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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派工案內執行臺中市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

(0K+866~4K+452)」乙件工程之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工作。案內共執行生態

基本文獻資料收集、現場生態勘查、航拍製圖、生態議題評析與生態關注

區域圖彙整以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等工作項目。 

上述工作項目，於108年12月至隔年2月間辦理完成，並且提交生態檢

核表，彙整工作成果予主辦單位進行案件提報工作。現場生態勘查、航拍

製圖等辦理成果，已上傳至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網站內，「臺

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年度）專業委託服務」所開設的專案內，

以利保存與公開。此外，針對安良港排水工程施作範圍，盤點重要生態議

題，並提供包含迴避、縮小、減輕、補償共13項生態保育原則，詳細說明

於本報告書3.5節。 

(1)防潮閘門上下游之泥灘地為安良港排水全渠段有蟹類活動之環境。

故於施工階段應避開蟹類繁殖期，適度迴避、保留灘地，並縮小施工

範圍。 

(2) 工程規劃預計施作之護岸形式皆高於40公分，且坡度陡峭，將不

利於半水棲爬蟲動物使用水域上之陸域環境。應於局部渠段護岸設計

緩坡或設置動物坡道，增加水面上生物可利用空間。 

(3) 工程規劃若清除堤上之茂盛植被，將減少鳥類棲息環境及適宜覓

食場所。故可設計複式護岸，增加多孔隙以利植生附著，補植適地的

原生植物並避免外來種。 

(4) 施工期間機具進入渠道，將擾動或清除現有渠道中淤積灘地及其

上所覆蓋之植生，減少半水棲爬蟲動物的主要活動範圍。完工後應保

留渠道中突起塊石，並於基腳上堆放預鑄塊以利灘地回復，另於後續

維管階段調整清淤頻度。 

本案依經濟部經授水字第10920205350號函核定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

水整體改善計畫第五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核定之範圍為安良港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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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866-1K+547。後續其他工程需於提報前進行提報階段工程說明會，納

入生態關注團體之建議，並以本報告內所提供之生態建議與里民進行討論

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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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1.1 計畫緣由 

近年來隨著民眾生態意識抬頭，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106年4月

25日訂定「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並於108年5月10日修正為「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內容要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新建

工程必須執行生態檢核，以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水環境建設中，在

水與發展、水與安全、水與環境等計畫已將生態檢核納入必要執行工

作，並強化各機關落實。因此在降低淹、缺水風險及擘劃優質水環境

的同時，必須納入生態保育、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工作，以跨領域

專業整合與多元意見參與，強化政策落實與計畫執行。爰此，生態檢

核作為主辦工程單位可操作之手段，將工程生態評估、民眾參與、資

訊公開等工作融入既有之保育治理工程流程，並減輕工程對環境生態

的影響。「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隨附於本計畫書附錄二。 

為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指示、並融入生態保育目標於各公共治理

工程內，於108-109年度期間辦理「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下稱本計畫），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指派各

工程案之生態檢核作業。包括本件派工案，截至109年3月止，已核定

四次派工案。1 本計畫操作之工作方法包括但不限於：生態資料蒐集；

調查、評析與協助生態保育的概念融入工程方案；考量迴避、縮小、

減輕與補償的策略擬定生態保育措施，並落實公民參與精神，建立民

眾協商溝通機制。 

 
1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內，第一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 5 月 10 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36518 號函辦理，執行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1K+700-

5K+300、大里區中興段排水 0K+080-1K+737、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 0K+000-0K+741.4、龍井區

山腳排水 4K+225-4K+300 等四件治理工程的施工中及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第二次派工依據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 7 月 23 日中市水保工字第 1080057272 函辦理，執行沙鹿區山腳排水

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南 1K+809-南 4K+700，又稱南山截水溝第三期工程)乙件工程之核定階段

生態檢核。第三次派工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 5 月 10 日中市水雨字第 1080069873 號函

辦理，執行后里區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滯洪池工程乙件治

理工程的核定階段生態檢核。第四次派工即為本派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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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派工案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09年2月19日中市水保工

