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工程設計資料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邱寶慶 
水利資源處/技士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  月 23 日 

設計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主

辦機關 

邱寶慶 水利工程科/技士 土木 二林區行政業務 
    
    
    

設計單

位/廠商 

沈國泰 睿泰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計畫主持人 
水利工程設計 計畫簽證 

吳化祥 睿泰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專案經理 
水利工程設計 設計規劃 

林聖祐 睿泰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專案人員 
水利工程設計 設計規劃 

    
提供工程設計圖(平面配置 CAD 檔)給生態團隊 

設計階段 查核 提供日期 
基本設計 是 ▇ / 否 □ 107.11.22 
細部設計 是 ▇ / 否 □ 107.11.22 
設計定稿 是 ▇ / 否 □ 107.11.22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舊趙甲排水幹線(第一期)
治理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20 日 

評析報告是

否完成下列

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

圖、▇生態影響預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單位/職稱 姓名 學歷 專業資歷 專長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技術經理 
王俊欽 碩士 16 年 環境工程、環境影響評估、河

川水質影響評估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資深工程師 
蔡佳宏 碩士 3 年 環境影響評估、環境衛生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工程師 
郭晉峰 碩士 3 年 環境工程、生態環境科學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司/水域部經理 
黃鈞漢 碩士 14 年 水域生態調查、河川生物指

標、工程生態影響評估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

司/計畫專員 
陳易昇 碩士 2 年 植物生態調查、森林長期生態

研究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計畫專員 
程以欣 學士 1 年 環境生態調查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有關棲地鄰近區域之生態資料，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95 年 10 月「彰化地區排水環

境與生態調查分析委託技術服務」，摘錄相關調查成果。 
1. 植物： 

芳草橋處取樣共調查到 9 種地被植物，優勢種以龍葵為主。鄰近區域的植物生
態以禾本科、菊科及茄科植物最為常見，河道兩側的植物覆蓋狀況良好，當地
的環境現況以農耕地及畜牧業為主。經調查結果可得知，於崙腳寮橋處取樣共
調查到 8 種地被植物，優勢種以龍葵及大花咸豐草為主。鄰近區域的植物生態
以禾本科、菊科及茄科植物最為常見，河道兩側的植物覆蓋狀況良好，當地的
環境現況以農耕地為主。 

2. 鳥類： 
於芳草橋與崙腳寮橋共記錄鳥類為小白鷺、栗小鷺、夜鷺、紅隼、棕三趾鶉、
紅冠水雞、斑頸鳩、紅鳩、番鵑、洋燕、家燕、白頭翁、紅尾伯勞、黃頭扇尾
鶯、棕扇尾鶯、灰頭鷦鶯、褐頭鷦鶯、斑文鳥、麻雀、白尾八哥、大卷尾。其
中棕三趾鶉、白頭翁、斑頸鳩、黃頭扇尾鶯、褐頭鷦鶯與大卷尾屬於台灣地區
的特有亞種。保育類物種方面，紅隼為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珍貴稀有的二級
保育鳥類；紅尾伯勞則屬於其他應予保育的三級保育鳥類。  

3. 哺乳類： 
調查期間在舊趙甲排水共記錄臭鼩、東亞家蝠、小黃腹鼠與溝鼠等 4 種小型哺
乳動物。數量共有 16 隻次。 



4. 兩生爬蟲類： 
調查期間舊趙甲排水共記錄 8 種兩生爬蟲類，分別為黑眶蟾蜍、澤蛙、鱉、蝎
虎、麗紋石龍子、南蛇、草花蛇和眼鏡蛇。 

5. 魚類及蝦蟹類： 
舊趙甲排水芳草橋與崙腳寮橋發現琵琶鼠與泰國鱧等 2 種物種，數量各為 1 尾。 

6. 浮游生物： 
芳草橋與崙腳寮橋共發現 32 種浮游植物。舟形藻的數量較多，約佔排水內發現
物種的 25.6%；其次為裸藻與菱形藻，所佔比例為 15.7%與 13.5%。浮游動物
方面兩測站各記錄 5 種物種；變形蟲數量較其他物種略多，約佔發現數量的 
34.6%。GI 值的結果顯示舊趙甲排水的水體處於中度至嚴重污染狀態。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舊趙甲排水工程位於彰化縣芳苑鄉，排水路周邊環境以農田及畜牧養殖業為主，

