None
User Interaction: Required
Scope: Unchanged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CVSS2

Base Score: 0.0
Access Vector: Network_accessible
Access Complexity: Low
Authentication: None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Exploitability: Not_defined
Remediation Level: Not_defined
Report Confidence: Not_defined
Availabi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Collateral Damage Potential: Not_defined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Integr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Target Distribution: Not_defined

CWE CWE-16

Affected items Variation

Web Server 1

 HTTP Strict Transport Security (HSTS) not implemented

Classification

CVSS3

CVSS:3.1/AV:N/AC:L/PR:N/UI:R/S:C/C:N/I:N/A:N
Base Score: 0.0
Attack Vector: Network
Attack Complexity: Low
Privileges Required: None
User Interaction: Required
Scope: Changed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CVSS2

Base Score: 0.0
Access Vector: Network_accessible
Access Complexity: Low
Authentication: None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Exploitability: Not_defined
Remediation Level: Not_defined
Report Confidence: Not_defined
Availabi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Collateral Damage Potential: Not_defined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Integr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Target Distribution: Not_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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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E CWE-16

Affected items Variation

Web Server 1

 Content Security Policy (CSP) not implemented

Classification

CVSS3

CVSS:3.1/AV:N/AC:L/PR:N/UI:R/S:C/C:N/I:N/A:N
Base Score: 0.0
Attack Vector: Network
Attack Complexity: Low
Privileges Required: None
User Interaction: Required
Scope: Changed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CVSS2

Base Score: 0.0
Access Vector: Network_accessible
Access Complexity: Low
Authentication: None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Exploitability: Not_defined
Remediation Level: Not_defined
Report Confidence: Not_defined
Availabi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Collateral Damage Potential: Not_defined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Integr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Target Distribution: Not_defined

CWE CWE-16

Affected items Variation

Web Server 1

 Insecure Referrer Policy

Classification

CVSS3

CVSS:3.1/AV:N/AC:L/PR:N/UI:N/S:C/C:N/I:N/A:N
Base Score: 0.0
Attack Vector: Network
Attack Complexity: Low
Privileges Required: None
User Interaction: None
Scope: Changed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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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SS2

Base Score: 0.0
Access Vector: Network_accessible
Access Complexity: Low
Authentication: None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Exploitability: Not_defined
Remediation Level: Not_defined
Report Confidence: Not_defined
Availabi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Collateral Damage Potential: Not_defined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Integr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Target Distribution: Not_defined

CWE CWE-16

Affected items Variation

Web Server 1

 Microsoft IIS version disclosure

Classification

CVSS3

CVSS:3.0/AV:N/AC:L/PR:N/UI:N/S:U/C:N/I:N/A:N
Base Score: 0.0
Attack Vector: Network
Attack Complexity: Low
Privileges Required: None
User Interaction: None
Scope: Unchanged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CVSS2

Base Score: 0.0
Access Vector: Network_accessible
Access Complexity: Low
Authentication: None
Confidentiality Impact: None
Integrity Impact: None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Exploitability: Not_defined
Remediation Level: Not_defined
Report Confidence: Not_defined
Availabi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Collateral Damage Potential: Not_defined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Integr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Target Distribution: Not_defined

CWE CWE-200

Affected items Variation

Web Server 1

 TLS 1.1 enabled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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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SS3

CVSS:3.1/AV:N/AC:H/PR:N/UI:R/S:U/C:H/I:L/A:N
Base Score: 5.9
Attack Vector: Network
Attack Complexity: High
Privileges Required: None
User Interaction: Required
Scope: Unchanged
Confidentiality Impact: High
Integrity Impact: Low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CVSS2

Base Score: 4.0
Access Vector: Network_accessible
Access Complexity: High
Authentication: None
Confidentiality Impact: Partial
Integrity Impact: Partial
Availability Impact: None
Exploitability: Not_defined
Remediation Level: Not_defined
Report Confidence: Not_defined
Availabi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Collateral Damage Potential: Not_defined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Integrity Requirement: Not_defined
Target Distribution: Not_defined

CWE CWE-16

Affected items Variation

Web Ser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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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s details

 ASP.NET version disclosure

Severity Low
Reported by module /Scripts/PerServer/ASP_NET_Error_Message.script

Description

The HTTP responses returned by this web application include anheader named X-AspNet-Version. The value of this
header is used by Visual Studio to determine which version of ASP.NET is in use.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production sites
and should be disabled.

Impact

The HTTP header may disclos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to launch further attacks.

Recommendation

Apply the following changes to the web.config file to prevent ASP.NET version disclosure:

 
<System.Web> 
 
 <httpRuntime enableVersionHeader="false" /> 
 
</System.Web> 
 

References

HttpRuntimeSection.EnableVersionHeader Property (https://docs.microsoft.com/en-
us/dotnet/api/system.web.configuration.httpruntimesection.enableversionheader?
redirectedfrom=MSDN&view=netframework-4.8#System_Web_Configuration_HttpRuntimeSection_EnableVersionHeader)

Affected items

Web Server
Details

Version information found:

4.0.30319

Request h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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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aspx HTTP/1.1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q=0.8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83.0.4103.61 Safari/537.36 
 
Host: ts03.gi-tech.com.tw 
 
Connection: Keep-alive 
 
 
 

 Clickjacking: X-Frame-Options header missing

Severity Low
Reported by module /Scripts/PerServer/Clickjacking_X_Frame_Options.script

Description

Clickjacking (User Interface redress attack, UI redress attack, UI redressing) is a malicious technique of tricking a Web user
into clicking on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user perceives they are clicking on, thus potentially revealing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r taking control of their computer while clicking on seemingly innocuous web pages. 

The server didn't return an X-Frame-Options header which means that this website could be at risk of a clickjacking
attack. The X-Frame-Options HTTP response header can be used to indicate whether or not a browser should be allowed
to render a page inside a frame or iframe. Sites can use this to avoid clickjacking attacks, by ensuring that their content is
not embedded into other sites.

Impact

The impact depends on the affected web application.

Recommendation

Configure your web server to include an X-Frame-Options header and a CSP header with frame-ancestors directive.
Consult Web referenc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ossible values for this header.

References

The X-Frame-Options response header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HTTP/Headers/X-Frame-Options)
Clickjack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lickjacking)
OWASP Clickjacking (https://cheatsheetseries.owasp.org/cheatsheets/Clickjacking_Defense_Cheat_Sheet.html)
Frame Buster Buster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958997/frame-buster-buster-buster-code-needed)

Affected items

Web Server
Details

Request h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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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 HTTP/1.1 
 
Cookie: ASP.NET_SessionId=2t5gadmw0lqay5jxtpj5im3z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q=0.8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83.0.4103.61 Safari/537.36 
 
Host: ts03.gi-tech.com.tw 
 
Connection: Keep-alive 
 
 
 

 Cookies with missing, inconsistent or contradictory properties

Severity Low
Reported by module /RPA/Cookie_Validator.js

Description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cookies properties causes the cookie to be invalid or incompatible with either a different
property of the same cookie, of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 cookie is being used in. Although this is not a vulnerability in itself,
it will likely lead to unexpected behavior by the application, which in turn may cause secondary security issues.

Impact

Cookies will not be stored, or submitted, by web browsers.

Recommendation

Ensure that the cookies configuration complies with the applicable standards.

References

MDN | Set-Cookie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HTTP/Headers/Set-Cookie)
Securing cookies with cookie prefixes (https://www.sjoerdlangkemper.nl/2017/02/09/cookie-prefixes/)
Cookies: HTTP State Management Mechanism (https://tools.ietf.org/html/draft-ietf-httpbis-rfc6265bis-05)
SameSite Updates - The Chromium Projects (https://www.chromium.org/updates/same-site)
draft-west-first-party-cookies-07: Same-site Cookies (https://tools.ietf.org/html/draft-west-first-party-cookies-07)

Affected items

Web Server
Verified vulnerability

Details

348 of 501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HTTP/Headers/Set-Cookie
https://www.sjoerdlangkemper.nl/2017/02/09/cookie-prefixes/
https://tools.ietf.org/html/draft-ietf-httpbis-rfc6265bis-05
https://www.chromium.org/updates/same-site
https://tools.ietf.org/html/draft-west-first-party-cookies-07


12

List of cookies with missing, inconsistent or contradictory properties: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Historical 

Cookie was set with:

Set-Cookie: ASP.NET_SessionId=2t5gadmw0lqay5jxtpj5im3z; path=/; HttpOnly

This cookie has the following issues:

Request headers

GET /HccZueAn/Views/Historical HTTP/1.1 
 
Referer: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Historical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q=0.8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83.0.4103.61 Safari/537.36 
 
Host: ts03.gi-tech.com.tw 
 
Connection: Keep-alive 
 
 
 

 Cookies without Secure flag set

Severity Low
Reported by module /RPA/Cookie_Without_Secure.js

Description

One or more cookies does not have the Secure flag set. When a cookie is set with the Secure flag, it instructs the browser
that the cookie can only be accessed over secure SSL/TLS channels. This is an important security protection for session
cookies.

Impact

Cookies could be sent over unencrypted channels.

Recommendation

If possible, you should set the Secure flag for these cookies.

Affected items

Web Server
Verified vulnerability

 - Cookie without SameSite attribute. 
When cookies lack the SameSite attribute, Web browsers may apply different and some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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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Cookies without Secure flag set: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Historical 

Set-Cookie: ASP.NET_SessionId=2t5gadmw0lqay5jxtpj5im3z; path=/; HttpOnly

Request headers

GET /HccZueAn/Views/Historical HTTP/1.1 
 
Referer: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Historical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q=0.8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83.0.4103.61 Safari/537.36 
 
Host: ts03.gi-tech.com.tw 
 
Connection: Keep-alive 
 
 
 

 HTTP Strict Transport Security (HSTS) not implemented

Severity Low
Reported by module /httpdata/HSTS_not_implemented.js

Description

HTTP Strict Transport Security (HSTS) tells a browser that a web site is only accessable using HTTPS. It was detected that
your web application doesn't implement HTTP Strict Transport Security (HSTS) as the Strict Transport Security header is
missing from the response.

Impact

HSTS can be used to prevent and/or mitigate some types of man-in-the-middle (MitM) attacks

Recommendation

It's recommended to implement HTTP Strict Transport Security (HSTS) into your web application. Consult web references
for more information

References

hstspreload.org (https://hstspreload.org/)
Strict-Transport-Security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HTTP/Headers/Strict-Transport-Security)

Affected items

Web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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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URLs where HSTS is not enabled: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Historical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Portal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BioIntro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Default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Interactive-map

https://ts03.gi-tech.com.tw/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EcologyDat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AmphibiaReptili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Aquatic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Aves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Insect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e/214817)
[eBird%EF%BC%9A%E5%BD%A9%E9%B7%B8](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Mammali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FileList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e/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Plantae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HistoryData

Request headers

GET /HccZueAn/Views/Historical HTTP/1.1 
 
Referer: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Historical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q=0.8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83.0.4103.61 Safari/537.36 
 
Host: ts03.gi-tech.com.tw 
 
Connection: Keep-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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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 Security Policy (CSP) not implemented

Severity Informational
Reported by module /httpdata/CSP_not_implemented.js

Description

Content Security Policy (CSP) is an added layer of security that helps to detect and mitigate certain types of attacks,
including Cross Site Scripting (XSS) and data injection attacks. 

Content Security Policy (CSP) can be implemented by adding a Content-Security-Policy header. The value of this header
is a string containing the policy directives describing your Content Security Policy. To implement CSP, you should define
lists of allowed origins for the all of the types of resources that your site utilizes.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a simple site that
needs to load scripts, stylesheets, and images hosted locally, as well as from the jQuery library from their CDN, the CSP
header could look like the following:

 
 
Content-Security-Policy: 
 
    default-src 'self'; 
 
    script-src 'self' https://code.jquery.com; 
 

It was detected that your web application doesn't implement Content Security Policy (CSP) as the CSP header is missing
from the response. It's recommended to implement Content Security Policy (CSP) into your web application.

Impact

CSP can be used to prevent and/or mitigate attacks that involve content/code injection, such as cross-site scripting/XSS
attacks, attacks that require embedding a malicious resource, attacks that involve malicious use of iframes, such as
clickjacking attacks, and others.

Recommendation

It's recommended to implement Content Security Policy (CSP) into your web application. Configuring Content Security
Policy involves adding the Content-Security-Policy HTTP header to a web page and giving it values to control resources
the user agent is allowed to load for that page.

References

Content Security Policy (CSP)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HTTP/CSP)
Implementing Content Security Policy (https://hacks.mozilla.org/2016/02/implementing-content-security-policy/)

Affected items

Web Serve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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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s without CSP header: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Historical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Portal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BioIntro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Default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Interactive-map

https://ts03.gi-tech.com.tw/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EcologyDat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AmphibiaReptili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Aquatic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Aves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Insect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e/214817)
[eBird%EF%BC%9A%E5%BD%A9%E9%B7%B8](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Mammali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FileList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e/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Plantae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HistoryData

Request headers

GET /HccZueAn/Views/Historical HTTP/1.1 
 
Referer: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Historical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q=0.8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83.0.4103.61 Safari/537.36 
 
Host: ts03.gi-tech.com.tw 
 
Connection: Keep-alive 
 
 
 

 Insecure Referrer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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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ity Informational
Reported by module /httpdata/insecure_referrer_policy.js

Description

Referrer Policy controls behaviour of the Referer header, which indicates the origin or web page URL the request was
made from. The web application uses insecure Referrer Policy configuration that may leak user's information to third-party
sites.

Impact

In some situations, an attacker may leak a user's private data

Recommendation

Consider setting Referrer-Policy header to 'strict-origin-when-cross-origin' or a stricter value

References

Referrer-Policy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HTTP/Headers/Referrer-Policy)

Affected items

Web Serve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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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s where Referrer Policy configuration is insecure: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Historical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Portal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BioIntro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Default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Interactive-map

https://ts03.gi-tech.com.tw/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EcologyDat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AmphibiaReptili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Aquatic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Aves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Insect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e/214817)
[eBird%EF%BC%9A%E5%BD%A9%E9%B7%B8](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Mammali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FileList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e/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Plantae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HistoryData

Request headers

GET /HccZueAn/Views/Historical HTTP/1.1 
 
Referer: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Historical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q=0.8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83.0.4103.61 Safari/537.36 
 
Host: ts03.gi-tech.com.tw 
 
Connection: Keep-alive 
 
 
 

 Microsoft IIS vers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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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ity Informational
Reported by module /Scripts/PerServer/ASP_NET_Error_Message.script

Description

The HTTP responses returned by this web application include a header named Server. The value of this header includes
the version of Microsoft IIS server.