字第1090011363函辦理，派工案內核定進行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

治計畫(0K+866~4K+649)乙件工程計畫之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於工程

核定階段執行生態監測、航拍製圖、生態保育措施擬定與資料彙整發

佈等作業。本次提交期初報告則依據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09年3月17日

中市水工字第1090021273號辦理。後續若有新規劃之工程，將以其他

派工案方式，確實依據工程生命階段與現地狀況擬定工作項目，並奉

主辦單位核定後辦理生態檢核。 

1.2 前瞻計畫概述 

行政院規劃擴大全面基礎建設投資，打造未來30年國家發展需要

之基礎建設，積極推動各項基礎設施，改善投資環境，以加速國家經

濟轉型、平衡發展及區域融合，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並於106年3

月30日立法院生態檢核協調會決議前瞻性基礎建設應於計畫條例中

納入生態檢核。其中，水環境建設包含「水與發展」、「水與安全」

及「水與環境」三大建設主軸，透過跨部會協調整合，積極推動治水、

淨水、親水一體，推動結合生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水環境

改善，以加速改善全國水環境，期能恢復河川生命力及親水永續水環

境。各項計畫的發展重點，茲說明如下。 

(1) 水與發展：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a) 計畫目標：建立生態調查資料，供後續相關教育推廣及保

育研究執行參考與應用，補助地方政府成立水環境改善輔導

顧問團，協助推動辦理公民參與、資料收集、評比、生態調

查、生態檢核等作業。 

(b)執行策略與方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各工程皆納入生態檢

核作業，將自然環境特性及生態保育納入整體考量，根據文

獻蒐集與現地勘查結果，評估工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

落實影響減輕對策與具體生態保育措施。 

(2) 水與環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3 

 

(a) 計畫目標：改善水質污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

續生態環境。 

(b)計畫執行分工：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事項包含民眾參

與、生態資料調查及生態檢核。 

(c) 計畫執行策略及方法：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參據公共工

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推動辦理生態檢

核，執行時如生態檢核結果顯示對生態有害，應暫停工程，

並採取改善措施，無法改善時，應取消辦理。 

(3) 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a) 計畫目標：在確保設施安全的原則下，於規劃設計及施工

時兼顧生態保育，加強生態檢核工作，減少對環境衝擊，防

止環境資源失衡發展的情事發生，並善加珍惜與保護地方環

境，以落實國土保育及永續家園的理念。 

(b)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要求各機關在辦理防災、減災

之工程時，能加強考量工程設施對於環境友善度。 

(c) 執行策略與方法：各機關規劃辦理治理工程時，應加強工

程設施對於環境生態友善度之考量與設計，並於推動治理工

程時落實生態檢核機制。 

1.3 工程生態檢核發展與推廣 

生態檢核為一套配合工程施工時程的流程作業，旨在透過專業生

態團隊參與、民眾參與、資訊公開等方式，促進政府、工程單位、生

態專業人員、民眾以及NGO團體多方的對話，進而確認工程保全對象

以及生態敏感議題，集思廣益調整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方式，以達到

保全對象保護目的以及生態影響最小化的目標。 

生態檢核機制呼應生態工程定義，即基於對生態系統的認知與落

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期望工程能減輕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傷

害。發展較早的生態工法強調的是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向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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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然而工程單位常為無法評估、難以理解生態議題所苦，或因未

廣納民眾的意見而遭抗議。為避免上述情形一再重演，生態檢核機制

著重於建置工程、生態及民眾的溝通及整合平台（圖1.3-1），在既有

工程程序上有效融合生態專業調查及評估，並加入民眾參與及資訊公

開概念，讓工程單位藉生態檢核過程，了解工程所面臨的生態議題與

民眾看法，適時將生態保育觀念納入實際作業內容，以達到減輕工程

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並使工程設計更貼近民眾需求。 

 

 

圖 1.3-1 生態檢核概念圖 

 

生態檢核的制定與發展歷程如圖1.3-2，其概念初始於民國96年石

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特別整治計畫，以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