水路內濱溪植被茂盛，因接近河口有豐富紅樹林分布在水道兩側，水質呈灰綠色，垃
圾淤積嚴重且有異味。生態議題主要為水道內濱溪植被保留。生態關注區域為計畫範
圍全線，生態高度敏感區域為河道內兩側紅樹林範圍，生態中度敏感區域為濱溪植被
範圍。 

舊趙甲排水路水域型態包含淺流、岸邊緩流環境；廊道連續性未遭受阻斷，主流
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狀態；水質呈現濁度高、有異味、優養化情形；水道兩側皆為垂
直混擬土護岸，水道內有紅樹林及濱溪植被生長；河床被砂土覆蓋之面積比例面大於
75%；觀察到之水生動物有外來種福壽螺。 

4.棲地影像紀錄：                                         拍攝日期：107.7.12 

 
說明：兩岸紅樹林現況 

 
說明：濱溪植被 

 
說明：水道內喬木植栽 

 
說明：水道內喬木植栽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生態關注區域為計畫範圍全線，生態高度敏感區域為河道內兩側紅樹林範圍，生

態中度敏感區域為濱溪植被範圍。 

底圖來源：Google Earth，現況拍攝日期： 1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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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生態議題及 
保全對象 

保育 
策略 

生態影響預測 保育對策 

濱溪植被 縮小 施工過程將植被移
除 

縮小護岸施作範圍，非工程必要面
保留部分植被區域，及增加水陸域
連通性。 

高通透性護岸 減輕 垂直護岸不利植被
復育 

利用複式結構施作兩側護岸，採漸
進式配置，避免垂直排列，預鑄塊
內填土壤提供植物生長。 

砂石底質棲地 減輕 區排封底破壞水生
環境 

區排不封底，保留原砂石底質。 

動物逃生坡道 減輕 護岸阻斷水陸域連
通性 

設置動物坡道，供動物往返水域及
陸域。 

人工水域棲地營
造 

減輕 破壞水生生物棲息
環境 

護岸設置水生生物棲息孔或預鑄
生態槽提供生物躲藏空間。棲息孔
以 PVC 管埋設於護岸水線以下，
前低後高防止淤塞，枯水季時可供
小型動物利用；預鑄生態槽為預鑄
磚石內預留空間可供水生動物生
活及大水時避難之用。 

植生草種與苗木 補償 護岸工程造成綠化

區域減少 
回填區補植原生喬木植栽，建議原

生樹種為苦楝，樟樹，水黃皮，茄

苳，瓊崖海棠，台灣赤楠，小葉赤

楠，無患子，九芎。 
 

填表說明： 

一、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蔡佳宏、郭晉峰          日期：    107.10.20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規劃設計階段附表 

民眾參與紀錄表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蔡佳宏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1  月  22  日 

參與項目 
□訪談   □設計說明會  □
公聽會  □座談會  
▇生態檢核說明會 

參與日期 民國 107 年  11  月  30 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施月英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總
幹事 

NGO 團體  

吳君真 彰化縣幸福媽媽協會/理
事長 

NGO 團體  

趙克堅 台灣生態學會/研究員 NGO 團體  
游永滄、 
卓麗芬 

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分會長、解說員 
NGO 團體  

徐豐姿 芳苑鄉公所/建設課長 地方代表  
林家裕 芳苑鄉興仁村村長 地方代表  
陳國 芳苑鄉鄉民代表 地方代表  
黃啟銘 水利資源處/技佐 主辦單位  
鄭國梁 睿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  
王俊欽、 
蔡佳宏、 
郭晉峰 

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協理、資深工程

師、工程師 

生態團隊  

陳易昇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計畫專員 
生態團隊  

生態意見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一)施月英 總幹事 
1.未來河道中淤泥清理情形會如何? 