Impact

The HTTP header may disclos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to launch further attacks.

Recommendation

Microsoft IIS should be configured to remove unwanted HTTP response headers from the response. Consult web
references for more information.

References

Remove Unwanted HTTP Response Headers (https://blogs.msdn.microsoft.com/varunm/2013/04/23/remove-unwanted-
http-response-headers/)

Affected items

Web Server
Details

Version information found:

Microsoft-IIS/10.0

Request headers

GET /|~.aspx HTTP/1.1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q=0.8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83.0.4103.61 Safari/537.36 
 
Host: ts03.gi-tech.com.tw 
 
Connection: Keep-alive 
 
 
 

 TLS 1.1 enabled

Severity Informational
Reported by module /Scripts/PerServer/SSL_Audit.script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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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b server supports encryption through TLS 1.1. When aiming for Payment Card Industry (PCI) Data Security
Standard (DSS) compliance, it is recommended (although at the time or writing not required) to use TLS 1.2 or higher
instead. According to PCI, "30 June 2018 is the deadline for disabling SSL/early TLS and implementing a more secure
encryption protocol – TLS 1.1 or higher (TLS v1.2 is strongly encouraged) in order to meet the PCI Data Security Standard
(PCI DSS) for safeguarding payment data.

Impact

An attacker may be able to exploit this problem to conduct man-in-the-middle attacks and decrypt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affected service and clients.

Recommend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disable TLS 1.1 and replace it with TLS 1.2 or higher.

References

Are You Ready for 30 June 2018? Saying Goodbye to SSL/early TLS (https://blog.pcisecuritystandards.org/are-you-ready-
for-30-june-2018-sayin-goodbye-to-ssl-early-tls)
PCI 3.1 and TLS 1.2 (Cloudflare Support) (https://support.cloudflare.com/hc/en-us/articles/205043158-PCI-3-1-and-TLS-1-
2)

Affected items

Web Server
Details

The SSL server (port: 443) encrypts traffic using TLSv1.1.

Request h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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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ned items (coverage report)
https://ts03.gi-tech.com.tw/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AmphibiaReptili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Aquatic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Aves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BioIntro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e/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e/214817)[eBird：彩鷸](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Insect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Mammali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Biophysical/Plantae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Default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Default.aspx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EcologyDat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FileList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HistoryData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ENV-EDU/Portal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FileRedirect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FileRedirect.aspx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Historical
https://ts03.gi-tech.com.tw/HccZueAn/Views/Interactiv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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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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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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系統操作說明 

一、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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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靜態頁面介紹  

(一 )生態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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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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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動導覽情報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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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教育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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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  

1.生態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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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史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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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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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竹左岸生態情報網管理後台  

(一 )系統登入介面  

 

(二 )公務後台管理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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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庫資料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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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檔案下載區資料上傳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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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帳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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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實例 

 A廠商今年度將執行柯子湖溼地周遭步道的整建與休憩設施之佈建，但因擔心相關工程

施作時可能對周遭的鳥類受到干擾，特別是較大型鳥類─鳶，因此需先查詢近年來是否有相關

之黑翅鳶目擊紀錄。 

1. 進入首頁 > 環境教育專區 > 新竹生態文史資料庫 

2. 於查詢功能區塊設定欲查詢之條件 

(1) 調查日期：選取 2018/11/01 至 2020/10/31，查詢 2 年內之目擊調查記錄。 

(2) 類群：選擇鳥類 

(3) 物種名稱：輸入鳶 

(4) 環域分析：勾選地標選擇>下拉選單選取柯子湖人工溼地，環域範圍選擇 5 km 

 

3. 點選查詢，共出現 3 筆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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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點選後方的 Icon，個別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記錄，其 1 筆如下，並可點選照片查看該

筆目擊時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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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查詢這些資料之空間分布情形，可依據下列步驟進行操作： 

1. 進入首頁 > 互動導覽情報地圖 

2. 點選生態調查頁籤，於查詢功能區塊設定欲查詢之條件： 

(1) 調查日期：選取 2018/11/01 至 2020/10/31，查詢 2 年內之目擊調查記錄。 

(2) 類群：選擇鳥類 

(3) 物種名稱：輸入鳶 

(4) 環域分析：勾選地標選擇>下拉選單選取柯子湖人工溼地，環域範圍選擇 5 km 

3. 點選查詢，地圖上出現以柯子湖人工溼地 5 km的環域範圍，並出現 3 筆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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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點選圖面上之 Icon，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資訊。 

 

5. 為查看該筆調查資料所處的位置，可開啟其他圖層進行套疊，由套疊的結果可知該筆調

查資料於棲地分類上屬於「辮狀河」，於棲地品質分級上屬於「Level 2 自然棲地」，且距

離自行車道相當近，並可由左岸遊憩資訊圖層得知距離自行車道出入口也不遠，如下圖

所示： 

377 of 501



19 
 

6. 為查看「Level 2 自然棲地」之性質與一般性對應管理原則，可回到「其他」頁籤並點選

「棲地品質分級圖」旁的小問號標誌，可透過說明文件了解自然棲地的棲地說明與相關

管理原則。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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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一、各場次水環境工作坊記錄與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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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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遊•新竹頭前溪左岸」系列工作坊，NGO團體意見交流工作坊第一場次 

 

1、 前言 

都市再造的過程，我們都希望能安穩地在這塊土地上安心成家，也讓動植

物生根安居，一起與大地為鄰，共享大自然賜予的豐富資源。為使相關權益關

係人能更了解此次【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實施、

進程及未來展望，將透過一系列的交流工作坊及環境教育議題分享，運用多元

不同視角認識此計畫。 

「漫遊•新竹頭前溪左岸」第一場工作坊，將針對在地 NGO團體及關注此

議題之生態環境保護團體。除由計畫團隊說明計畫目標與執行狀態外，亦將與

參與貴賓針對現地的生態環境議題做意見交流，期望凝聚水環境教育在地共識

與力量。 

 

2、 活動地點與時間： 

(一) 主辦單位：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二)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生態學會 

(三) 參加對象：長期關注新竹市地區水環境發展、持續進行環境教育活動的

NGO團體、在地周遭社區發展協會、鄰近國中小學師長 

(四) 地點：水源社區發展協會研發館(新竹市東區原興路 198號) 

(五) 日期與時間：民國 109年 8月 6日(四) 13:30~16:30 

(六) 活動主題：新竹左岸計畫說明與初步調查成果公開 

(七) 主講者：社團法人台灣生態學會計畫團隊 

 

時間 內容 

13:30~13:50 報到、長官致詞 

13:50~14:30 
「看見左岸」： 

計畫介紹與初步調查成果公開 

14:30~15:10 
「新竹左岸補綠網」： 

前瞻水環境藍圖如何對接國土綠網 

15:10~11:25 中場休息 

15:25~16:10 
「圓桌論壇」： 

新竹左岸水環境營造的跨域對話 

16:10~16:30 結束大合照 

 

3、 聯絡方式 

劉嘉欣  小姐  04-2359-5140、0916-204640 

謝傳鎧  先生  04-2265-3756 #106、0937-593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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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第一次NGO意見交流工作坊 

一、名稱：漫遊頭前溪左岸。心旅行  

二、時間：2020.8.6 (四) 13:30-16:30 

三、地點：水源社區發展協會研發館 

四、主持人：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 

五、工作坊課程資料連結：https://reurl.cc/q83Wzy。 

六、工作坊課程簡介：本工作坊針對在地居民(以東區水源里為主)及NGO團體舉辦，由計畫團
隊說明計畫目標與執行狀況，並邀請與會貴賓針對「新竹左岸的平台建立」、「未來營造」等

議題進行意見交流，期望凝聚水環境教育在地共識與力量。 

七、議程： 

八、課程與討論重點紀錄： 

1. 本場次共有56人出席，出席人員以水源社區居民為主，另新竹左岸接鄰的各里長、社
區發展協會亦多有出席。新竹市水環境顧問團之主持人莊建築師、新竹市工務處下水

道科同仁、荒野劉月梅理事長、國立清華大學楊樹森博士等專家亦出席與談，並了解

本計畫之辦理情形。 
2.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洪明仕副局長先開場致詞，說明新竹市辦理本計畫之緣由，新竹市
首先了解在地有甚麼樣的資源，再決定做甚麼樣的建設，從千甲里的空品計畫區到溪
埔子濕地，皆由環保局主則負責，今天的工作坊希望能蒐集鄉親們的意見，市府團隊

希望聽見在地的聲音。當然計畫中也有專業團隊提供我們專業意見，本次生態調查的

成果是很好的資源，未來可作為在地發展的參考，非常有潛力，今天的工作坊希望大

家勇於表達意見。 
3.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團隊說明計畫初期的生態調查成
果，並就初步的議題提出概略的改善方向。 

4. 居民、地方團體代表發表意見，期待水環境規劃可以逐步完善，並對現況不足之處做
出處理。 

 

時間 課程內容 

13:30 報到 

13:50 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計畫介紹與初步調查成果公開 

14:30 「新竹左岸補綠網」：前瞻水環境藍圖規劃與國土綠網對接 

15:10 中場休息 

15:25 圓桌論壇：新竹左岸水環境營造的跨域對話 

16:10 結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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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與者意見（在地社區民眾）：住家出現一隻青蛙，喜歡爬牆壁，體色為咖啡色，腳
上有吸盤，把其他蝌蚪都吃光光，但是無法捕捉到，擔心他會越來越大隻、繁殖更多

青蛙。 
a. 與談人劉月梅回覆，依據描述，應該是外來種斑腿樹蛙，若有手機可練習拍下
來分享，希望大家可以採取這種做法，有看到甚麼生物就拍照記錄下來。 

6. 參與者意見（在地社區民眾）：以前水田周邊生態很好，割稻的時候會看到很多白鷺
鷥，也有其他鳥類和螢火蟲，希望可以讓頭前溪恢復成以前的樣子，想把白鷺鷥找回

頭前溪。 
7. 與談人劉月梅：在地居民提到割稻時白鷺鷥偶爾可見，表示他們還是喜歡這裡，也會
看到螢火蟲、毛蟹，表示這裡的生態要恢復是很有機會的。若是想讓動物停留在此，

就要讓動物有地方住。如何讓動物願意住下來，不是一個人的事，是大家要一起處理

，有些人負責巡守、有人負責清垃圾。把生態恢復之後最有利的是在地居民，有更好

的生活環境，後代小孩也都能受益，所以之後邀約大家來撿垃圾時希望能共同參與。 
8. 與談人楊樹森：頭前溪上游沒有水庫，只有攔河堰把一部分的水攔截，因此頭前溪的
水能夠持續的流動，以臺灣溪流的普遍現況來說相當難得。頭前溪左岸情況是河川腹

地已經做了一些設施，比較可惜的是有一條旁邊有68快速道路經過，噪音干擾不可免
，這對生態與周邊活動的人群皆是很大的壓力，如何減輕公路噪音的影響是重要課

題。人口增加與人為開發對生態的干擾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如何讓趨勢變得緩慢是目

前可以思考與行動的，希望生態能回到30-50年前的狀況相當有難度，但是目前可以做
的就去執行。 

9. 與談人水環境顧問團莊建築師：首先，剛剛介紹的iNaturalist APP，讓大家可以把在甚
麼地方看到的甚麼生物拍照上傳，其他人也能夠知道這裡曾經發現甚麼生物，是很有

趣的一件事。這些自然資源也是未來發展在地小旅行相關產業的重要資源。新竹左岸

可進行分區規劃利用，讓人跟自然達到共存的狀態。 
10.承辦人員張技正：今天聽到鄉親們的意見，市府團隊可以做的一定會努力做好，鄉親
們相信都有去左岸看過，有各種不同生物棲息，但是有一些人工建設或垃圾問題需要

處理，未來希望能夠把左岸恢復成鄉親們小時候的樣子，一樣可以看到青蛙、蜻蜓，

讓整個左岸恢復到很好的生態。同時也鼓勵大家透過網路平台，實際參與新竹左岸的

規劃，有甚麼意見提出來，達到「大家的新竹左岸」。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這邊。 
11.計畫主持人王豫煌理事長：雖然大家描述的生態環境都不太一樣，但是共同的目標是
希望有好的生活環境。市區排放的生活廢水或垃圾流到溪流，再流到出海口，雖然花

了很多錢做環境營造，但是汙染沒有改善，溪流品質就無法提升，應該要從源頭開始

改善。事實上臺灣有許多人文與生態資源，加上硬體設備的營造，應可以好好發展，

但是有些環境卻很髒亂，所以水環境改善應該要從源頭開始，並不是投注越多的資源

在公共建設就可以買到好的環境，關於環境復育或改善，大家想像的是甚麼樣子？水

環境改善要從大家的想法轉變開始，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把頭前溪的生態盤點出來，豐

富的生態是新竹左岸沿線社區的珍寶，大家把共識凝聚起來，告訴市府團隊來執行，

留給後代子孫更好的環境。 
12.與會居民、關注團體與與談人等均鼓勵本計畫回饋生態友善意見給其後的新竹左岸水
環境規劃。 

九、工作坊總結：本工作坊中計畫團隊說明計畫起源、目前初步成果以及後續執行方向，讓在

地居民與關注團體更加了解，在地居民亦提供自身對於頭前溪環境的願景給本團隊參考，互相

交流分享，凝聚對於頭前溪水環境的未來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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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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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第一次教育訓練工作坊 

