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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工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報告 

民安橋下游位於鳳山溪後段，鳳山溪起源於高屏溪畔之九曲堂山

區，向西南流經前鎮區、小港區等數個行政區，最終在前鎮河注入臺

灣海峽。隨著經濟發展之轉變，工商活動逐漸取代農業，周圍廢棄物

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河川內，嚴重污染鳳山溪。 

市府為改善河川之惡況，並創造市民與優質水岸互動之空間，實

現水與綠的城市夢想，將鳳山溪列為主要整治目標。在保全防洪水利

機制功能外，對於生態系統永續發展，亦納入都市規劃基盤，讓水岸

綠地兼具自然與人文特色機能，達成平衡都市需求發展與環境地力復

原之調和。 

為進一步提昇鳳山溪整體親水藍帶空間，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爭取

前瞻計畫經費，整治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工程，打破鳳山溪水

泥堤岸，以植生砌石緩坡生態護岸方式，拉近人與水岸距離，並營造

自然生物棲地環境，使鳳山溪河岸成為親人親水的水岸空間，活化河

岸周邊生機，提供市民優質河岸休憩空間。 

本團隊於 107年 3月 21日、5月 9日、6月 28日及 7月 23日前

往鳳山溪民安橋下游現場勘查，執行施工過程中生態檢核之環境勘查

及生態衝擊評估，透過提升河川自淨能力及打造民生綠色廊道親水空

間，作為目前施工工程後續生態環境檢核及評估工作，以提供施工廠

商及人員於設計規劃、施工中及施工後須特別注意部分，並以迴避、

縮小、減輕及補償等方式，將本案工程對周邊環境生態影響降至最小

或讓衝擊減輕。 

針對本案工程內容，執行水利工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等作業流

程，包含人員至現場勘查、民眾參與及生態環境衝擊評估等，透過生

態環境勘評方式，邀請生態專家指導，以落實生態檢核機制，加強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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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態環境保育工作，使得生態調查成果回饋至本案施工過程中，以

利施工過程若遭遇危害生態衝擊時，可採取合適措施因應。 

本案工程施工中檢核各項環境因子累積影響評估分析，如空氣品

質、水體水質和噪音及振動等環境因子，依各項環境品質之調查結果，

瞭解本案施工過程中對環境造成之影響及衝擊程度，進行比較分析如

下表所示。 

環境因子影響評估分析表 

環境因子 說明 影響評估 

空氣品質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即時監

測參考：本次施工對於周圍之空氣品質指

標屬於普通等級，符合空氣品質標準，而

本案施工對於鄰近地區之空氣品質是屬

於稍有影響。 

稍有影響 

水體水質 

本案為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

工程，為增加通洪面積並採用植生砌石緩

坡生態護岸，進行鳳山溪民安橋下游整治

工程，營造多樣化的棲息空間，改善鳳山

溪水質，故本案完工後應屬正面影響。 

正面影響 

噪音及振動 

本案施工區域位於鳳山溪民安橋下游左

右岸，鄰近屬於道路及住宅區，施工範圍

於河道兩側，雖施工期間不影響附近交

通，但評估施工中對環境之噪音及振動造

成影響，是屬於稍有影響。 

稍有影響 

河川水質受天候及氣象的影響較大，一般以生化需氧量（BOD）、

溶氧（DO）、酸鹼值（pH）、氨氮、濁度及比導電度等項水質指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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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用水的品質。107 年 7 月 23 日 14 時 46 分，本團隊至民安橋下

現場採樣（如下圖）檢驗分析後，民安橋下水質檢測項目結果如下表

所示： 

 

 

 

 

 

 

 

 

 

 

 

 

 

 

107年 7月 23日民安橋下現場採樣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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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橋下水質檢測項目表 