河道會進行清淤，兩側保留部分砂石以保護

護岸基座。 
2.清理的淤泥量大概多少，土方的去處

如何? 
預計清淤量約 19,288 m3，未來將併同土石

標售處理。 
3.是否可考量河道深度加深來增加通水

斷面，取代護岸施作及加高工程。 
本案目前設計寬度約 21 m，渠底深度依據

治理計畫要求並以上下游平順銜接為主。 
4.本項工程是否為兩側 RC 護岸加封底

設計? 
本工程兩側為 RC 護岸，保留原河床底質不

會封底。 
5.建議可協調環保局改善排水路水質情

形，如加強稽查違法排放及輔導週邊

養殖戶污水處理等。 

水質改善部分將轉知環保局研議妥處。 



6.除紅樹林外其他受影響的樹木是否有

考慮進行移植? 
針對雜草及雜樹部分將以清除方式辦理，興

文橋上游左側堤頂有數株大葉欖仁樹，經詢

問當地公所，公所回應無適合土地可供移

植，考量景觀樹種移植效益不大，將進行移

除處理。 

7.興文橋西側淤泥建議一併清除，以增

加整體景觀和諧性。 
本工程會協同一併清理興文橋西側淤泥(計
畫範圍下游)。 

(二)吳君真 理事長 
1.水道中預計紅樹林清除範圍多大? 

目前護岸考量檔抽排水圍堰施作以及計畫

渠底開挖需求，河道內面積約 8,000 m2。 
2.水道及岸邊有哪些其他樹種? 計畫區域除紅樹林樹種海茄苳外，河道邊尚

有人為種植的大葉欖仁樹。 
(三)趙克堅 研究員 
1.水生生物棲息孔可行性如何? 是否有

實例或相關研究資料。 

有關水生生物棲息孔研究可參考「農水路生

態化改善工程之設計與應用」(楊紹洋，

2006)，且於一些地方現勘時看到有些許動

物於枯水期時利用，豐水期淹水時則較少相

關資料。 
2.本工程範圍有調查到哪些魚類及水生

生物? 
本項工程生態檢核生物調查以生態人員現

場勘查為主，因水質環境嚴重污染，水生生

物僅發現外來種福壽螺，無發現魚類。 
3.請再補充現地生態調查資料。 本項工程生態檢核生物調查以生態人員現

場勘查為主，因水質環境嚴重污染，水生生

物僅發現外來種福壽螺，無發現魚類。植物

部分主要為河道兩側的紅樹林樹種海茄

冬，及數株大葉欖仁樹。 
4.周邊淹水區域如何?工程完工後防洪

功效如何? 
水道拓寬及清淤後增加排水通水能力，減少

排水路淤積及淹水問題，預估改善淹水面積

16 公頃。 
5.水道淤泥來源是上游沖刷或是漲潮時

從河口往回淤積? 
由於計畫範圍上游水道皆為土堤邊坡，泥沙

會至上游沖刷至下游區域造成淤積。 
(四)林家裕 村長 
1.水道內的樹木可移除或是種到別的地

方。 

渠道內樹木因查無種植行為人，且樹木種植

於河道內不利排水，後續將以移除方式辦

理。 

(五)陳國 鄉民代表 
1.水道內人為植栽應予以移除，避免影

響水道排水防洪能力。 

水道內植栽將進行移除處理，避免影響排水

功能。 

2.植栽如有需要可提供給其他單位栽

種。 
經詢問當地公所，公所回應無適合土地可供

移植，將進行移除處理。 

3.希望縣府能整合各單位處理舊趙甲排

水路水質問題。 
水質改善部分將轉知環保局研議妥處。 

說明： 
1.紀錄建議包含所關切之議題，如特稀有植物或保育類動物出現之季節、環境破壞等。 
2.民眾參與紀錄須依次整理成表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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