一、名稱：前瞻水環境X國土綠網工作坊 

二、時間：2020.8.27 (四) 13:30-16:30 

三、地點：新竹市環境保護局2樓階梯教室 

四、專家學者：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謝傳鎧研究員 

五、工作坊課程資料連結：https://reurl.cc/R1QVKx。 

六、工作坊課程簡介：本工作坊由計畫團隊介紹計畫辦理緣由與範圍內生態調查初步成果，說

明未來計畫可提供哪些水環境規劃方面之效益，並且如何與國土綠網政策銜接。 

七、議程： 

八、課程與討論重點紀錄： 

1. 計畫團隊報告初步調查成果，出席人員包括新竹市野鳥學會、荒野新竹分會、生態保
育志工、及千甲里居民等。 

2. 參與者意見（劉芳桂）：這個計畫期程只有六個月，連完整的生態調查都無法做到，
我認為沒有實際效益。另外，這次工作坊有邀請民間保育團體來，但是民間團體前來

參加是希望來了解計畫的內容，並不代表就是認同這個計畫，希望未來發文時不要有

這樣的字眼。 
a. 計畫主持人回覆：計畫團隊不會認為民間團體來了就是要幫忙背書，而是透過
工作坊與各團體集思廣益，了解大家的想法與建議，並希望在計畫中多少做一

些改變。新竹左岸水環境改善工程前三批次計畫備受NGO關注，所以後續才有
這個案子，希望對生態有全盤調查。 

3. 參與者意見（劉芳桂）：新竹左岸水質問題不受重視，飲用水安全在水環境中幾乎沒
有被討論過。公部門掌握很多資源，應該要花費心力與民眾溝通環境議題，教育公民

正確的觀念。 
4. 參與者意見（新竹鳥會組長曾風書）：此計畫執行結束後，是否有相應的監督機制？
為何現在才做這件事情？ 

 

時間 議程 

09:00 報到 

09:20 「看見左岸」：計畫介紹與初步 調查結果公開 

10:00 中場休息 

10:10 如何親近左岸？新竹左岸水環境 的發展 

10:50 中場休息 

11:00 新竹左岸補綠網：前瞻水環境藍 圖對接國土綠網 

11:40 結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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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計畫主持人回覆：敏感議題不只生態，還包含人文歷史的面向，應先認真盤點
新竹左岸議題，再去尋找相應的對策，並且透過辦理工作坊和說明會了解民眾

意見。 
5. 參與者意見（新竹鳥會組長曾風書）：目前生態調查是否有發現重要物種？ 

a. 計畫主持人回覆：有拍到白鼻心、鼬獾、草花蛇等生物，也有發現水雉，但可
能是過境鳥。環境持續變遷，有沒有辦法恢復需要長期監測，我們需要找到合

理的環境利用方式。農友說以前曾有許多野兔，但是目前自動相機都還沒有拍

到。 

九、工作坊總結：本工作坊使關注團體了解計畫辦理緣由，計畫團隊也了解在地民間保育團體

對於本計畫的看法與建議，達到交流溝通之目的。另外，公開本計畫初步的生態調查細節讓參

與者了解計畫執行狀況。 

十、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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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第二次NGO意見交流工作坊 

一、名稱：全民塑敵－從淨溪淨灘到攜手守護頭前溪 

二、時間：2020.8.30 (日) 09:00-12:00 

三、地點：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四、主持人：荒野保護協會總會理事長劉月梅 

五、工作坊課程資料連結：https://reurl.cc/WLVmjy。 

六、工作坊課程簡介：本工作坊由荒野新竹分會協同辦理，以「居民與河川之間的關係」為主軸， 
邀請關注河川生命力回復的團隊參與。由荒野新竹分會長分享淨灘—棲地守護行動成果，另由荒野
台中分會副分會長說明筏子溪淨溪的行動成果，最後由荒野總會理事長劉月梅老師主持討論，讓不

同縣市的環境行動進行跨域對話，繼而共同探討如何擴展環境行動網絡。 

七、議程： 

八、課程與討論重點紀錄： 

1. 本場次共有29人出席，包含新竹市環保局、臺灣乾淨水行動聯盟、LASS以及廖子齊市議員
等新竹縣市關注頭前溪水環境發展之團隊為主，其他參與者以荒野新竹分會會員為主。 

2. 這場工作坊由荒野保護協會劉月梅理事長主持，介紹荒野推動淨攤與淨溪活動的理念與執行
方式，揭示主題「全民塑敵」的意涵，說明塑膠垃圾分裂為小碎片或微小顆粒後，使許多生

物受害，應從源頭減少使用塑膠製品，即便使用了也應好好回收，避免塑膠垃圾溢出至自然

環境，後續處理需花費更多成本。淨灘的過程也發現垃圾大多來自溪流，所以漸漸地開始推

廣淨溪活動。 
3. 接著由荒野協會台中分會謝國發副分會長分享在筏子溪推廣淨溪的經驗。 

a. 從筏子溪四季的景色與生物描述筏子溪的豐富生態，說明筏子溪中的工程對於生物而
言是潛在的威脅，許多的水泥構造物切割棲地、使環境劣化。荒野在此推行淨溪一年

多，累積兩千多人次參與淨溪，撿拾各式各樣的垃圾，希望透過推行淨溪實踐公民教

育，以減少河川垃圾。 
b. 筏子溪淨溪發展為常態淨溪，許多荒野人相挺參與，慢慢地也有熱情的民眾、企業以
及大學共同參與，也獲得公部門的認可與支持，在過程中促使主管機關解決河川廢棄

物問題。活動走入校園，培養東海大學學生共同參與，尋回人與河之間的連結。 
4. 荒野協會新竹分會張正敏分會長分享辦理淨灘活動的經驗。 

a. 不只是荒野，許多公部門或其他民間團體也都在推廣淨灘，一點一滴地累積做出改
變。 

 

時間 議程 

09:00 報到 

09:20 不只撿不停，更要不停減：愛護 筏子溪淨溪行動｜台中荒野 

10:00 中場休息 

10:10 聽海哭的聲音：淨灘棲地守護行動｜新竹荒野 

10:50 中場休息 

11:00 我們與頭前溪的對話：交流與分享 

11:40 結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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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推廣淨灘地同時也必須注意，有很多其他生物也都在使用這一片沙灘，所以大量的人
群走入沙灘對動物也是一種干擾，因此荒野在執行淨灘活動會避開鳥類繁殖季節，氣

候也相對穩定，大約是每年九月。 
c. 辦理一場淨灘活動有許多籌備工作，需要投注的資源與成本是高的，荒野親子團是強
大的支援系統，可以引導協助，帶領參與的企業和民眾執行。同時，也會與新竹市環

保局合作，進行後續垃圾清運。 
d. 荒野辦理淨灘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撿垃圾，因為撿不完，有些也撿不到，最重要的目的
是進行海洋垃圾的統計與分析，撿拾垃圾時運用ＩＣＣ表格紀錄數量和種類。近幾年

統計數量最多的海廢包含寶特瓶、塑膠製品、菸蒂、吸管等等。海洋廢棄物會透過洋

流形成垃圾漩渦，在海洋裡飄盪。許多塑膠製海廢裂解為塑膠微粒，透過食物鏈進到

生態系，最後也可能影響人的健康。 
e. 我們推行減塑生活，在生活中減少塑膠製品的使用。但淨溪過程要特別小心危險的海
廢項目，像是針筒、玻璃瓶等。 

5. 最後由計畫主持人王豫煌博士說明目前計畫的調查成果。 
a. 本計畫先確認頭前溪左岸的法定環境敏感區位於何處，並透過歷史遙測資料觀察頭前
溪左岸環境變遷。 

b. 本次計畫已進行初步的動物、水域以及棲地類型調查，發現其實頭前溪有很多野生動
物生活其中。 

c. 本計畫也發現溪流垃圾問題，主要以市區排水匯流至頭前溪處以及周邊農地、遊憩區
周邊為主，這也是為什麼今天要請荒野來分享淨灘跟淨溪的議題，希望能透過經驗分

享，共同改善頭前溪垃圾問題。 
d. 水質污染是另一嚴重議題，多條都市排水未經淨化就排入溪流，汙染河川水質。另外
，農耕地生態友善化、外來種課題也是頭前溪重要的環境議題。 

6. 現場參與夥伴有許多回饋，主要強調本計畫對於頭前溪的垃圾、水質污染空間盤點，應更具
體且公開予大眾了解，以期更多關注團體能利用計畫產出，並投入相關水環境守護工作。 

九、工作坊總結：本工作坊聚集多個新竹縣市關注頭前溪水環境發展之團隊，共同分享討論頭前溪

的各項環境議題，並藉由經驗分享希望能借鏡其他地區溪流治理與公民參與行動模式，為頭前溪的

環境改善投注更多行動。工作坊討論可連動本計畫「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

畫」，藉由兩會原本之核心行動延伸至頭前溪，深化活化河川生命力的保全意識，並引起更多注意

或行動參與。 

十、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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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第一次環境教育工作坊 

一、名稱：收集大自然的精靈寶可夢－用手機記錄頭前溪自然生態iNaturalist工作坊 

二、時間：2020.9.6 (日) 09:00-12:00 

三、地點：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四、專家學者：農田裡的科學計畫林芳儀博士、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 

五、工作坊課程資料連結：https://reurl.cc/WLVmjy。 

六、工作坊課程簡介：本工作坊針對一般大眾與自然愛好者規劃，由計畫主持人王豫煌博士說

明iNaturalist軟體的使用方法，並邀請「農田裡的科學」團隊林芳儀博士分享宜蘭「深溝釣魚
大賽」公民科學推廣的經驗。 

七、議程： 

八、課程與討論重點紀錄： 

1. 本場次共有50人出席。出席人員以水源社區居民為主，此外亦包括長年耕耘公民科學
參與、或對於這類活動有興趣的關注團體。新竹野鳥學會、荒野新竹分會的成員亦出

席了解不同地區的公民科學活動實作。 
2. 林芳儀博士來自宜蘭深溝，她投入的「農田裡的科學」計畫除了參與農事耕作以外，
也積極進行當地的農業生態硏究。 

a. 「農田裡的科學」近年間透過試驗不同高度的秧苗插秧，試驗福壽螺對於這些
不同秧苗的傷害程度。又「農田裡的科學」透過長期的田間觀察，推廣福壽螺

的知識，包括哪些物種會取食福壽螺、福壽螺的行為觀察、誘捕福壽螺的技術

開發等等。此外，「農田裡的科學」近期也與不同單位合作，透過跨領域的觀

點與方法來進行生態學與農業友善方法的推廣。 
b. 「農田裡的科學」除了積極記錄在地生態知識，與地方農民互動之外，近年間
也辦理「深溝釣魚大賽」，透過具有趣味性的釣魚競賽方式，鼓勵民眾探索深

溝村的農田地景。「深溝釣魚大賽」運用iNaturalist APP記錄下對於自然生態
的觀察，釣魚大賽的種類以魚、蝦、蟹、龜鱉類為主，可以用釣魚、網撈等方

 

時間 議程 

09:00 報到 

09:20 宜蘭深溝釣魚大賽經驗分享 

10:00 中場休息 

10:10 用手機探索頭前溪：iNaturalist 操作教學 

10:50 中場休息 

11:00 iNaturalist 現地實作 

11:40 結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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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捕捉，觀察完畢再放回，以深溝的溪流、溝渠為場域，扮演在地公民科學家

，協助累積調查資料，應用在後續友善農業規劃的參考。 
c. 林芳儀博士也期待未來新竹左岸的社區、主管單位、關注團體，可以進一步推
動在地的公民科學調查活動與各種方案的研發，以利生態學資料長期累積，也

讓社群對於在地生態有更多的認同感。 
3. 由計畫主持人王博士介紹iNaturalist APP，引導與會者學習如何正確的記錄下拍攝到的
生物。 

a. 在使用iNaturalist之前，可以先用Seek APP尋找特定位置附近的生物物種，如
果有拍到生物也可用這個APP辨識物種，再進一步觀察。若是要參與自然調查
資料的累積，可以使用iNaturalist，用手機可拍照記錄，上傳到這個平台，會有
其他人協助辨識物種，上傳一張照片就貢獻了一筆資料。這個平台上也可以看

到全球的生物觀察記錄分布。 
b. 我們成立了頭前溪左岸自然觀察專案，以後公民們拍的照片會累積在這個專案
中。此APP也可以做為外來入侵生物監測的方式，例如台灣許多民眾以記錄斑
腿樹蛙的分布地點。透過這個APP大家都可以成為公民科學家，首先開啟手機
定位，拍下生物特徵，上傳照片並提供相關資料。接著分組操作練習。 

4. 現場之APP教學活動，受到成員年紀較大，以及水源社區活動中心周邊以都市近郊農
地為主之地景限制，工作人員花費較多時間在協助參與者排除網路、GPS定位、介面
熟悉等問題，故僅要求每人上傳一筆可辨識、具有良好地理座標之觀察記錄，本次活

動的觀察記錄以較好拍攝的植物為主。 

九、工作坊總結：透過本工作坊的教學，將資訊科技的應用融入頭前溪生態環境調查及教學應

用，促進公民參與，累積計畫範圍內的自然觀察資料及資訊交流、互動，凝聚愛好自然觀察的

使用者及學校教育前進頭前溪左岸，回饋現地生態資訊及照片。 

十、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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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第二次教育訓練工作坊 

一、名稱：「走入歷史、踏入生態」回顧頭前溪過往及 iNaturalist 教學工作坊 

二、時間：2020.9.21 (一) 13:30-16:30 

三、地點：新竹市環境保護局2樓階梯教室 

四、專家學者：東海大學歷史系王政文副教授、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 

五、工作坊課程資料連結：https://reurl.cc/A8zroQ。 

六、工作坊課程簡介：本次工作坊由本計畫團隊主持人王豫煌博士介紹推廣iNaturalist，希望
未來水環境巡守隊成員可於進行巡護或監督服務時運用，持續累積可用於環境治理與解說導覽

之生態資料。 另外，文史資源部分由東海大學歷史系王政文博士主講，整理竹塹頭前溪地區
之史料內對於土地、環境、河川等描述之文字，提供初步由竹塹溪觀看區域文史的框架。 

七、議程： 

八、課程與討論重點紀錄： 

1. 首先由計畫團隊中的東海大學歷史系王政文副教授主講「縱觀頭前溪的古今脈絡」，
以竹塹開墾、灌溉水圳、水利建設及生態歷史四個方向為主軸。 

a. 首先從地方名詞的由來談起，「竹塹」的發音是來自平埔族的語言，頭前溪在
歷史文獻中曾以油羅溪、竹塹溪及舊社溪等名字出現，而「頭前溪」的首次出

現是在日治時期所畫的台灣堡圖。 
b. 接著介紹頭前溪流域的範圍與地形，並講述清代以來的竹塹開墾發展史，有
閩、粵、平埔族人的分布。開墾過程中最重要的是需要灌溉水源方能種植作物

，因此頭前溪變得很重要，竹塹地區的重要水圳為隆恩圳，下面還有其他規模

較小的水圳，過往的水圳渠道是很好的研究題材。 
c. 而經常氾濫的頭前溪從日治時期起就有許多防洪措施，戰後有更多的水利建
設。自然生態在這次計畫中占很重的分量，除了現在的生態，過往生態歷史也