項次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所得點數 

1 
氫離子濃度指數

（pH） 
7.65 

一般生物適合於

6~8中性水質 

2 水溫 30.7℃ - 

3 導電度 412 - 

4 溶氧量 8.52 1 

5 生化需氧量 14.40 6 

6 懸浮固體 17 1 

7 氨氮 3.42 10 

8 化學需氧量 34.48 - 

9 濁度(NTU) 32.00 - 

總點數 18 

RPI 4.5 

判定河川水質污染程度 中度污染 

將上表中之項次 4、5、6及 7的水中溶氧量、生化需氧量、懸浮

固體、與氨氮等 4項水質檢驗所得點數加總/水質項目數=污染指數積

分值=18/4=4.5，對照河川污染程度指標積分值表，污染指數積分值 

4.5 介於污染指數積分值 3.1≦S≦6.0 之間。因此，經採樣後分析，

目前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工程在施工階段執行水質檢測結果

為中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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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7 月 23 日 14 時 46 分，本團隊至民安橋下現場採樣水質

檢驗分析後，重金屬檢測項目資料結果如下表： 

重金屬檢測項目資料結果表 

項次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比對結果 

1 銅 0.002 mg/L 低於基準值內 

2 鋅 0.086 mg/L 低於基準值內 

3 鉻 0.001 mg/L 低於基準值內 

4 鎳 N/d 低於基準值內 

5 鉛 N/d 低於基準值內 

6 鎘 0.010 mg/L 高出基準值 

7 錳 0.002 mg/L 低於基準值內 

8 銀 0.027 mg/L 低於基準值內 

民安橋下水域採樣之重金屬檢測項目結果，經與頒布保護人體健

康相關環境基準值比對後，除重金屬鎘檢測數值高出基準值外，其他

重金屬項目顯示均低於法令規定之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值之

內。鎘金屬是一種累積性毒物，鎘化合物不易被腸道吸收，但可經呼

吸道被人體吸收，積存於肝或腎臟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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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態檢核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 監造廠商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07.01.10 - 108.03.14 
施工廠商 園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基地位置 

地 點 ： 高雄 市 ( 縣 ) 鳳山區 ( 鄉 、 

鎮 、市)   里(村)

 鄰 

TWD97 座標 X：182821 Y：2498456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117,000 

工程目的 
規劃88快速道路(民安橋)下游至國道一號右岸區域建造成為完整性的水岸環境，增設休

憩、景觀、親水設施，構築水岸生活環境，實現港灣河岸生活城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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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要 塊石護坡、植生坡面、漿砌塊石坡面、水岸步道、人行景觀橋一座 

預期效益 
將治水工程結合周邊景觀、綠地空間、營造自然生物棲地，塑造鳳山溪畔優質河

岸休憩空間，提昇周邊民眾生活品質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生態背景人員：王聖丰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生態資料：參考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高雄都會區生物多樣性

調查計畫報告；另外本府提報過程，承辦相關人員均至現地訪查

當地居民及詢問是否有特殊物種。 

生態衝擊：初步評估尚不至於對當地生態造成衝擊。 

生態保育原則：初步評估，本工程辦理後對當地生態環境具有補

償及互益作用。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

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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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物種及重要

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鳳山溪(附近屬已開發住宅區用地，生態已受既有公共設

施部分干擾，且無關注物種之棲地分布與生態系統)。 

□否 

生態環境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工區位址位於前鎮河水域，附近屬於已開發住宅區範

圍，其生態已受到既有公共設施部分干擾。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已確認工區周邊環境無特殊生態議題。 

   □否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本計畫將該區域部分受到既有公共設施干擾之棲地環

境進行改善，對整體生態環境並無造成衝擊。 

   □否 

調查評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

估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

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本計畫工區範圍無特殊生態物種棲息，但仍以不擾動

水域生物棲息地為其施工原則。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方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

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

意見？ 

  ■是：已於 106 年 8 月 21 日召開，當地民眾普遍對本工程計

畫採正 7面支持之意見。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已將工程計畫相關資料存放在當地區公所，供民眾參閱。 

   □否 

調

查

設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國立高雄大學/葉琮裕教授（生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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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階

段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及

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

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

完成細部設計。 

   ■是：設計過程根據專家學者審查意見，做細部設計修正及

往復確認，確屬可行。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初步設計完成後至地方進行說明會，獲得當地民眾普