例第三條條例：「各期實施計畫應充分資訊公開，並建立與在地居民、

生態保育專家之協商機制，以確保相關建設不破壞生態環境」為依據，

發展出生態檢核表，將生態考量的各個項目以表單的方式呈現，並在

不同的保育治理工程主管機關持續推動制度化。民國99年水利署提出

「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調查評估準則」草案，經多年試辦及滾動式檢

討，於民國105年11月1日修訂公告為「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6。生態工程應用在道路工程之研究(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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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手冊」，適用於水庫集水區工程以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與棲地環

境品質。民國106年4月25日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機制」，並於108年5月10日修正為「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明訂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新建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參考附錄

二）。 

 

 

圖 1.3-2 生態檢核制定及推廣歷程圖 

 

本計畫之工程生態檢核作業將依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

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以及經濟部水利署配合工程委員

會修訂之「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等相關規範。在生態調查評

估之技術操作與執行面，將延續「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年

度）」委託專業服務案之成果，針對指定工程案辦理各階段生態檢核

工作，包含：聯繫設計與施工單位建立跨團隊溝通與協調機制，在規

劃、設計階段將執行現場勘查、資訊蒐集、生態衝擊評估與生態關注

區域圖繪製，指認工程範圍內生態議題，提出可操作之衝擊減輕與生

態保育對策，並協助施工與維管階段之對策落實、環境監測與成效評

估，以期落實工程各階段生態保育工作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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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態檢核基本架構與工作方法 

生態檢核機制的設計，配合工程生命週期，對應計畫核定、規劃

設計、施工管理各階段需求，辦理相關工作。其核心概念著重於透過

生態專業評估及民眾參與溝通協商二項主軸，將工程與生態之專業意

見整合。生態專業人員針對工程影響範圍進行生態資料的蒐集、調查

與評估，據以提擬衝擊減輕對策與生態友善的具體建議，提供工程專

業人員納入設計考量與施工規範。另一方面，在持續溝通協商的過程，

亦積極落實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讓工程治理計畫之目標與內容，獲

得更完善的溝通評估與意見交流，既尊重地方文史經驗，也有助於釐

清治理方案與保護標的，增加政府與民間的互信基礎，減少後續爭議

發生。 

生態檢核機制的落實，通常由工程主辦單位委託專業團隊擔任生

態顧問，協助設計與施工團隊盡可能達到衝擊減輕與生態維護之目標。

本團隊將依據各工程之環境特性與需求，進行生態基本資料蒐集、棲

地環境評估、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等作業，據以提出可執行之衝擊減

輕對策建議。工程主辦單位作為生態專業人員與工程專業人員溝通協

商的決策者，則應辦理現場勘查、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為確保最終

方案之有效落實，工程主辦單位應要求施工期間輔以自主檢查表定期

查核，並委託生態專業團隊持續追蹤環境變化，將完整之生態檢核過

程記錄於生態檢核表中。 

依據服務建議書內容，本計畫下各派工案所執行之生態檢核成果

資訊，將全數公開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3，在此平台建立「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4，以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名義採

CC BY 4.0授權條款釋出，各工程在此專案下分別建立資料集，作為

生態檢核資料公開之方式。 

本派工案目前為核定階段，實際工作項目以109年2月19日中市水

保工字第1090011363函核定內容為準，並於2.2節說明工作內容及流

程。下列分別簡述辦理全生命週期之生態檢核下，生態團隊於各工程

 
3 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https://data.depositar.io/ 
4 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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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生態檢核應辦理之重點執行工作，完整流程如圖1.4-1所示。 

(1) 核定階段 

(a) 成立工作團隊及蒐集基本資料。 

(b)藉由現勘、基本資料蒐集、航拍製圖等工作，評估潛在生

態議題、確認工區周邊環境及保全對象後，進行生態關注區

域圖繪製與說明，產出生態保育原則，提供工程設計參考應

用。 

(c)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2) 規劃設計階段 

(a) 針對個案工程可能之生態影響，提供迴避、縮小、減輕、

補償等生態保育對策，協助監造/施工單位擬訂可行之生態

保育/友善措施。 

(b)協助辦理設計說明會。 

(c) 辦理細部設計之生態檢核工作，包含生態調查評析、提出

生態保育措施及可行方案、以及協助設計審查工作等相關工

作。 

(d)產出自主檢查表提供施工說明會時討論確定。 

(3) 施工階段 

(a)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b)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c)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d)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4) 維護管理階段 