需要回溯探索，過往在經濟發展掛帥的年代，工廠興起，汙水直接排入溪流中

，人們喝的水也轉變為自來水，皆會經過淨水場，因此人們與河川的連結變低

 

時間 議程 

13:30 開場致詞 

13:40 綜觀頭前溪的古今脈絡 

14:30 中場休息 

14:45 用手機探索頭前溪：iNaturalist操作教學 

15:40 iNaturalist現地實作分組 

15:50 iNaturalist現地實作(環保局周邊綠地)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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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河川整治的思維漸漸轉變，人與河的關係漸行漸遠，現在透過這個計畫

想要轉變這樣的關係，希望重新拉近人和河的關係。 
2. 接著由計畫主持人分享運用iNaturalist手機APP進行頭前溪自然觀察，引導學習如何正
確的記錄下拍攝到的生物，實踐公民科學。 

a. iNaturalist可透過手機拍照記錄，手機會自動抓取所在位置，拍攝完成再上傳到
這個平台，會有其他人協助辨識物種，上傳一張照片就貢獻了一筆資料。 

b. 這個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全球的生物觀察記錄分布，我們成立了頭前溪左岸自然
觀察專案，各位以後拍的照片若位於這一範圍內，將會自動累積在這個專案

中。 
c. 此APP也可以做為外來入侵生物監測的方式，例如台灣許多民眾以記錄斑腿樹
蛙的分布地點。透過這個APP大家都可以成為公民科學的資料貢獻者。 

九、工作坊總結：本次工作坊的第一堂課以竹塹地區文史脈絡為主題，引起許多現場參與人員

的共鳴，許多參與者對照自身在新竹生活的經驗，積極提問回饋竹塹文史的相關細節與觀點，

與講者互動熱烈。第二堂課以iNaturalist教學與實際操作為主，引導參與者使用iNaturalist探索
頭前溪的自然環境，將探索到的生物記錄下來，持續累積在地的生態調查資料。 

十、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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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第二次環境教育工作坊 

一、主題：淨水喝好水-河川老師們對頭前溪的健康檢查 

二、時間：2020.9.25 (五) 18:30-21:30 

三、地點：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四、專家學者：國立清華大學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楊樹森教授、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 

五、工作坊課程資料連結：https://reurl.cc/OqeN9v。 

六、工作坊課程簡介：本次工作坊邀請國立清華大學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楊樹森老師以「河

川生物與河川自淨的構造」為題，說明河川自淨能力，以及現在新竹左岸人工溼地的水質淨化

評估。另，本計畫主持人王豫煌理事長說明計畫內的生態環境資源盤點成果，向地方人士與民

眾介紹透過正射影像或現勘所發現的水環境改善節點。 

七、議程： 

八、課程與討論重點紀錄： 

1. 本次工作坊共有50人出席，包括多個新竹關注水污染或生態議題的團隊，例如大煙囪
下的家(關注眷村文史與霜毛蝠)、LASS、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荒野新竹分會等前來
與會，其他出席人員以水源社區居民為主。 

2. 楊樹森老師的簡報分享重點摘錄如下： 
a. 河川作為一種生態系統，有很強的淨化水體能力。這種自淨能力是由多樣的生
物、物理、化學反應組成。河川裡的生物們在自淨作用這件事情上，扮演了重

要角色：濱溪植物、水域內的植物、藻類等等物種有拔除營養鹽的能力；水域

的動物們，包括不同食性、住在不同微棲地環境的魚類、蝦蟹、螺貝類跟昆蟲

，也從水中取用自己需要的營養，吃掉其他生物、或是那些飄散在水中的小碎

屑；此外，微生物更是重要。 
b. 而河川的物理構造也是重要的元素，不同樣態的環境提供不同的效益，包括急
流、跌水增加曝氣量、深潭利於多數魚類躲藏、足夠寬闊的行水範圍滯洪並提

供各種粒徑的石頭砂粒讓河流堆積搬運、天然有孔隙的底質讓微生物在其中生

長。 

 

時間 議程 

18:30 開場致詞 

18:40 河川生物與河川自淨的構造 

19:30 中場休息 

19:45 新竹左岸棲地復育願景 

20:30 中場休息 

20:45 互動交流與分享 

21: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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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但這些自淨作用都有其承載量，頭前溪尚未超載，但是也不是非常健康，仍有
一些問題。修復頭前溪的方案，包括維護頭前溪的生物移動廊道功能（特別是

洄游物種），包括強化周邊水質處理設施（特別是兩個既有的人工溼地），包

括更妥當的利用頭前溪地表、伏流水資源以增加基流量，包括保留健康的河

相、濱溪植物社會等，還有非常多的面相需要被討論。 
3. 王豫煌博士的簡報，則說明本計畫盤點的生態資源，以及污染、垃圾堆積位置資訊，
並提供水環境改善計畫可以強化或改善的課題資訊。 

4. 參與人員提問：頭前溪是新竹重要的飲水源頭嗎? 上中下游哪裡的汙染最嚴重，最嚴
重的是否應該優先處理？ 

a. 講者回覆：頭前溪流域跨新竹縣市，以流域尺度思考較好，並考慮如何恢復生
物鏈以協助處理汙染。今年水情告急，可能會從頭前溪高灘地抽伏流水，同樣

影響新竹縣市兩地。處理水資源問題，應由跨縣市共同推動最佳，新竹市可以

在其轄區利用水環境改善計畫率先示範 
b. 講者回覆：隆恩堰設有取水口，新竹縣市的自來水、飲用水等，來自頭前溪而
非寶山水庫。 

5. 參與人員提問：水體交會口、汙染物等，是否能在地圖上標出來，未來可作為淨溪或
其他行動的參考資料，並透過公民科學方式持續更新。 

a. 謝謝提議，「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調查結束會把
這些點位盡量補充數化。 

6. 參與人員提問：頭前溪劃入國土復育區範圍與保護程度為何？ 
a. 講者回覆：不會全盤推翻現有的土地利用方式，建議要維持現有的狀態，也建
議要盡量維持自然的狀態，減少水泥量體與汙染。 

九、工作坊總結： 

1. 本次工作坊綜合整理了頭前溪尚未有太多關注或處理的環境議題，工作坊累積的成果
可做為日後規劃與行動的基礎。 

2. 出席人員再次強調計畫內容公開與盤點廢棄物與水質改善節點之重要性。 

十、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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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第三次教育訓練工作坊 

一、主題：「頭前溪的環境議題、改善方案與願景」跨地方與中央單位暨NGO交流座談會 

二、時間：2020.10.21 (三) 13:30-16:30 

三、地點：新竹市環境保護局2樓階梯教室 

四、專家學者：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楊志彬秘書長、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 

五、工作坊課程資料連結：https://reurl.cc/9XQkjO 

六、工作坊課程簡介：本工作坊邀集了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團隊、經

濟部水利署河海組與第二河川局、農委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新竹市的公民團體與市民，

及新竹市水環境輔導顧問團、規劃設計、工程施工團隊，齊聚一堂來瞭解頭前溪左岸環境生態

的現況與面臨的議題，並討論未來復育願景可行的行動方案，凝聚集體共識，協力制定頭前溪

的復育藍圖，並期待透過各方的合作能落實在第二期的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甚至延續至未來

頭前溪流域的永續發展計畫。 

七、議程： 

 

八、課程與討論重點紀錄： 

1. 工作坊首先由新竹市環保局長官致詞，再由計畫團隊說明本計畫環境生態與文史調查
成果與分區議題介紹。 

a. 本計畫生態調查部分已完成陸域動物、植物與棲地以及水域調查。同時運用無
人載具航拍計畫區域，產生高解析度正射影像，公民參與部分則以辦理六場次

交流工作坊，於iNaturalist公民科學網站建立新竹左岸專案，持續累積生態調查
記錄，並將目前計畫成果公開於中研院資料寄存所。 

b. 根據調查成果，提出各類型棲地建議改善方案，棲地類型包含關注棲地、自然
棲地、一般棲地、不利棲地。關注棲地為有重要原生物種，應盡量保留原生狀

態；自然棲地以外來植物為主，但仍算植被覆蓋區域，所以有野生動物運用，

應盡量避免破壞；一般棲地為農田等有人為活動的區域，可透過適當方式進行

棲地強化；不利棲地為道路、機具及建築等不利生物生存之區域，改善難度高

，應會同相關權責單位，進行長期溝通改善。 

 

時間 議程 

13:30 開場致詞 

13:40 環境生態與文史調查成果說明 

14:20 生態情報與環境教育網路平台建置說明 

14:50 頭前溪環境生態與棲地改善復育方案 

15:10 第四批次水環境設計概念 

15:30 互動交流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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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態調查時以橋樑為分界，將計畫範圍劃分為A至E區，區內環境同質性高，以
下介紹各區生態狀況與議題。 

i. A區：為經國大橋到中山高速公路之間區域，有水雉、黑翅鳶、八哥等
物種紀錄，生物多樣性還不錯，但區域排水汙染嚴重，柯子湖人工溼地

處理效果有限，有外來種銀合歡、棲地干擾、溪床固床工造成動物移動

受阻、公路噪音、流浪犬貓等議題。 
ii. B區：為中山高速公路到頭前溪橋之間區域，此區調查有發現台灣窗螢

，但例行性的維護管理行為(例如割草)會影響其棲地，對岸大樓燈光也
可能干擾。溪床垃圾堆積，未來可以建立淨溪動線，可透過公私協力方

式辦理淨溪活動。河床固床工阻隔溪流生物移動，是否有可能部分移除

以保持水體連續性。 
iii. C區：為頭前溪橋到舊社大橋之間區域，此區人為擾動較強，農田使用

農藥問題，建議改成友善生態的農法，有助改善水質和生物多樣性。腳

踏車道應朝向生態友善化進行。 
iv. D區：為舊社大橋到東大排水之間區域，此區有流浪狗貓問題，曾有居

民反映騎腳踏車被狗追，建議應將流浪犬貓移除。溪埔子濕地棲地單調

，淨化水質能力不高，是否能透過水環境計畫提高淨化能力減少頭前溪

負荷。此區蜻蜓種類多，可做蜻蜓導覽。 
v. E區：為東大排水到舊港大橋之間區域，區域排水多，水質汙染嚴重，

建議應進行汙水截流處理改善水質。此區接近感潮帶，有許多蟹類，田

邊環境有發現彩鷸、澤蛙，是很好的生態教育素材，建議市府可於假日

在頭前溪沿線設置導覽點，可嘗試和荒野合作。 
d. 新竹左岸計畫盤點了計畫範疇內之生態環境議題，並提出改善方案。短期復育
方案提供給第一期第四批次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設計單位採納執行，更長

遠的改善方案希望透過今日工作坊共同參與討論。 
2. 由計畫團隊說明「新竹左岸生態情報資料庫」建置進度與操作方式。 

a. 本計畫預計產出「新竹左岸生態情報資料庫」，希望有系統地管理新竹左岸生
態與文史資料，展現水環境執行的成果，包含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的成果、生

態文史資料。而互動式地圖平台可呈現空間資訊分布狀況。除本計畫內容，也

介接外部網站資料，可以做為資訊彙整與流通的平台，整體而言，讓民眾對於

政府施政的有感度可以提升。 
b. 本系統五大目標：以響應式網頁規格建置情報網、建立互動式民眾導覽地理資
訊平台、建立環境教育專區、建立新竹左岸生態和文史資料資料庫、建立民眾

現地提供資訊的回饋機制。 
c. 資訊系統整體架構：資料來源包含匯入本計畫資料、介接外部資料(iNaturalist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等)，具有民眾資訊網、環境教育專區及公務後台管理等
功能，以分眾設計提供不同身分的民眾相對應的內容。 

d. 設計風格與理念以直觀、視覺化的設計理念，期望建立兼具親民及知性的印象
，提升網站的曝光度與民眾使用的黏著度。 

e. 新竹左岸互動導覽情報地圖可查詢特定時間與區域內之生態調查記錄，套疊歷
史圖層，提供休閒遊憩資訊，底圖可切換成衛星底圖，跟生態資料庫的查詢條

件相同，環域分析可清楚呈現時間序列內選取物種的調查資料。 
f. 此系統具有民眾回傳機制，能夠系統性蒐集民眾拍下的資料，資料可持訊累積
，民眾可實際參與執行計畫，提升興趣，達到環境教育目的。於iNaturalist設置
新竹左岸專區，介接回傳本系統，一天回傳一次，逐漸累積新竹左岸生態資料

，是互動式的良性循環。 
3. 計畫團隊根據生態調查成果，盤點出新竹左岸環境生態議題，提出六項環境生態與棲
地改善復育方案，包含野生動物棲地串連與復育、應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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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復育與棲地保全、新生荒野｜還地於河之策略落實、從自然觀察到民眾長期參

與、推動淨溪與親水方案。並針對此六項改善方案列出可能的協調合作單位，可於會

議中共同討論可行性。 
4. 新竹左岸水環境第四批次工程設計單位說明工程設計規劃，強調如何依照本計畫提出
之建議改善設計以友善在地生態環境。 

5. 與會單位皆樂觀看待未來已頭前溪畔棲地保育與環境議題為核心，推動公私協力之溝
通交流平臺，藉以討論頭前溪畔的未來發展，以及各項環境改善方案，然由於不同體

系公部門之間的合作模式不明、在地關注團體缺乏穩定自主運作的能量等不利因素，

此溝通平臺之建置尚需更多溝通與努力。 
6. 新竹縣水環境顧問團林昱德計畫專員：頭前溪右岸的環境較無人為開發，未來溪畔的
觀光休閒規劃或可以透過上位計畫與新竹市連結，使頭前溪周邊環境有整體的串連，

新竹縣政府相當樂意配合。 
7. 新竹市廖子齊市議員：頭前溪畔流浪動物造成原生物種之生存壓力，亦曾多次發生人
犬衝突，願意與動保所溝通流浪動物異地回置之問題。 

8. 全促會楊志彬秘書長：建議可針對計畫提出的環境議題改善方案，評估執行難易程度
，並提出對應的權責單位，作為後續實質落實的分工基礎。 

9.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周文郅技正：說明國土綠網計畫盤點了新竹至苗栗淺山生態系
之熱點，與該計畫有許多相似的概念，未來在新竹左岸之議題可有合作。 