遍支持。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高雄大學葉琮裕教授）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本府承辦人員開工前有充分告知施工廠商，工區範圍

雖無特殊生態物種棲息，但仍以不擾動水域生物棲息

地為其施工原則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

納入宣導。 

   ■是：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書有擬定施工環境保護(例如：揚

塵、水質及噪音控制等)，並依據設計圖說確實做好生

態保育措施。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

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書已納入設計圖面，並做好相關

揚塵、水質和噪音等控制，以避免對工區範圍既有之

生態棲地做干擾。 

   □否： 

生態保育品質管

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因契約書涉及法律權責問題，須具有明確規範始能執

行，故生態保育措施另於廠商施工計畫書要求。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廠商有依據設計圖說及施工計畫書進行生態環境(如：

揚塵、水質及噪音控制等)自主檢查，如遇有異常情形

該廠商須立即處理，惟廠商疏於將該項工作進行完整

記錄，本府未來辦理相關水環境改善施工計畫將對廠

商嚴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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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

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施工廠商確實依相關設計圖說有關生態保育措施進行

執行，完工後經確認對當地生態保育無造成不良之影

響。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本府歷次工程督導均有口頭責請廠商做好生態保育措施。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本府既有公務行政流程有關施工過程可能遭遇相關問

題，須於設計階段說明會先期解決並依據民眾建議意

見，執行細部設計修正，以避免於施工階段發生問題

導致須辦理變更設計修正。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工後生態資料

覆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

施工前後差異性。 

   ■是：施工後工區範圍之生態棲地變好，避免港區遊憩水質

受到家庭雜排水污染。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已辦公開說明會及建置在 https://khnuk.weebly.com/）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資料建

檔 

生態檢核資料建

檔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

維護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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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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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資料蒐集研究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 監造廠商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施工廠商 園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填表單位 
高雄大學 

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7 月 19 日 

資料類別 資料項目 資料出處 

土地使用

管理 

■土地使用現況 國土資訊系統-土地基本資料庫全球資訊網。 

■計畫相關法規 
土地法、高雄市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 

環境生態

資訊 

■氣象 
中央氣象局網站、NCDR 天氣與氣候監測網及行政院環保

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水文 經濟部水利署-地理資訊倉儲中心-水資源資料查詢。 

■地形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量中心 

■地質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整合查詢系統。 

■河川水系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情勢調查資訊網站、

行政院環保署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高雄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高雄市河川水質統計與優劣分析探討。 

■海域水質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 

■棲地生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研究報告：

全省河川生態補充調查與資料庫建立研究計畫(總報

告)。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生態工法及其應用研究(I、II)。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河川結構物設置對河

川特性棲地影響之調查與研究(1/3、2/3 及 3/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自然生態工法實務應

用-河溪工程篇。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設置高雄生態水系廊道策略研究。 

■生物多樣性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灣生物多

樣性訊入口網：http://taibif.tw/zh/institution/TESRI1/page

作為參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灣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之充實與

整合。 

 自然保育網-河川生物多樣性的內涵與生態保育。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高雄都會區生物多樣性調查計畫。 

其他 水土保持法、濕地保育法、河川監測法令。 

http://taibif.tw/zh/institution/TESRI1/page
http://taibif.tw/zh/institution/TESRI1/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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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現場勘查紀錄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 
監造廠商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廠商 園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7 月 25 日 