(a) 利用施工前後之評估指標比對，檢視生態環境恢復情況。 

(b)棲地品質定期評估，並分析生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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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以及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圖 1.4-1 計畫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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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及執行方法 

2.1 工作目標及範圍 

本計畫之工作範圍位於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轄區內，各派工案位置

依機關指定為主。前三次派工案核定之工程位於霧峰區、大里區、豐

原區、龍井區、沙鹿區、后里區。本派工案內辦理安良港排水生態檢

核之工程預定範圍位於臺中市梧棲區及龍井區交界，係一東西向之區

域排水路線。預定工區範圍總長約3.5公里，以臺61線為界，西側為工

業區，東側多為農田與住宅區鑲嵌之地景。工程位置座標及地圖詳見

下表2.1-1、圖2.1-1。 

 

表 2.1-1 臺中市生態檢核第四次派工工程 TWD97 座標 

工程名稱 X 座標 Y 座標 

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

(0K+866~4K+452) 
201796 2680055 

起點 (經緯度：120.514329, 24.229576) 200674 2680534 

終點 (經緯度：120.547776, 24.216303) 204066 267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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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臺中市生態檢核第四次派工案工程位置圖 

2.2 工作內容及流程 

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生態檢核為臺中市生態檢核計

畫中之第四次派工案，目前為工程核定階段，工作流程如圖2.2-1所示。

工作內容以實際核定之項目為主，詳細內容於下列分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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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第四次派工案工作流程圖 

 

(1) 成立工作團隊及蒐集基本資料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

基本生態資料。相關資料包含生態調查文獻、區域內已知重要關

注物種、區域環境特性等，作為後續分析生態環境特性、保育類

物種分布及潛在生態議題之基礎。 

(2) 生態勘查、棲地環境評估調查 

生態專業人員採步行方式沿著溪流或渠道治理工程預定範

圍的兩側，並輔以望遠鏡和相機（具備GPS）觀察並紀錄沿線附

近及溪流（或渠道）中出現的水、陸域動植物，同時詳細勘查記

錄生態保全對象及鄰近的棲地環境狀態，以瞭解工區周邊生態課

題，資料將回饋於修正保育對策及調整工程方案。 

(3)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生態關注區域係以圖面指認工區周邊生態議題之位置、範圍，

以及空間關係，其繪製流程與範例如圖2.2-1、圖2.2-2所示。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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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應套疊工程設計圖，考量法定保護區、學術文獻與地方

生態文史，並依據現地調查結果，繪製呈現出工程影響範圍內應

受關注之重要生態區位，明確呈現應關注之生態敏感區域，作為

工程規劃設計之參考。 

 

圖 2.2-1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流程 

 

 

圖 2.2-2 生態關注區域圖繪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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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態保育對策及配置方案 

生態保育對策應整合文獻蒐集、調查結果及民眾意見，依據

生態系特性、保育類物種分布及潛在生態議題，針對工程可能造

成之生態環境衝擊，配合工程目的與規劃設計，提出可保全重要

棲地或降低生態衝擊的保育對策。 

保育對策應以有效降低干擾且避免負面生態影響為原則，依

序檢視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之可行對策。因此，工程配置及

施工規劃應優先考量是否可以迴避生態保全對象或重要棲地，若

無法完全避免干擾，則應謹慎縮小工程影響範圍、減輕永久性負

面效應，針對受到工程干擾而有減損之餘的環境，則應積極研究

原地或異地補償等策略，往生態功能零損失的目標邁進。 

若進入施工完工階段，以前階段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為原則，

擬定自主檢查表，並對施工廠商於進行督導，確認迴避保全對象

及落實保育對策提出之建議。 

(5) 航拍製圖與資料發布 

本團隊預計使用無人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進行航拍製圖；於工程核定階段一次、施工期間每三個月一次、