九、工作坊總結： 

1. 本工作坊促成多個與頭前溪流域治理相關之公、私部門聚集討論，希望藉由此計畫的
資訊公開、資料開放、公民參與，能凝聚公、私部門對於恢復河川生命力的共識 

2. 還給頭前溪清淨的溪水和豐沛的自然生命力，修補破碎的國土綠網，許給新竹縣市居
民未來美麗、健康的生活願景。  

十、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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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第四次教育訓練工作坊 

註記：本場次為補辦工作坊，未於109年11月23日竹市環廢字第1090031563號由委託單位備查。本註
記於期末審査通過後移除 

一、主題：「頭前溪，原來我們這麼近 」－計畫成果利用教育訓練工作坊 

二、時間：2020.11.26 (四) 14:00-16:20 

三、地點：新竹市環境保護局2樓階梯教室 

四、專家學者：台灣生態學會王豫煌博士 

五、工作坊課程資料連結：https://reurl.cc/N6kv85 

六、工作坊課程簡介：本工作坊為「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之成果

展現 ，以生態情報圖、資料庫與線上展示系統和環境教育網絡等三項工具，提供關注物種盤
點、棲 地改善、生態復育、環境教育方案等未來新竹左岸水環境在維護管理、方案規劃等面
向之有效 參考資料。本計畫自今年7月執行至今已近完成，因此辦理本次工作坊詳細講述新竹
左岸的生 態文史調查成果、環境議題與棲地改善復育方案，並說明本計畫產出之新竹左岸生
態情報地圖 網、生態導覽計畫以等內容，提供關注頭前溪的所有人運用上述資源。 

七、議程： 

八、課程與討論重點紀錄： 

1. 工作坊由本計畫主持人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王豫煌博士介紹本計畫生態文史調查成果
，接著由本計畫經理說明生態情報地圖建置與生態導覽計畫。與會來賓包含金竹里里

民、竹塹社大教師、荒野保護協會、島內散步及乾淨水聯盟等，一同瞭解計畫成果可

以如何運用。 
2. 頭前溪左岸生態資料運用 

a. 頭前溪左岸生態情報計畫資料集：本計畫相關成果皆上傳至中央研究院資料寄
存所公開下載，包含歷次的工作坊簡報、航攝影樣資料等資料，目前彙整成五

個計畫資料集。 
b. 無人載具航攝影像資料：包含OpenAerialMap正射影像、Google Earth圖磚、

WebODM 3D點雲模型。 
c. iNaturalist 頭前溪左岸自然觀察專案：運用iNaturalist App記錄自然觀察的成果
，平台上有許多專家可協助鑑定種類，在新竹左岸專案持續累積調查資料。 

 

時間 議程 

14:00 生態與文史調查成果、 環境議題與棲地改善復育方案 

14:50 中場休息 

15:00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 生態導覽計畫說明 

15:50 互動交流與分享 

16:10 總結與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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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生態調查與導覽空間圖層資料：可用Google earth開啟，包含重要植物點位、
動物通道補強點位、螢火蟲點位、關注棲地圖等資訊。可看高解析度的新竹左

岸全區影像，例如可看見灘地上白茫茫的是甜根子草在開花。 
3. 頭前溪水質、環境生態議題與改善復育方案 

a. 都市廢水污染 
b. 區域排水及溪流垃圾 
c. 棲地劣化：不利於野生動植物生存，為了人為活動方便而刈草或使用殺草劑，
會影響棲地品質。 

d. 人為干擾、人工設施障礙(三面光及垂直水泥溝渠、固床工)、殺草劑、慣行農
業活動(農藥、毒鳥) 

e. 流浪犬貓(捕食野生動物、疾病傳染風險)：過往左岸有不少中小型哺乳類的記
錄，這次自動相機僅記錄白鼻心與小型鼠類，反而是有拍到流浪犬貓捕食野生

動物，流浪犬貓數量應控制，野生動物數量才能恢復。 
f. 台68快速道路交通噪音 

4. 妥善運用水環境計畫改善頭前溪水質，惟有水質改善，才較能發展親水活動，人們才
願意靠近頭前溪。已透過盤點新竹市區域排水與頭前溪匯流點，並強化監測水質、水

量以瞭解污染狀況，並且以流域規模跨縣市共同改善。 
5. 透過環境教育、巡守、宣導等方式提升民眾意識，避免將垃圾丟到溪流。現有的垃圾
可推動淨溪活動清除，同時也有教育意涵。盤點可淨溪的點位與路線，在無安全疑慮

的情況下帶領民眾進行淨溪。 
6. 野生動物棲地串聯與復育：被人工設施切割的棲地透過人為方式修復改善，讓野生動
物可以在高灘地上自由活動，頭前溪高灘地是新竹少數的綠地，應予以保存。本計畫

在高灘地調查發現原生的臺灣大豆，植株較小不起眼，容易在除草過程中被清除應予

以復育保存。刈草同時也會影響台灣窗螢的棲息地。農田區有發現保育類彩鷸，接近

出海口的泥灘地有多種蟹類可以觀察。 
7. 新生荒野還地於河策略：高水護岸自然化，人為利用不再向高灘地延伸，將原本屬於
河川擺盪的範圍還給河川，維持高灘地的原始樣貌。 

8. 未來可跨單位、公私協力共同展望頭前溪的未來發展與願景，持續擴大尺度，達到不
同層次的目標。 

9.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彙整計畫生態調查成果、資料庫及環境教育素材建置新竹左
岸情報地圖，讓公眾可以運用這些資源。網站介接多個外部網站，包含iNaturalist，可
透過iNaturalist App記錄在地的自然資源並持續更新地圖中的物種出現紀錄。網站上也
有文史資料庫、自然資料庫、物種簡介等內容。文史資料庫可透過年代與性質查詢。

生態資料也可以透過地圖查詢，可依據類群、出現時間、地點等資訊搜尋。互動導覽

情報地圖也套疊了數個歷史地圖，可以看出新竹地區地景的變遷狀況。本計畫多數公

開資料也都會放在這個網站上提供下載。 
10.生態導覽計畫：提供導覽計畫的架構與內容，讓有需要的公眾可以取用，其中兩個以
自然生態為主軸、一個以地區文史為主軸。 

a. 與河同行-穿梭多樣的新竹左岸：針對騎腳踏車的遊客設計，在自行車道沿線的
重要節點設立解說牌，尤其是有特殊景觀的節點，例如甜根子草開花的美麗景

象，能夠給遊客特殊感受與印象。 
b. 河圳歷史風貌-穿梭古今新竹左岸：以地區文史文主軸，透過水圳的踏查，瞭解
河川與都市的連結關係。 

c. 與河交朋友-認識新竹左岸的生態地景：盤點了新竹左岸生態資源可以發展的教
案，未來可以如何透過觀察、實作發展為獨立的活動，讓公眾對於水環境的治

理能更有共鳴。例如「淨化頭前溪」是希望透過對於溪流的簡易檢測實作，帶

領公眾認識溪流水質淨化議題與重要性。「夜訪蝙蝠」是透過超音波偵測器瞭

解新竹左岸霜毛蝠的活動情形，瞭解到新竹左岸對於霜毛福是覓食的重要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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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夜晚的頭前溪有許多野生動物活動。「豆腐岩是何物」帶領大家認識河床

中的人工構造物，以及其如何阻斷河川生物生活空間，讓公眾瞭解河川遇到的

問題，形塑公眾意識進而進一步關注水利治理。 
11.本計畫盤點具備環境教育潛力的點位，並建立圖資，可以提供給有需要的團體延伸使
用。同時，也將生態調查的成果以圖層標示出來，提供自然觀察與探索的位置，讓大

家也認知到，若是想觀察到螢火蟲就必須將原生棲地保存下來。今天的分享是希望大

家可以把成果拿去使用，未來如果有其他推動措施或是溝通資訊，可以基於本計畫的

成果來推動。 
12.提問(竹塹社大老師)：頭前溪畔施工太多、時間太長，環境擾動劇烈，有許多曾經出現
過的鳥類都已不復見。該計畫僅有夏天做調查，無法看到春天、冬天的鳥類。 

a. 本計畫主持人回覆：因受限計畫期程，僅能在夏天做調查，故鳥類調查資料較
少。但計畫內物種調查資料與過去記錄比對，於計畫期限內已經充分掌握現地

物種出現狀況。 
13.提問(島內散步)：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網站上的觀察資料會持續更新，該如何把關？ 

a. 回覆：本計畫建置之網站是介接iNaturalist網站的觀察紀錄，該網站有既定的把
關機制，每筆觀察紀錄會透過平台上的專家鑑定，並以多數決決定，惟有研究

等級的資料才會匯入資料庫。另外，若是該筆調查記錄為瀕危物種，系統會有

機制過濾並模糊化地點，只會提供概略範圍。 
14.提問(島內散步)：生態導覽計畫欲執行腳踏車導覽有難度，因大家騎乘的速度不一樣。 

a. 回覆：頭前溪範圍比較大，須以腳踏車作為移動工具，可能無法邊騎邊講，實
際執行方式應為騎到某個定點後解說，腳踏車只是方便移動的工具。 

15.提問(島內散步)：島內散步講述議題，會運用故事包裝方式，不會直接明講議題。 
a. 回覆：計畫內「生態導覽計畫」主要是進行議題釐清的工作，讓有需要的團體
可以取用並自由發揮。由於本計畫期程短，時程內無法把每個教案都包裝起來

變成立即可執行方案，因此盡量將課題釐清，明確呈現發展活動可用的素材。 

九、工作坊總結： 

1. 本次工作坊完整呈現「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與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成果，包含
生態文史調查成果、環境議題盤點與改善方案、生態情報地圖建置及生態等覽計畫。 

2. 許多未來可能運用本計畫執行成果之權益關係人皆前來參與，共同瞭解完整成果內容
，釐清計畫成果可如何運用，並進行軟體使用教學，提升本計畫產出資料的使用程度

，期能使計畫成果轉化為可真正回饋新竹左岸的行動。 

十、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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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二、意見交流工作坊通訊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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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電話 地址 信箱 

私部門（含個人） 

新竹市野鳥協會 03-572-8675 30071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246 號 4 樓之 1 kingfisher.hsinchu@gmail

.com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03-561-8255 30069 新竹市公園路 86 之 1 號   

新竹市濱海低碳環境教育中心 03-536-8920 #4503 新竹市海濱路 240 號 ride19970107@gapp.nthu.e

du.tw 

客雅水資源環境教育中心 03-540-0730 新竹市香山區彩虹路 99號 hrl8113@yahoo.com.tw 

新竹市體育會慢壘協會 0932-176-257 新竹市中山路 479 號   

見域工作室 03-522-5610 新竹市北區長安街 6號 kendama.hc@gmail.com 

風動竹塹特色文化協會 0935-288-670 新竹市東大路四段 236 巷 30 jabez1976@yahoo.com.tw 

台灣蝙蝠學會 0965-385-440 552 南投縣集集鎮文心街 176 巷 25 號 taiwanbat2015@gmail.com 

大煙囪下的家 03-571-2121 

#58324 

300 新竹市東區建美路 65-3 hope1024@gmail.com 

新竹市體育會 03-562-4455 300 新竹市公園路 295 號 lathe17@yahoo.com.tw 

南寮社區發展協會 0932-298856 新竹市東大路四段 236 巷 19 號 chin640725@yahoo.com.tw 

康樂社區發展協會 03-536-66883  新竹市東大路三段 335 巷 31 號   

舊港社區發展協會 03-536-3652 新竹市舊港路 31號   

金雅社區發展協會 03-545-6521 新竹市金雅路 133 巷 8弄 8號   

舊社社區發展協會 0936-060-792 新竹市湳雅街 313 巷 5號   

金竹社區發展協會 0973-897-072 新竹市武陵路 261 號   

千甲社區發展協會 03-571-1727 新竹市東區千甲里千甲路 38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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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電話 地址 信箱 

水源社區發展協會 03-516-5339 新竹市東區水源里原興路 198 號 4樓   

古賢社區發展協會 0953-746-226 新竹市東大路 3段 110 巷 15 號   

前溪社區發展協會 0918-311-957 新竹市東區經國路一段 217 號   

竹塹社區大學 03-525-6181 

#1330~2100 

新竹市民族路 33號 women5256181@gmail.com 

台灣乾淨水行動聯盟   新竹市北區光華二街 72巷 25 弄 12 號 7樓之 5 hsinchu.drink@gmail.com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新竹分

社 

03-561-6258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 175 號 2樓   

島內散步 02-25569021 103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239 巷 27 號   

台灣河溪網 02-23685136 10647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185 號 10 樓 taiwan.river.network@gmail.c

om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02-23685136 10647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185 號 10 樓   

臺灣綠市集協會 https://www.facebook.com/gmart2010.11   

LASS 開源公益環境感測網路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LASSnet   

香山少年 0953-059-207 https://www.facebook.com/%E9%A6%99%E5%B1%B1%E5%B0%91%E5%B9%B4-

1444534519181682 

新竹市文化局水道取水口展示館 03-5160056 300 新竹市東區東勢街 4號   

時代力量新竹市黨部 03-5354576 30041 新竹市自由路 69號 6樓   

香山區廖子齊市議員 03-5354576 30041 新竹市自由路 69號 6樓   

東區曾資程市議員 03-5733918 30059 新竹市水利路 83-3 號   

學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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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電話 地址 信箱 

國立清華大學楊樹森教授 03-571-5131 

#72830  

300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 521 號 nhcue.ceer@gmail.com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 03-571-2121 

#31932 

302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五路一段 1號 maihua@mail.nctu.edu.tw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03-5736666 #201 300 新竹市學府路 36號 advisor@imail.hchs.hc.ed

u.tw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03-545-6611#301 新竹市 300 東區中華路二段 270 號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03-531-6605 #128 300 新竹市北區光華北街 10號 khjht497@khjh.hc.edu.tw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03-523-8075 #120 30068 新竹市東區學府路 2號 yteriko@gmail.com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03-572-2150 #300 300193 新竹市學府路 128 號 ycc8530@hccvs.tw 

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 03-536-3905 

#41703 

300 新竹市北區海濱路 55號 shiaojust@gmail.com 

新竹市立虎林國中 03-530-9433 #206 300 新竹市香山區延平路二段 76號 chih-hung111@hotmail.com 

新竹市北區南寮國民小學 03-536-3448 #822 300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三段 465 號 30057 nlpstfannia@mail.nlps.hc

.edu.tw 

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 03-522-2492 #2030 300 新竹市北區北大路 450 號   