填表單位 
高雄大學 

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勘查日期 

民國 107 年 3 月 21 日 

民國 107 年 5 月  9 日 

民國 107 年 6 月 28 日 

民國 107 年 7 月 23 日 

勘查地點 鳳山溪下游保成一路旁 

單位/職稱 現勘人員 

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吳明淏、甯蜀光、林秋良等教授 

高雄大學 

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助理 
曾麗娟、趙孟德 

現勘紀錄 

1、107年 3月 21日前往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現勘時，現場有架設工程

施工圍籬，但無工程施作。 

2、鳳山溪為貫穿鳳山都會區之主要排水幹線，沿岸蘊含豐富人文資源、古蹟文化

及生態景觀，是一條多元化之都市河川，本案主要為拉近人與水的親近休憩水

岸空間。 

3、鳳山溪過去多採築堤束水方式，大量使用混凝土興築堤防、護岸等防水建造物，

河川喪失原有自然風貌及親水空間，廢棄污水也直接排入河川，造成鳳山溪生

態浩劫，並使河川喪失原有自然風貌及親水空間，不利棲地生態系統之營造，

也影響環境生活品質。 

4、本團隊計前往 4 次現勘，均發現麻雀數隻在上空飛翔或停留樹稍，溪河內發現

有吳郭魚在水域中，而兩岸溪畔種植有福木、構樹、黑板樹、雞蛋花、火焰花、

榕樹、菩提樹、金露花、椰子樹、鐡樹等灌喬木植物。 

5、本案工程位於鳳山溪下游，以考慮永續發展理念及最佳環境保護方式進行整治，

以防洪兼具水岸景觀及生態復育為主軸，從鳳山溪的防洪、水質、生態及景觀

休閒各面向，結合周邊景觀及綠地空間，營造鳳山溪畔優質河岸休憩空間，提

昇周邊民眾優質休憩環境及生活品質。 

6、本案工程範圍非法定自然保護區，無關注物種及重要棲地，僅就民安橋下游左

右岸進行生態緩坡工程，無對原有自然生態或水域辦理開發工程，且工程施作

過程以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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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民眾參與意見紀錄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 監造廠商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承包廠商 園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填表單位 高雄大學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6 月 28 日 

訪談人員 曾麗娟 紀錄人員 趙孟德 

受訪對象 1、路人黃小姐 2、路人王先生 

訪談地點 民安橋附近 中厝橋附近 

意見摘要 

1.訪談黃小姐摘述： 

曾：請問妳知道這邊圍起來在進行什麼工程嗎？ 

黃小姐：應該是要重新舖設步道工程吧。 

曾：重新舖設步道這是其中一項，這裡是高雄市鳳山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中

的工程，因為目前鳳山溪河道溝渠功能以防洪區域排水為導向，過去

護岸都用混凝土建築結構，造成視覺較為生硬，無法拉近人與水的親

近空間，現在改採用植生砌石緩坡護岸，可以營造自然生物棲地環境。 

黃小姐：是喔！那等到完工後，這裡的河岸風光會變得更美麗。  

曾：對啊！等明年工程完工後，就可以讓鳳山溪畔擁有更優質河岸休憩空

間 ，提昇這裡的生活環境品質。 

黃小姐：知道了，謝謝妳。 

 

2.訪談王先生摘述： 

曾：請問您知道這邊圍起在進行什麼工程嗎？ 

王先生：我不清楚，是不是要重新舖設人行步道工程。 

曾：對，重新舖設步道是其中一項，這裡是高雄市鳳山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的工程，因為目前鳳山溪河道溝渠功能以防洪區域排水為導向，過去

護岸都用混凝土建築結構，造成視覺較為生硬，無法拉近人與水的親

近空間，現在改採用植生砌石緩坡護岸，可以營造自然生物棲地環境。 

王先生：原來如此，那等到完工後，就可以開放讓我們散步運動了。 

曾：對啊！環境改善後，就能讓附近居民有更優質河岸休憩空間 ，提昇這

裡的生活環境品質。 

王先生：這樣很好，讓這裡變得更美麗，謝謝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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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生態區域分析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 監造廠商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承包廠商 園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填表單位 高雄大學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7 月 19 日 

項目 資料項目 註記 相關法源（主管機關） 

生態資源 

保育區 

□國家公園  1、國家公園法(營建署) 

2、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營建
署) 

3、野生動物保育法(林務局) 

4、森林法(林務局) 

5、文化資產保存法(林務局) 

6、漁業法(漁業署) 

□沿海保護區  

□野生物重要棲息地  

□野生動物保護區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森林保護區  

景觀資源 
保育區 

□自然保留區  1、文化資產保存法(林務局) 

2、發展觀光條例(觀光局) 

3、風景特定管理規則(中央主管機關) □古蹟保存區  

□風景特定區  

水資源 
保護區 

□水質水量保護區  1、水利法(水利署) 