及完工後兩個月內進行一次拍攝，以追蹤、比對施工前、中、後

期工程範圍的環境變化。航拍製圖的正射影像將發布於 

OpenAerialMap (OAM) 開放平台，其正射影像像元地面解析需小

於6公分；航拍製圖產生之正射影像、Google Earth圖磚、3D點雲、

材質網模型等及其它生態檢核資料，發布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

所「108-109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下的生態檢核資

料集。5 完整調查結果、航拍專案（原始影像及計算成果）及其

它調查資料（包含現勘物種名錄、棲地分布、照片、影片）則以

硬碟或隨身碟複製備份交給委託單位。 

(6) 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發布 

若本派工案進入施工完工階段，於施工期間，依招標文件規

 
5 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108-109 年度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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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程，在工程範圍沿線記錄鳥類、蝶類、蜻蜓種類及施工現況，

採步行並使用望遠鏡和相機(具備GPS)輔助觀察，提供含有地理

座標(geo-tagged)資訊的影像資料為佐證。 

本計畫相關的詮釋資料(metadata)，以委託單位(臺中市政府

水利局)和執行生態檢核單位名義發布於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

構的整合資料發布平台(IPT)，並將調查紀錄表以DarwinCore的欄

位格式整理上傳，包含生物名錄、分布(occurrence)或取樣調查

(sampling event)等表單紀錄資料；學名與俗名的使用則參照台灣

物種名錄。 

(7) 每月監督查核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若本派工案進入施工完工階段，將依據本派工案工作計畫中

擬定的自主檢查表進行，本團隊每月查核施工廠商執行各項生態

保育措施的情形，並輔導、督促施工廠商按時填報保育措施自主

檢查表，提送工程主辦單位。 

(8) 協助處置生態保育措施異常通報 

若本派工案進入施工完工階段，將與工程主辦單位及監造、

施工廠商保持密切聯繫；若有生態保育措施的施工異常通報，則

盡速辦理現地勘查，討論妥善處置措施。 

(9)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 

(a) 前言（應含計畫範圍、計畫目標、各工作項目及內容等）。 

(b)基本資料蒐集（可分水系或區域說明過去生態環境調查之

成果等）。 

(c) 工程計畫生態檢核（含工作方法、野外調查成果、生態友

善措施或生態保育對策探討、預期效益等內容，前述內容可

分別依個案工程、水系或區域做說明）。 

(d)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維護管理階段定期監測生態品質並

評估友善措施或保育對策之效益等）。 

(e)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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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作人力配置 

本派工案之人力配置如下圖2.3-1，由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

基金會、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兩方共組工作團隊承攬。基金會顧

問林笈克為計畫主持人，負責計畫主持及工作監督；觀察家協理蘇維

翎為計畫協同主持人，協助掌握計畫及進度；謝傳鎧擔任計畫經理，

任務協調及計畫執行；另聘王豫煌博士作為專業顧問，協助工程評析、

航拍製圖等項目。本派工案將生態檢核執行基本工作項目概分為生態

監測調查彙整、生態檢核操作評估及生態宣導與民眾參與三大項，各

項由組長分配任務並掌握進度執行。其他執行本派工案生態檢核之工

作團隊，均係由生態、環境工程等專業人員組成，符合合約內所述之

生態專業背景。 

 

 

圖 2.3-1 本派工案生態檢核工作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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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作辦理期程記錄 

 

圖 2.3-1 工作期程甘特圖 

 

為配合主辦單位提報中央之時程規劃，本派工案內工作項目均已

於109年2月份前執行完成，並依據契約期限提交工作計畫書及期初報

告予主辦單位。相關工作項目之執行狀況與期程敘述於本節。 

於109年度內，本計劃執行項目與進度分述如下： 

(1)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基本

生態資料。 

本派工案由財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與觀察家生

態顧問有限公司共組工作團隊承攬，另聘王豫煌博士作為專業顧

問，提供野生動物、動物友善工程規劃、航拍製圖等工作項目之

協力。其他執行本派工案生態檢核之工作團隊，均係由生態、環

境工程等專業人員組成，符合合約內所述之專業背景資格。人員

名單與簡歷如附錄三所示。相關工區基本資料收集說明於本報告

書第3.1節詳細呈現。 

(2)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棲地生態評估、生態勘查、生態保

全對象標示、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並初

步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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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派工案已於108年12月20日及109年1月10日進行現地生態勘查，