新竹市北區舊社國民小學 03-534-2022 #1033 300 新竹市北區金竹路 99號 jsps14@hc.edu.tw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 03-524-6683 #621 300 新竹市北區和平路 1號 doc621@mail.zgjh.hc.edu.

tw 

新竹市立東門國民小學 03-525-1827 300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 33號   

新竹市立新竹國小 03-522-2153 #231 300 新竹市東區興學街 106 號 hs25@mail.hsps.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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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電話 地址 信箱 

新竹市立東園國民小學 03-571-2496 #8603 300 新竹市東區園後街 25號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03-574-5892 #200 300 新竹市東區建功二路 17號 mivpan@cksh.hc.edu.tw 

新竹市東區水源國民小學 03-571-1125 301 新竹市東區仰德路 11號   

新竹市立建功國小 03-571-3447 

#46003 

300 新竹市東區建功一路 104 巷 22 號   

新竹市立龍山國小 03-577-4287 #725 300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 574 號 chuyun0220@gmail.com 

新竹市關埔國小 03-666-9086 300 新竹市東區慈濟路 2號   

新竹市立朝山國小 03-5374304 300 新竹市中華路五段 648 巷 126 號   

新竹市立港南國小 03-538-2964 300 新竹市香山區海埔路 171 巷 91 號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 03-521-6121 30051 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03-521-6121 30051 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新竹市水環境顧問團   聯繫同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華廷國際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2741-1131 106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268 號 5樓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 02-2793-6555 114027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2段 193 巷 12 號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

關西工務段 

03-587-5131 #3201 30643 新竹縣關西鎮北山里店子岡 1 號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02-8687-5111 238027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 212 號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新

竹工務段 

03-523-1177 300 新竹市崧嶺路 40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

理處 

03-5224163 300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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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計畫一：與河同行-穿梭多樣的新竹左岸 

 

1.導覽主題 與河同行-穿梭多樣的新竹左岸 

2.大綱 在臺灣的生活中對於河川的理解往往不容易在一般的教育場域中看到。本導覽計
畫企圖透過解說牌的設立，讓各類遊客能夠對於平時來騎腳踏車或是散步之處有
更多認識，理解頭前溪在文史生態各方面平時不會注意到的景觀。 

3.導覽目的 主要目的：讓在左岸騎腳踏車的散客快速對頭前溪的景觀、生態、文史脈絡產生
感受，並提供這些散客未來可以深入瞭解頭前溪文史生態資源的參考方案（引導
至導覽計畫二）。 

次要目的（各次要目的都是一個完整的自行車主題路線，時間長度約為2小時）： 
1. 自行車道周邊有許多野生動植物棲息，人們可以透過降低環境干擾、怎麼
樣跟這些動植物共存？ 

2. 新竹左岸的水環境改善成果有哪些？提供什麼樣的重要服務？ 
3. 新竹左岸的重要河川景觀在哪裡？我們要怎麼親近它們？ 
4. 以前的新竹左岸是甚麼模樣？地景如何隨著時間變遷？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改變？ 

4.教育意義 本生態導覽計畫運用既有的腳踏車道與周邊環境，針對隨機來訪的散客，以硬體
解說牌作為自主探索的切入點，使來訪者能夠親身感受頭前溪的美麗景觀與豐富
的自然資源，並且覺察溪流生態與自身的連結，建立對於水環境改善與棲地復育
的正面認知，進一步觸發深入探索學習的動機，銜接至生態導覽計畫二與三。 

5.目標對象 騎乘自行車的遊客們，描述目標對象的關鍵字包括但不限：65歲以下、新竹縣市
居民、中產、竹科、公務員、教師、親子、外縣市。 

6.參與人數 本導覽計畫的內容均以自行車道沿線之解說牌呈現，不論是個人自主參觀或有導
覽人員帶領，若要使單一解說牌可發揮最大效益，單次參與人數約10人之內。未
來可根據自行車道出入口人數、解說牌上的QR碼瀏覽次數或是在辦理大型活動時
的經驗，來估算參與人數作為KPI的展現。 

7.導覽路線規劃 本導覽計畫路線建議區分為01、02兩條路線分別對應至次要目的1.1「自行車道周
邊有許多野生動植物棲息，人們怎麼樣跟這些動植物共存？」、1.3「新竹左岸的
重要河川景觀在哪裡？我們要怎麼親近它們？」與1.2「新竹左岸的水環境改善成
果有哪些？提供什麼樣的重要服務？」、1.4「以前的新竹左岸是甚麼模樣？地景
如何隨著時間變遷？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 
 
路線圖請見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
計畫」專案內「生態情報地圖及導覽計畫資料」資料集內，「導覽計畫一路線規
劃」。 
 
相關團體可選取導覽次要目的中有興趣的路線進行規劃，並依據參與者體力、喜
好等不同狀況進行路線的調整。 

8.解說內容 1. 自行車道周邊有許多野生動植物棲息，人們怎麼樣跟這些動植物共存？ 
a. 過往在頭前溪執行的調查，溪畔仍有一些野生動物活動，像是白鼻
心、各種鳥類、還有澤蛙、斑龜與草花蛇等兩棲爬蟲動物。此外，
蝴蝶、蛾類、蜻蜓、豆娘等等昆蟲。它們需要的環境各不相同，但
可以想像，體型越大的動物，需要使用的活動、躲藏或覓食空間會
越多。所以說，頭前溪邊的樹林、農田與草地的邊界、水田裡、人
工溼地與渠道，都是這些野生動物會需要的空間。 

b. 在新竹左岸，也還有許多原生的植物分布，像是每年夏秋間開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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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根子草、臭根子草、白羊草，以及藏身在草地森林交接處的臺灣
大豆與臺灣鐵莧。這些植物們，有些喜歡隱密的所在，有些則在靠
近自行車道、遊客與割草機的地方棲身。因此，新竹左岸高灘地的
棲地多樣性，還有長期的環境經營方案，很大程度的影響原生植物
的分布與生存。 

c. 頭前溪在新竹左岸的腹地範圍不大，從主流旁的低水護岸起算，到
68號快速公路之間，最寬處不超過300公尺。這些空間多數由人類
利用，包括水田、農園、公園綠地、自行車與其他運動的場地等
等。高灘地裡密密麻麻地擠入了人的活動、動物行走的軌跡、還有
植物定著的位置，人與野生物如何彼此互動交流，會是這裡很重要
的課題，也是每個來到左岸的人們需評估的功課。 

d. 因此，透過水環境改善計畫，我們應該可以進一步改善人與環境的
關係，包括保留動物活動的廊道（濱溪自然生長的綠色植被）、包
括降低新竹左岸的水泥、柏油鋪面的面積（讓野生動物願意活動的
範圍更大）、包括積極盤點在地農民的耕作形式與方法（盡可能推
動環境友善的農法）、包括降低在新竹左岸餵食流浪貓狗與避免於
此進行TNVR回置等等。 

2. 新竹左岸的水環境改善成果有哪些？提供什麼樣的重要服務？ 
a. 新竹左岸第一期（一到四批次）水環境營造成果主要有三，其一是
方便人們前往左岸高灘地，比如說完成了各個出入通道的規劃與建
置，並把自行車、汽機車進入高灘地的動線做了一定程度的區分；
其二是調整左岸高灘地上的休閒遊憩環境，包括收回賽車場、遙控
飛機飛行場利用的土地，改為草原、寵物公園等環境，又新增了一
些球類、腳踏車的運動場地；其三是在左岸人們的活動空間、休閒
遊憩設施的縫隙裡，納入一些強化高灘地生態系服務的設計，比如
說移除了過去違法傾倒營建廢棄物的表土、比如說建立一些讓動物
跨越移動阻礙的通道，又或者是調整綠化的植栽，留下更多在地物
種生存的空間。 

b. 這些水環境改善的硬體成果，可以讓我們更親近頭前溪這條溪流，
但也可能讓更多的人為干擾進入頭前溪。當腳踏車經過溪流、濱溪
樹林、草叢等環境，垃圾可能被棄置在周邊，擔心草叢中有蛇、路
線昏暗的民眾陳情要求割草或增設路燈。這些人的需求確應被滿足
，但當代環境治理也應該綜合考量現地的生態調查成果，依據每個
狀況檢視生態保育與人類利用間的利益界線。近代規劃與生態工程
雖然有種種巧思與科技，可以妥善照顧不同物種與人類的利益，但
具體、細緻的棲地區分也應該要被落實，讓野生動植物可以擁有一
些連通的、擾動狀況較低的棲地。 

c. 未來人們除了持續讓自行車、交通利用與人為活動對於生態更友善
之外，也可以透過解說展示，瞭解頭前溪可以提供的生態系服務，
包括供給、調節、支持、文化等不同的面相。透過水環境改善，未
來我們應該可以更輕易的進入頭前溪進行環境教育的活動，並且可
以在頭前溪畔淨溪（清除垃圾並認識溪流的水文歷史）、親水（利
用主流旁邊較安全的小流路進行自然觀察）。 

3. 新竹左岸的重要河川景觀在哪裡？我們要怎麼親近它們？ 
a. 現今新竹左岸是平坦寬闊的高灘地區域，多樣的地景鑲嵌其中，包
含流動水域、泥灘地、水田、旱田、人工溼地、河道草叢、溪畔次
生林、公園綠地草原、停車場設施及道路等不同土地利用景觀。 

b. 新竹左岸有較大規模的甜根子草地，分布在主流路與周邊的灘地，
較遠離高灘地人為活動空間的位置，經常群聚生長的甜根子草，在
每年九月開花期間形成一片白茫茫的花海迎風搖曳，站在橋上欣賞
美不勝收。而現存較大規模的農水田，則主要分布在中下游的前
溪、康樂、古賢一帶。 

c. 在何姓溪排水的匯流口與舊港島堤防南岸一帶，靠近主流的自行車
道可以看到頭前溪大片的開放水面（漲潮時）或泥灘地（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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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而泥灘地上有許多潮間帶生物可以觀察探索，像是招潮蟹、
彈塗魚等。天氣晴朗時據說可以遠眺到大壩尖山，是很可貴的河溪
流域景觀。 

d. 現今的頭前溪中，有幾段可見整齊排列的水泥方塊橫亙溪流水體，
人們暱稱為豆腐岩，這是為了穩固河川而做的柔性固床工，目的是
希望控制上游的縱向沖蝕，防止河床被掏刷。然而河川的治理除了
防洪考量外，人為的工程施作也需考量生態環境議題，橫向的人工
構造物截斷溪流生物的連續棲地，幾次的勘察中也在豆腐岩上方發
現魚類屍體。另外，豆腐岩之間的縫隙，也經常堆積許多垃圾無法
排除，使溪流環境品質劣化。 

4. 以前的新竹左岸是甚麼模樣？地景如何隨著時間變遷？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改變？ 

a. 透過不同年代的衛星影像圖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新竹左岸的地景隨
著時間的演變。在1966年9月27日的Corona衛星影像中看來是水
田、草地、沙洲與水流的多樣組合。這張衛星影像離戰後水利單位
提出第一本頭前溪的治理計畫，還相隔十多年。在1966年，頭前溪
兩岸的堤防與水利治理界線還不明確，居民利用水岸耕作、取水、
採集植物與水域生物，把日常的生活空間拓展到頭前溪邊。這時侯
的河川景觀以溪床上各種植被地景區分，大概可以看到許多裸露的
卵石灘地，其間是網狀分枝會合的頭前溪水流。灘地上有甜根子草
地，在秋季會有大片絲絨般白花盛開，此外，往下游處會有開卡
蘆、蘆葦、一些濱溪的樹林帶，各自提供不同的地景景觀。除了間
歇分布在灘地以外，更大面積的水田集中在河邊道路的南側，每年
兩季的水稻耕作，在稻子生長的不同期間呈現了或青綠、或金黃的
地景樣貌。 

b. 在頭前溪開始大規模的水利治理之後，河川的空間被水利法定義，
遂逐步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空間區分。河川兩側基於防洪與水流暢通
的需求，興建了堤防，也逐步回收了原本用於農耕的土地。在68號
快速道路興建之後，聚落與左岸完全分離，也影響了人們利用新竹
左岸的方式。但在新竹市近年的都市發展脈動下，人們轉而追求親
近自然與自由活動的空間。河濱公園開始出現，運動場所、處理水 
污染的空間被劃定下來。歷次的營造與水環境改善計畫，開始試著
要縫補人與河溪的關係，但對於景觀的著墨，還有很多改善空間。 

c. 新竹左岸的地景變遷除了河川自然演替的因素，同時也與人息息相
關。人們對於河川環境抱持的態度與想法，影響人們對河川採取的
行動與利用，而河川的自然力量又會如何反應。探究地景變遷可以
一窺在地人與河之間的關係演變，探索不同時期河川地景對於人的
意涵為何。 

9.互動活動說明 本生態導覽計畫以硬體解說牌做為主要互動媒介，可將解說牌設置於頭前溪沿岸
重要景觀點位或是腳踏車休憩點。解說牌內容主要以能夠引起來者共鳴與呼應的
文字和圖片呈現，來訪者可搭配解說牌內容與現地景觀進行觀察與探索，並透過
QR碼延伸連結至新竹市生態情報地圖網站、下載導覽路線圖及其他相關資料，提
供來訪者延伸探索的資源。結束探索後也能透過解說牌指引至下一個地點。 

10.相關設備需求 1. 解說牌建議點位如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
教育網絡建置計畫」專案內「生態情報地圖及導覽計畫資料」資料集內容
：「解說資源點位資料集」。 

2. 若搭配導覽人員進行，除導覽人員使用之麥克風外，無特定設備需求。 
3. 中央研究院Corona衛星影像資料，需使用請洽該網站聯絡方進行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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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備註與潛力資源
連結 

1. 自行車道可連結區域： 
a. 17公里海岸線自行車道｜生態導覽解說資源 
b. 往新竹市區連結市區內觀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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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藉環島一號線自行車道連結新竹縣頭前溪自行車道、豆子埔溪自行
車道｜頭前溪景觀、新竹縣觀光資源 

2. 本生態導覽計畫以頭前溪畔自行車道的解說牌為主軸，串聯頭前溪畔沿線
景觀與生態議題點位，增加散客駐足停留的時間，提升民眾觸及頭前溪自
然景觀與深入了解生態議題的機會，甚至促進持續探索的動機，不僅可培
養附近來訪的居民在地意識，亦可廣泛提升民眾對於自然保育的素養。 