2、自來水法(水利署) 

3、水土保持法(水保局) 

4、飲用水管理條例(環保署) 

5、河川管理辦法(水利署) 

6、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水利
署) 

7、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水域主管機
關) 

□河川區  

□水庫蓄水範圍  

□水庫集水區  

□飲用水水源保護區  

災害 
潛勢區 

■地質災害 
震災（土壤液化）災

害 

1、水土保持法(水保局) 

2、森林法(林務局) 

3、水利法(水利署) 

4、嚴重地層下陷區劃定準則(水利署) 

5、河川管理辦法(水利署) ■洪患災害 
風水災害、具有淹

水潛勢 

其他 

□特定目的事業管制區  1、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原住民
委員會) 

2、海岸、山地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與
禁建、限建範圍劃定、公告及管制作
業規定 

3、軍事秘密及緊急性國防工程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辦法 

□軍事安全重地  

□污染區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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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生態評核分析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 監造廠商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承包廠商 園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7 月 27 日 

單位/職

稱 

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評析人員 吳明淏教授 

內容說明 

1、地形地勢 

鳳山區東鄰大寮區，北接鳥松區，西聯三民及苓雅區，南臨小港區，境

內鳳山溪貫穿，上游來自大樹區，下游注入前鎮河，最終匯入高雄港，鳳山

又名太平頂山，境內有一弧列狀隆起珊瑚礁台地，一層一層山巒疊翠，北端

為太平頂，南端為鳳鼻，遠眺宛如飛鳳展翅，所以稱為鳳山。 

2、地質與土壤 

地質為珊瑚礁石灰岩地質的丘陵和沖積平原，石灰岩地質主要由泥晶

及生物化石碎屑組成；沖積平原由黏土、粉土、砂、礫石和有機物組成。 

3、斷層 

本案位於鳳山斷層邊，而鳳山斷層為存疑性活動斷層，由鳳山東北方崎

子腳，沿鳳山丘陵東緣延伸至拷潭附近，呈北北西走向，全長約 11公里。 

4、氣候 

高雄市位於北回歸線以南屬於熱帶季風氣候，年均溫在 25度，溫暖適

中，受季風支配，乾濕季分明，夏季以西南風為主，冬季多吹北北西風。 

5、工程棲地生態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工程，採用植生砌石重新修築，並以塊

石及植生坡面進行護坡及增加通洪面積，藉由水岸廊道之連結，以拉近人與

水岸距離，營造親人親水之水岸空間。護岸種植植物可增進河川之景觀，結

合景觀、綠地空間，並以植栽配合護岸修堤以達綠美化，可種植鳳凰木、垂

柳、大花紫薇及風鈴木等好養護常綠開花之喬灌木，營造優質河岸休憩空

間，提高其觀賞遊憩之功能，現勘其間也見有鷺鷥、燕子及麻雀等鳥類在施

工區域內出現，未來藉沿岸營造綠、美化的生態環境，創造出多樣化的生物

棲地。 

6、社會人文預測分析 

高雄市行政區域中以鳳山區人口最多，為高雄市第一大區，由古城門、

護城河、砲臺遺蹟、古色古香的書院及廟宇，勾勒出數百年來此地的生活樣

貌及在地風情，顯示出當年的軍事及政經地位。且擁有全台首座藝術圖書館

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及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不只是文創的搖籃，更將新形

態的藝術與鳳山在地文化接軌，成為蘊含豐富文化氣息與飽滿生活能量之

藝術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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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資料-對策建議表 
階段: □規劃 □設計 ■施工 □維護管理 

工程名稱 民安橋下游左右岸生態緩坡營造 監造廠商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承包廠商 園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填表單位 高雄大學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7 月 27 日 

內容說明 

1.保育對策 

    ▓教育    ■植生    □疏導    □隔離    □攔阻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    ▓改善 

 

2.工法研選 

    ■因地制宜    □因時施工    □就地取材 

 

3.棲地改善 

    ■物理棲地    □化學棲地    □生物棲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