同時於109年1月10日執行乙次無人載具航拍製圖，所得之高解析正射

影像將提供規劃設計、施工階段可用於評估、比較棲地變遷的原始參

考資料。 

勘查後，以航拍製圖結果、生態基本資料收集、與現勘動植物與

棲地記錄，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並擬定本治理工程的生態保育原則，

提供後續細部規劃設計參考。以上工作產出，均以公共工程委員會訂

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與水利署「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

檢核核定階段附表P-01」等文件格式呈現。因應本工程的提報期程，

相關表單已於109年2月前提交給主辦單位進行提報。相關評析細節與

文獻資料，將於本報告書第三、四章內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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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態檢核與資料彙整 

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之治理及規劃，係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於101年

核定之「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南）排水整

治及環境營造規劃」，以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08年核定之「臺中市安良港

排水防洪整治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兩份報告。 

安良港排水為前瞻水環境計畫下水與安全之工程，輔根據前期規劃報

告顯示主要治理核心原則可歸為以下幾點：(1) 於確保設施安全的原則下，

工程施作期間兼顧生態保育，減少對環境衝擊；(2) 滿足10年重現期距之

通洪能力，25年重現期距不溢堤；(3) 建議於安良港排水全段以護岸進行

改善，達到防淹減災以保障周圍居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目的。 

3.1 基本資料收集 

 

圖 3.1-1 安良港排水與周邊區域排水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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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域概述 

安良港排水位於臺中市梧棲區，為臺中市管轄之區域排水。

集水區面積約23.75平方公里，上游由北勢溪及南勢溪匯入，範圍

內多平地及丘陵，周邊以工業區及住宅區鑲嵌農地為主。集水區

內，以沙田路為界，東為大肚山台地及山麓地區，最高處地面標

高約300公尺，地勢由東向西陡降至沙田路後，以西為平原地形，

集水區內平均坡度為1/19。由於平原地勢低，遇大潮時常有海水

頂托現象，故於台17線東側設置防潮閘門避免海水倒灌。 

工區範圍內，臺61線（西部濱海快速道路）以西為乙種工業

區、臺中港關連工業區。為快速盤點全區段既有的生態資源及相

關圖層資訊，套疊法令公告、重要生態保護區域、學術研究或民

間關注區等圖資（表4.2-1），結果顯示均未與森林法、野生動物

保育法、文化資產保護法等法規劃設之保護區重疊。 

 

表 3.1-1 本計畫套疊之生態保護區域 

項

次 
圖層名稱 

中央 

主管機關 
主要法規依據 

1 自然保護區 農委會 森林法 

2 自然保留區 農委會 文化資產保存法 

3 野生動物保護區 農委會 野生動物保育法 

4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農委會 野生動物保育法 

5 國家(自然)公園 內政部 國家公園法 

6 國家重要濕地 內政部 濕地保育法 

7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內政部 自來水法 

8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環保署 飲用水管理條例 

9 特定水土保持區 農委會 水土保持法 

10 水庫集水區 農委會 水土保持法 

11 森林遊樂區 農委會 森林法 

12 林班地 農委會 森林法 

13 國家風景區 交通部 發展觀光條例 

14 地質地景點 農委會 文化資產保存法 

15 保安林地 農委會 森林法 

16 臺灣重要野鳥棲地 - 環境影響評估法 

17 臺灣蛙類重要棲地 農委會 - 

18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農委會 漁業法 

 

(2) 物種資料庫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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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TBN)」6、「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

庫系統」7、iNaturalist 與 eBirds等資料庫進行生物記錄搜尋8 9，

發現重要關注植物為水社柳 (Salix kusanoi (Hayata) C.K.Schneid.) 