12. 圖說 

 
導覽路線示意圖 
(詳細內容請見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
置計畫」專案內「生態情報地圖及調查資料」資料集內容：「導覽計畫一路線規
劃」。 
 
連結：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fe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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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計畫二：河圳歷史風貌-穿梭古今新竹左岸 

 

1.導覽主題 河圳歷史風貌-穿梭古今新竹左岸 

2.大綱 城市的發展與河流密切相關，頭前溪承載著原住民的遺跡與漢人開拓的歷程。走
訪孕育新竹的頭前溪及隆恩圳，瞭解河圳與新竹開發過程的歷史變遷。 

3.導覽目的 主要目的：從繁華的新竹市中心，順著百年開鑿的隆恩圳，走到孕育新竹成長的
頭前溪，透過行腳踏查，深入瞭解新竹百年來的歷史變遷。從科技現代的新竹，
認識百年前「求一樹就蔭不得」的荒涼情景，體會水圳的興建，帶來農業的興起
，水資源對於城市變遷的重要性，反省並察覺人與河川的緊密關係。 

次要目的： 
1. 瞭解新竹的歷史發展 
2. 理解水圳開鑿與新竹發展變遷的關係 
3. 認同水資源在人與城市發展中的重要性 

4.教育意義 大地是我們的母親，河流是我們的血脈。本導覽透過歷史現場踏查，瞭解河川、
水圳的開鑿與竹塹歷史的發展過程。其意義在使民眾經由對過去歷史的認知，深
刻體悟河川、水圳在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進而理解水圳、河川整治對民眾生
活帶來的歷史及現代意義。 

5.目標對象 主要目標對象： 
1. 就學中的新竹市民。例如：高中、國中、國小的學齡青少年及兒童。 
2. 對認識新竹歷史有興趣的民眾。例如：新竹縣市居民、新移入的市民、遊
客、參訪團體、學習團體。 

6.參與人數 每次導覽規劃人數在20人以內 

7.導覽路線規劃 路線：新竹火車站—新竹城迎曦門—護城河親水公園—中央公園—隆恩圳親水公
園—三民公園—新竹水道取水口展示館—指源宮—頭前溪河濱公園 
 
路線圖請見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
計畫」專案內「生態情報地圖及調查資料」資料集內容：「導覽計畫二路線規
劃」。 
 
連結：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fe983 
 
相關團體可選取導覽目的中感興趣之次要目的，依照實際導覽團體的需求選擇踏
查行程長短，並搭配地圖與文史生態資料庫等資源形成完整且切合地景的導覽行
程。 

8.解說內容 1. 新竹火車站—新竹城迎曦門： 
步行約5分鐘，由新竹火車站，經站前廣場，中華路、中正路、林森路

交叉口，走林森路，再沿東門大排水兩側的勝利路或信義街前行，至東門
圓環、新竹城迎曦門。沿途所經是新竹的商業中心，有SOGO百貨、晶品
城購物廣場，現代熱鬧。 
新竹車站為國定古蹟。從清光緒年間(1893年通車)鐵路鋪設時設立，

而今日的站體則是完成於日本時期(1913年)，在二戰期間遭轟炸受損，後
再由國民政府修復應增建。站體至今已有100年的歷史，為台灣歷史最悠
久的火車站。 
新竹東門城迎曦門為一座國定古蹟，為竹塹城最初建城時4座城門其中

一座，也是現今唯一留下的城門。城門為二層樓的建築，城座與城牆以石
磚砌成，城牆上鐫刻著時任署理淡水撫民同知李慎彝所題的「迎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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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上層城樓原為木構建築，現已改為混凝土造。城門門洞採半圓拱型的
造型。 

 
2. 新竹城迎曦門—護城河親水公園 

步行約5分鐘，由迎曦門沿東大排至護城河親水公園，途中可經新竹州
圖書館。 
東門大溝早期是新竹城的東城門護城河，也是現今台灣僅存的兩條護

城河之一，2000年新竹市政府推動「新竹市護城河及周邊親水設施改善
計畫」和2015年再造工程，改善護城河的環境，積極綠化並提升水面高
度，建設完善的親水空間，並設立階梯廣場作為戶外表演的場所，讓民眾
在都市中有一處休憩的場域休憩公園，同時也認識新竹的歷史變遷。 
新竹州圖書館是為日本大正天皇東宮太子裕仁（即昭和天皇）1923年

來臺訪問而建設的圖書館，現被指定為市定古蹟。1925年7月完工後，同
年8月31日開館，命名為新竹州圖書館，為日治時期三座公共圖書館之
一。二戰後改名為新竹市立圖書館，1984年3月由新光人壽自新竹縣政府
購得，原計畫拆除，興建大樓。2018年3月，在新竹市政府努力下，新光
人壽同意進行該建物的修繕計畫，市政府向文化部爭取經費，工程在
2018年6月底動工，2020年9月完工。2020年10月啟用後，後續可能規劃
為複合式書店。 

  
3. 護城河親水公園—中央公園 

步行約4分鐘，由親水公園中央路經東大高架道路下方，至中央公園。
途中可繞經新竹美術館、幸福廣場、新竹市政府及新竹市消防博物館。 
新竹中央公園位於中央路與東大路旁，面積約 0.77 公頃，1991年啟用

，是新竹市區的重要休憩區。2011年9月「中央公園兒童遊憩再生工程」
完工，以「兒童遊憩」為主題，把中央公園打造成融合「動態體驗、探索
學習、保留大量綠地」的親子遊樂園。園內設計多樣不同於其他地方的特
色游具，是親子遊憩的好去處。 
新竹美術館原是1920年日本政府改正地方制度設置的「新竹街役場」

，二戰後作為中國國民黨新竹黨部，1991年成為新竹市戶政事務所，
2001年公告為市定古蹟。2004年起，經市政府活化整修，2007年定名為
「新竹市美術館暨開拓館」，2016年轉型成為「新竹市美術館」作為當
代藝術展覽空間。 

  
4. 中央公園—隆恩圳親水公園—三民公園 

中央公園至隆恩圳親水公園，步行約4分鐘，由中央公園沿三民路旁水
圳直走，至隆恩圳親水公園。隆恩圳親水公園至三民公園，步行約10分鐘
，沿隆恩圳兩側的三民綠園道，經三民網球場，步行可抵達三民公園。 
隆恩圳目前是新竹市內的重要溝渠，與嘉義縣的道將圳、彰化縣的八

堡圳並稱為台灣三大古圳。1715年由至竹塹開墾之王世傑及其家族興
建。從清康熙年間至今已有300年的歷史，在當時水圳的開發對土地利用
和農業的發展有長足的影響。現今新竹市都市發展水圳的農業供水功能也
逐漸式微，2018年新竹市政府重新改造為親水公園，作為都市綠帶和遊
憩場所。 

 
5. 三民公園—新竹水道取水口展示館 

步行約25分鐘，由三民公園經新竹監理所，走自由路沿東光路，這裡
有一段高架橋，穿越鐵道，至忠孝路左轉。亦可走下方經「北新竹」車站
，過天橋，再走東光路至忠孝路左轉後，順著忠孝路直走，經愛買新竹量
販店，再轉東勢街，可抵達新竹水道取水口展示館。 
新竹水道是於日治時期問為解決發展日益繁榮的新竹市的民生用水而

興建，1925年開始建設1929年完工通水。水道的取水口位於隆恩圳的上
游，主要水源為伏流水。水道取水口建築仍保留至今，也被指定為市定古
蹟，包含唧筒室和唧筒井。展示館則展示新竹市的水資源史，提供民眾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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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新竹市發展與水資源的關係。 
  

6. 新竹水道取水口展示館—指源宮—頭前溪河濱公園 
步行約30分鐘。新竹水道取水口展示館旁的溝渠為「隆恩圳」，沿水

源街經「水源橋」，可見流經之「隆恩圳」。過「水源橋」後，路名改為
「千甲路」，至太原路左轉，經北門聖教會，進溪洲路可抵達「指源
宮」。走太原路轉太原路130巷，遇原興路右轉，途經水源社區及水源社
區活動中心，左轉仰德路，經水源國小，接中華路三段一巷，至頭前溪河
濱公園。 
頭前溪是台灣西北部主要河川，也是新竹市最重要的藍帶資源。相較

於過往人必須取用和溪流的各式資源與提供的各式功能，現代社會對於溪
流的使用與認知多半在休憩、景觀等等，在土地資缺乏的都市地區河岸無
疑是非常好的地點。目前已經有行車道、壘球場、槌球場等設施，此外，
配合其他導覽計畫，更可以進一步認識頭前溪。 

9.互動活動說明 本文史導覽計畫包含9個主要的導覽點位，透過行腳踏查，穿梭古今，瞭解從過
去到現在，竹塹發展與頭前溪的關係。藉由現地觀察與解說，了解河川、水圳、
都市風貌的變遷，激發市民與參與者對過去的認同、對河川的情感，思考都市中
河川、溝渠的角色，進一步認同「親水」設施、工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10.相關設備需求 1. 人員需求：掌握基礎解說能力訓練（如：a.大專院校歷史、文化科系相關
背景者；b.各級學校教師；c.地方文史工作者；d.新竹市政府各局處解說
志工；並搭配各次要目標的導覽規劃進行。 

2. 除解說人員使用之麥克風外，無特定設備需求。 

11.備註與潛力資源
連結 

1. 潛在解說社群： 
a. 地方文史工作者 ：新竹火車站、迎曦門、新竹州圖書館 
b. 新竹地區中小學教師：新竹火車站、迎曦門 
c. 竹塹社區大學：新竹火車站、迎曦門、新竹州圖書館、中央公
園、新竹市美術館、新竹水道取水口展示館 

d.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頭前溪河濱公園 
e. 大煙囪下的家：新竹火車站 
f. 新竹市水源社區、千甲社區：頭前溪河濱公園 
g.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水環境巡守隊、環保志工：隆恩圳親水公園、
護城河親水公園 

2. 本導覽計畫提供一系列關於頭前溪歷史與都市風貌變遷議題之主題與內容
，期盼透過現地踏查，帶領民眾認識河川與人的歷史關係。導覽計畫的執
行逐漸累積成果，連結在地文史愛好者及政府，關注竹塹及頭前溪歷史變
遷，期望喚起民眾對河川的歷史意識，愛護自己的家鄉、河流，創造更美
好的「親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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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圖說 

 
導覽路線示意圖 
(詳細內容請見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
置計畫」專案內「生態情報地圖及調查資料」資料集內容：「導覽計畫二路線規
劃」。 
 
連結：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fe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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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計畫三：與河交朋友-認識新竹左岸的生態地景 

 

1.導覽主題 與河交朋友-認識新竹左岸的生態地景 

2.大綱 河岸是人與自然交會和互動的地方，此導覽企劃以調查為基礎所發現新竹左岸臺
灣大豆、蝙蝠、螢火蟲和蟹類等重要生物出發，希望讓參與民眾了解就在此處的
生態資源。更進一步，並在生態資源背後，人們又是如何了解、參與甚至改造這
樣的地景。 

3.導覽目的 主要目的：深入瞭解頭前溪的環境議題，並從實作、觀察、參與中，引領參與者
感受新竹左岸生態環境的樣貌、生態資源的重要性，並強化參與環境議題的認
同。 

次要目的（每個次要目的都是一個完整的導覽或環教活動，內容約為2小時）： 
1. 淨化頭前溪：新竹左岸為河川高灘地，是污水進入頭前溪主流前最後一個
淨化處理位置、也是新竹縣市自來水的取水處，因此需要明確理解目前的
水汙染經營管理策略，並思考可行的改善方向。 

2. 尋找臺灣大豆：新竹左岸的重要植物資源是原生草地植物，其中包含臺灣
大豆，因此我們可以用各種方式留意左岸的植物生長狀況。 

3. 夜訪蝙蝠：新竹左岸是很多蝙蝠的重要覓食場所，因此我們需要盡可能的
維護此處棲地的自然度。 

4. 縫補動物棲地：新竹左岸有白鼻心等野生動物活動，我們應該要留意棲地
的連結，不要餵食或接近流浪犬貓防止其干擾野生動物活動，並想辦法修
補濱溪綠帶的縫隙。 

5. 探尋溪畔螢光：新竹左岸有臺灣窗螢的族群，因此我們要盡可能的降低燈
光的干擾，並避開擾動窗螢喜歡的棲地環境。 

6. 頭前溪的強勢新居民：新竹左岸有許多外來物種分布，其中有些是非常強
勢的外來物種。我們要對這些外來物種保持關注，並透過適當的方法移除
它們。 

7. 豆腐岩是何物：新竹左岸的釣魚、淨溪點位，分布在既有的河川構造物附
近，我們可以透過這些路線下切到主流，來了解河川與人們的關係，並把
垃圾移出頭前溪。 

8. 頭前溪畔的公民科學家：新竹左岸有很多鳥類居住，或暫時利用這裡的棲
地。我們可以利用一些方便的APP，查詢左岸在不同季節、位置可以看到
的鳥類。我們應該要推動棲地環境的長期營造措施，讓更多鳥類可以棲
息。 

9. 灘地蟹類觀察：新竹左岸下游灘地的蟹類種類豐富，也有各種感潮帶的生
物棲息。特別是我們在此發現「粗腿擬瘦招潮蟹」與「麗彩擬瘦招潮蟹」
兩種於臺灣較少見的美麗招潮蟹物種。 

10.溪與人之間：新竹左岸的主流路中，有許多採集、垂釣的人，他們在垂釣
中獲得樂趣，或透過捕撈魚蝦蟹貝獲得收入。環境的變遷，如高灘地利用
形式的變化、廢污水的汙染、跨河構造物影響物種上溯，都對這些人們造
成或正或反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更親近這些提供了許多可以互動與觀
察生物的機會。 

4.教育意義 本生態導覽計畫從頭前溪的自然景觀與環境議題出發，啟發參與的關注與敏感
度。透過導覽人員的解說，使其認知頭前溪的各項議題與我們切身相關，並建立
正確的知識內容，能夠清晰思考頭前溪的環境議題。過程中，發展參與者對於頭
前溪的認同與正面態度，深化自然環境倫理價值觀，進而轉化為具體的行為改變
或更多行動中。活動亦透過簡易自然觀察工具的教學，使參與者具備更多主動參
與行動的機會與能力。 

5.目標對象 對於自然觀察、環境教育、在地環境議題有興趣的在地關注團體。包括各級高中
小學、親子共學團體、社區組織等。也包括外縣市或中央部會進行水環境改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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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參訪交流、對於新竹左岸生態環境/物種有興趣的關注團體等。 

6.參與人數 本導覽計畫各次要目標均可發展為完整的2小時環境教育課程或小旅行行程規
劃。因為各課程或行程規劃均屬於讓參加者到實地體驗、感受的活動類型，因此
導覽人員引導、教學與相應的現場負荷較大，故規劃相關參與人數與辦法如下： 

1. 1位導覽人員最多引導10名參與人員。 
2. 每1課程或行程規劃以不超過2個導覽人員，總人數20人為限，以降低對
周邊鄰里或環境之干擾，並降低主辦單位行政負擔。 

3. 建議在導覽前提供簡易資料、行前通知與注意事項，供參與人員事先了
解。 

7.導覽路線規劃 本導覽計畫以各次要目標於固定點位進行為主，不規劃導覽路線。解說牌建議點
位如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絡建置計畫」
專案內「生態情報地圖及導覽計畫資料」資料集內容：「解說資源點位資料
集」。 
 
相關團體可選取導覽目的中感興趣的次要目的，次要目的共10項，依照實際導覽
團體的需求選擇2-3項，並搭配地圖與生態資料庫等資源形成完整且切合地景的
導覽行程。 

8.解說內容 1. 淨化頭前溪：透過自淨作用將水中的污染物移除，是健全的河溪棲地所提
供的生態系服務。這些服務，包括多樣的流速水深組合提供溶氧模擬曝氣
效果、各種粒徑底質中的微生物作用、水體裡的各種清除者清理有機碎
屑、還有濱溪植被的磷氮拔除功能。但在新竹左岸，長期的人為擾動與河
溪治理，使棲地、水深、流速多樣性降低，已經減損了河溪與高灘地生態
系所能提供的自淨功能。又新竹縣市排放的廢污水中污染量與污染種類，
大概已超出現在頭前溪所能自淨的限度。因此，兩個進行水質淨化處理人
工溼地，還有未來應該要增加的污水處理設施（包括上游污水截流、分
流、處理），是讓新竹縣市人民可以放心使用自然水資源，以及讓近溪親
水的願景實現的重要規劃。 

2. 尋找臺灣大豆：臺灣大豆在頭前溪最早的調查記錄，來自島田彌市1924
年於油羅溪一帶採集的標本，在2005年的河川情勢調查中，調查團隊也
提及在頭前溪畔有發現到臺灣大豆。2020年的調查裡，確認了還有臺灣
大豆生長在自行車道兩側、人為擾動頻繁的環境。這些環境裡，也還有頭
前溪過往河床的原生草地植物如白羊草、甜根子草、臭根子草等物種構成
的濱溪植被景觀。靠近下游河口的樹林下，也有臺灣鐵莧這種原生的海岸
林下植物生長。這些植物是重要的原生物種資源，可以作為未來頭前溪綠
美化與多樣性保育的素材。我們可以用各種方式留意左岸的植物生長、物
候等狀況，並透過iNaturalist等APP辨識、記錄並追蹤植物的分布。 

3. 夜訪蝙蝠：根據2020年7月執行的蝙蝠超音波錄音調查，記錄了堀川氏棕
蝠、鼠耳蝠屬、絨山蝠、東亞家蝠、山家蝠、高頭蝠、霜毛蝠等多個蝙蝠
物種在新竹左岸活動。雖然這類型的調查並無法判明實際個體數量，但可
推測計畫範圍蝙蝠優勢種為東亞家蝠、高頭蝠和霜毛蝠等三種。另外比較
各物種被偵測到的時間，大致上可見家蝠屬種類較早開始活動，最晚被偵
測到的則是絨山蝠。由此觀察我們可以了解到新竹左岸是很多蝙蝠的重要
覓食場所，因此我們需要盡可能的維護此處棲地的自然度，比方推動周邊
的農業友善化、推廣蝙蝠屋等等。 

4. 縫補動物棲地：依據2020年的紅外線自動相機調查，新竹左岸的濱溪樹
林內，有白鼻心活動的蹤跡。周邊的居民、工程廠商也告訴我們，過去左
岸有許多臺灣野兔出沒，但其族群於近年間逐步往上游退縮。但左岸因為
長年的整治，許多排水溝、人工構造物切斷了野生動物東西向沿著河流移
動的廊道。自動相機調查中，我們也留意到流浪貓、狗的數量極大，很可
能對左岸的野生動物族群造成影響。我們應該要留意棲地的連結，避免在
左岸回置絕育後的犬貓，也不要餵食或接近流浪犬貓，並想辦法修補濱溪
綠帶的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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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探尋溪畔螢光：周邊的社區長輩回憶，過去新竹左岸周邊的農田有許多螢
火蟲出沒。而在2020年的調查中，僅發現臺灣窗螢1種螢火蟲。它們在
9-10月間出現，喜好草生荒地這樣的棲地類型。但在新竹左岸的上游側，
來自橋樑、高架道路與竹北一帶的高樓燈光，會影響臺灣窗螢的活動。又
如果我們過度頻繁的擾動臺灣窗螢喜歡的草地，比如施用除草劑、或割草
過度，都會對臺灣窗螢的生態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我們要盡可能的降低燈
光的干擾，並避開擾動窗螢喜歡的棲地環境。 

6. 頭前溪的強勢新居民：銀合歡、小花蔓澤蘭、平原菟蕬子、互花米草等外
來植物，在新竹左岸多有分布，這些外來物種雖然提供了一些生態系服務
，如遮蔭、提供花粉蜜源等功能，卻對現地的植物多樣性有負面影響。又
如水源里生態渠道與生態池內的美國螯蝦、泰國鱧、雜交吳郭魚等物種，
都會減損原生魚類或水生昆蟲的數量。我們要對這些外來物種保持關注，
並透過適當的方法移除它們。 

7. 豆腐岩是何物：新竹左岸在下游的濱溪植被帶，特別是鄰近主流深槽區或
各個區域排水出口的象草叢裡，有許多垃圾深藏其中。又如果我們走近各
個跨河的柔性固床（豆腐岩），可以看到許多垃圾卡在水泥結構物上。這
些垃圾除了影響頭前溪景觀以外，更往下流往南寮、甚至入海，變成影響
海洋生態的重要問題。在這些既有的河川構造物附近，我們盤點了可以下
切到主流的路線，透過這些路線，我們可以進入頭前溪瞭解河川與人們的
關係，並把垃圾移出。 

8. 頭前溪畔的公民科學家：新竹左岸位於頭前溪下游，除了人們主要活動的
高灘地公園以外，還有水田、森林、草地、人工溼地與主流水體等多樣棲
地環境，繼而提供不同鳥類棲息或暫時利用的空間。兩個人工溼地中，有
紅冠水雞、小鷿鵜、鷺鷥科的物種利用。主流路上空經常有燕科與雨燕科
盤旋，近主流的草澤區域，也有花嘴鴨、鷸鴴科的物種利用。左岸自行車
道周邊的電線杆與樹枝，也可見到棕背伯勞、八哥等鳥類活動。靠近河口
區的地方，泥灘地上有鷸鴴科行動，各種鷺鷥棲息於濱溪植被上，更偶見
黑翅鳶盤旋。除了由專人引導以外，我們可以利用Merlin這款賞鳥的APP
，查詢左岸在不同季節、位置可以看到的鳥類。我們應該要推動棲地環境
的長期營造措施，讓更多鳥類可以棲息。 

9. 灘地蟹類觀察：感潮泥灘地是重要而生產力高的溼地，承接河川帶來的營
養鹽與有機碎屑，能夠忍受鹽度大幅變化的生物在此安居，且族群生長繁
盛。新竹左岸在舊港大橋前後，有大面積的泥灘地，於退潮時可見龐大的
萬歲大眼蟹、弧邊管招潮蟹、乳白南方招潮蟹族群數量。此外，我們也在
康樂里一塊農地旁通往頭前溪的感潮溝渠，發現「粗腿擬瘦招潮蟹」與
「麗彩擬瘦招潮蟹」這兩種在臺灣的分佈相對侷限的招潮蟹。各種灘地蟹
類的活動行為，如揮螯、覓食、挖洞、築煙囪等行為，是容易引起參與者
興趣的觀察對象。 

10.溪與人之間：雖依新竹市政府府產漁字第10600570611號公告舊社橋以
上禁用刺網、八卦網捕撈水產物，但在河口處，或其他主流區域利用釣
具、小型籠具捕捉魚蝦蟹的行為並不在限制之列。左岸的主流路中有許多
跨河構造物，比如說各橋樑的橋墩、柔性固床工、取水口等等，形成大小
潭區，是垂釣的人們聚集的區域。在河口處除了釣客以外，也經常可以看
到舢板或小型動力船隻，或是身著涉水衣的居民在退潮時前往溪中塊石上
採集牡蠣。這些採集、捕撈的行為應該可以作為主管機關、硏究單位與周
邊環境關注團體的生態資訊來源，透過合作了解採集狀況，作為快速的環
境管理參考資訊。又這些行為仰賴健全的河川生態系服務，環境變遷，如
高灘地利用形式的變化、廢污水的汙染、跨河構造物影響物種上溯，都對
這些人們造成或正或反的影響。 

9.互動活動說明 本生態導覽計畫包含10個導覽主題，分別可透過議題討論、自然觀察及實際操作
進行互動。「淨化頭前溪」、「縫補動物棲地」、「頭前溪的強勢新居民」以及
「溪與人之間」議題性較強，可藉由現地觀察與解說，了解議題發生的現況與整
體脈絡，藉由互動式討論與問答，釐清議題的關鍵因素，激發參與者思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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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改善方案。「尋找臺灣大豆」、「探尋溪畔螢光」以及「灘地蟹類觀察」
則是以自然觀察為主軸，在導覽人員的解說與引導下細細觀察物種的樣貌與構造
，了解其對於頭前溪生態的重要性，延伸物種保育與棲地復育之概念。此外，其
他主題則可以進一步進行實際操作，加深認同感與參與感。「夜訪蝙蝠」運用實
際進行生態調查之超音波儀器進行感測，搭配解說深入了解蝙蝠的生態習性與棲
地。「豆腐岩是何物」藉由實際帶領參與者下切到主流，觀察溪中的人工構造物
，從不同的角度認識頭前溪，透過解說了解河與人的關係，同時賦予行動將垃圾
移除。「頭前溪畔的公民科學家」搭配公民科學APP進行，不僅可查詢曾在新竹
左岸出現的生物紀錄，也可鼓勵參與者將自己的觀察紀錄上傳，為累積生態調查
資料盡一份心力。 

10.相關設備需求 1. 人員需求：掌握基礎解說能力訓練（如：a.大專院校生態、生物、水保相
關背景者；b.各級學校教師；c.國家公園、博物館、荒野保護協會等單位
培訓解說員；d.新竹市政府各局處解說志工；e.環境教育講師等），並搭
配各次要目標的導覽規劃進行。 

2. 設備： 
a. 固定式：獨居蜂旅館、猛禽棲架、蝙蝠屋、紅外線自動照片機/攝
影機、水盒子、排程錄音機 

b. 日間：單筒望遠鏡、雙筒望遠鏡、放大鏡、透明塑膠觀察箱、不
同尺寸的夾鏈袋、簡易水質檢測套件 

c. 夜間：手電筒（若是螢火蟲觀察行程，建議加裝紅色濾鏡或玻璃
紙）、超音波錄音裝置 

d. 共通設備：裝載Google Earth（APP）、iNaturalist（APP）、
Merlin（APP）、Arduino SJ（APP）、Youtube(APP)的智慧型
手機、魚蝦蟹類調查器材（蝦籠、手撈網、八掛網或拋網、窺
箱） 

11.備註與潛力資源
連結 

1. 潛在解說社群： 
a. 竹塹社區大學(環境教育)：淨化頭前溪、縫補動物棲地、溪與人之
間 

b. 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環境保護、自然觀察)：尋找臺灣大豆、夜
訪蝙蝠、縫補動物棲地、探尋溪畔螢光、灘地蟹類觀察、 

c. 大煙囪下的家(生態文史、霜毛蝠)：夜訪蝙蝠、溪與人之間 
d. 新竹市野鳥學會(鳥類棲地保育、鳥類觀察)：頭前溪畔的公民科學
家 

e. 新竹市水源社區、水源國小(水質議題、環境景觀)：淨化頭前溪、
頭前溪畔的公民科學家、頭前溪的強勢新居民、豆腐岩是何物 

f.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教育中心(環境教育)：夜訪蝙蝠、頭前溪畔的公
民科學家 

g. 國立清華大學楊樹森教授(河川議題、環境科學)：淨化頭前溪、豆
腐岩是何物 

h.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水環境巡守隊、環保志工(水質議題)：淨化頭前
溪、頭前溪畔的公民科學家 

2. 本導覽計畫提供一系列關於頭前溪自然環境與保育議題之主題與內容，以
及後續實際操作可依循之架構，期盼透過導覽計畫的執行逐漸累積成果，
連結在地社群形成長期關注溪流的資訊平臺，作為訊息流通、溝通討論及
經驗分享的場域，期望在運作成熟後，在地社群能將之發展為能夠帶來實
際收益的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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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圖說 

 
導覽計畫次主旨簡易介紹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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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十四、頭前溪：說古道今、生態文史、暢快漫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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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med Window Fireflies
Pyrocoelia analis

         Rimmed Window Firefly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fireflies in 
Taiwan, often seen on the moist 
ground surface, such as the park, 
grassland, riverbed, and farmland 
area. Once in a while, grown 
fireflies can be seen flying in the 
tall grass nearby Touqian River at 
night from September to October. 
However, their habitat is gradually 
shrinking due to urban develop-
ment and its severe light pollution.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restore their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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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

https://ecomap.hccep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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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五、頭前溪溪遊趣(推廣教育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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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memory of residents, there were plenty of fireflies on the 
Left Bank. However, in the most recent survey, rimmed window firefly 
is the only species recorded. Rimmed window fireflies like high-stem 
grassland with less disturbance. They live in moist environments near 
the ground layer of grassland.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rimmed 
window fireflies could be found searching for mates in some parts of 
the Left Bank with less light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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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land with less disturbance. They live in moist environments near 
the ground layer of grassland.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rimmed 
window fireflies could be found searching for mates in some par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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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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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ta.depositar.io/zh_TW/organization/hcc_tcr_ecomap_2020

https://ecomap.hccepb.gov.tw/

 

Welcome to participate in future activities to help revitalize Touqian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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