1種。水社柳亦為2017年維管束植物紅皮書目錄評估為國家瀕危

(NEN)級維管束植物，但因該筆記錄年代較遠（1999），加上座

標精度不足，無法確定分布點位是否於工區內，也可能為人工栽

種。其他應保育之野生動物1種為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珍

貴稀有保育類之野生動物1種為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安良港排水由南勢溪及北勢溪共同匯流而成，依據「沙鹿區

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2018）報告所載

10，於107年9月及11月在南勢溪調查，記錄IUCN紅皮書易危物種

(VU) 臺灣南海溪蟹 (Nanhaipotamon formosanum)，並於周邊私

人農地中發現蟹類挖掘洞穴，該報告又載當地居民口頭描述棲息

其中的蟹類具有臺灣南海溪蟹特徵。安良港排水近南北勢溪匯流

口周邊有大範圍水稻田，不排除臺灣南海溪蟹亦有在此分布的可

能性。目前臺灣南海溪蟹為臺灣特有之大型淡水蟹，以南勢溪為

其分布最北界之紀錄。 

「台中市生態檢核(108-109)專業委託服務」第一次派工案內

的龍井山腳排水治理工程，位於山腳大排上游處，此區曾紀錄花

浪蛇，並於108年9月現勘時記錄草花蛇（第三級其他應予保育之

野生動物），山腳大排與安良港排水之間有水圳相互串聯，故不

排除於安良港的適宜棲地也有半水棲蛇類存在之可能。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南）

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2012）中於安良港排水設置四個測

站11，分別為安良港上游壩水橋、中央路交會處、下游閘門及信

 
6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https://www.tbn.org.tw/ 

7 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https://ecollect.forest.gov.tw/Ecological/ProjectManager/ResultPres

entation.aspx 

8 iNaturalist：https://www.inaturalist.org/observations 

9 eBird Taiwan：https://ebird.org/taiwan/hotspots 

10 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沙鹿區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報告書，

2018。 

11 經濟部水利署，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南）排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規劃，2012。 

https://www.tbn.org.tw/
https://ecollect.forest.gov.tw/Ecological/ProjectManager/ResultPresentation.aspx
https://ecollect.forest.gov.tw/Ecological/ProjectManager/ResultPresentation.aspx
https://www.inaturalist.org/observations
https://ebird.org/taiwan/hot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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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民權排水匯入處。水質狀況愈往下游河口汙染愈嚴重，水域生

態調查結果記錄上游段皆為高耐汙物種，又以雜交吳郭魚及福壽

螺（Pomacea canaliculata）為優勢種。下游為河口常見魚種，如

斑海鯰（Arius maculatus）、白鮻（Chelon subviridis）、黃鰭鯛

（Acanthopagrus latus）、黑鯛（Acanthopagrus schlegeli），也記

錄弧邊管招潮蟹（Tubuca arcuata）一種蟹類。 

(3) 前期資料與相關計畫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南）

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2012）評估縮小前期擬定的南山截

水溝規模，計畫以南山排水溝截流並分流排入平原地區各大排，

此舉使安良港排水大部分渠段可滿足保護標準，僅局部需要護岸

改善。 

該報告劃設之護岸高程，以滿足10年重現期距洪水位加0.5

公尺出水高、及25年重現期距洪水位高度不溢堤為原則。因下游

地區坡度平緩，泥沙容易堆積，台61至台17線之間、下游段信義

民權排水及忠和中排水等地區易淹水，該報告建議以排水路拓寬

方式以發揮渠道之排水功能。參考報告書內乙案方式，以截流分

洪方式使安良港排水量負荷減小，預計以拓寬排水路及分洪方式

改善渠段排水不良，減少堤岸加高。 

「臺中市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2019）

成果報告書則表示截流後下游排水通路大多可符合區域排水保

護標準，僅局部需護岸整治，另有兩座跨渠構造物須配合改建，

分別為安南橋(1K+547)及安良橋(4K+021)，防潮閘門也以保留並

加強維護為原則不進行改建。近年辦理安良港相關治理工程共1

件改善工程、7件災害搶修工程及2座跨渠構造物。因此除了

0K+866~0K+989渠段須拓寬外，其餘渠段維持既有渠寬。12 新建

護岸型式則以「半重力式護岸+基樁」及「直立式護岸＋基樁」兩

種作為考量。 

安良港排水計畫範圍用地範圍線內之私有地均為「臺中農田

 
12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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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會」所有。參考衛星影像與都市計畫分區圖層，安良港排水

經過農田景觀休憩區及工業景觀綠化區，在符合排水防洪的需求

下，若能運用不同護岸類型，可增加親水之動線，避免擾動破壞

原有生態系，並適度導入動植物復育。13 

(4)意見彙整與評估 

南山截水溝截流排水後，安良港排水護岸皆達保護標準，僅

局部需進行整治，故護岸型式為討論重點之一。 

108年6月27日辦理現場訪談及地方說明會，歸納議員及民眾

的意見，雖然對於護岸型式看法不同，但皆將「防洪」列為優先

解決之課題。排水路護岸需因應周邊環境而設置不同工法，故安

良港排水下游位於關連工業區內之渠段多為直立式混凝土護岸，

自然景觀度較低；而中、上游渠段，則以混凝土低水護岸及土堤

之複合式護岸為主，自然景觀度較高。 

基於前瞻基礎建設下水安全計畫之評核原則，在改善水患、

保障居民安全無虞之情況下，亦須考量復育生態棲地環境，以保

留最大生態效益為目標。故本團隊初步建議新建護岸以混凝土低

水護岸修補中上游破損之渠段，另於堤頂土坡規劃植栽，避免土

堤上土砂下移，同時藉由工程施作期間移除渠道內可能影響通洪

斷面之繁殖快速外來種（如布袋蓮），並定時於渠道清淤。若進

入後續階段應儘速辦理說明會，與主辦機關、生態團隊、設計監

造單位及民眾充分溝通討論。 

3.2 航拍製圖與影像分析 

於本派工案辦理期間，核定一次無人載具(UAV)航拍製圖作業，

以記錄施工前工區周邊環境狀況，提供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評估、分

析環境與棲地狀態變化，後續可回饋未來工程設計調整。已於109年1

月10日進行乙次航拍。橘色多邊形為本派工案工區域計範圍，航拍長

度約為三公里，航拍原始影像以Pix4Dmapper軟體計算處理，結果如

 
13 經濟部水利署，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南）排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規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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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所示，其正射影像原始檔案已上傳至OpenAerialMap開放平台。

14 

安良港排水重點關注區域多為低水護岸、蛇籠或土堤上植被、渠

道中淤積之泥灘地及大面積灘地上的濱溪高草莖植被。圖中空白區域

的渠道堤岸上多被民眾開墾為果園及菜園，經現勘評估為生態敏感程

度較低之區域，故不拍攝此區。 

由航拍正射影像可見安良港排水前段（臺61線西側）位於臺中港

關連工業區，渠道兩側主要為垂直護岸及混凝土低水護岸，渠道中臨

水側有幾處裸露泥灘地及大面積植生覆蓋之灘地。臺61線以東之堤岸

或土坡上植被、渠道中淤積之泥灘地及大面積灘地上的濱溪高草莖植

被，初判為生態敏感程度較高區域，可提供喜愛泥灘地與高草叢之生

物活動、棲息環境。渠道兩側原生或人為種植之果樹、喬木初步皆列

為生態保全對象。詳細區域環境說明請見3.3節。 

 

 

圖 3.2-1 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工程區域航拍 

 
14 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2019 台中市梧棲區安良港防洪整治計畫(0K+866-4K+649)生態檢核

(提報階段)：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7 

工程範圍起點 0K+866 

工程範圍終點 4K+452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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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態勘查資料 

本團隊彙整前期報告之生態資料，並納入本派工案中現勘辦理結

果，整理本工程之生態情報如下述。 

資料照片顯示渠道兩旁護岸堤頂為草灌叢生長茂盛之土堤，應有

常於高草莖植被中活動的小型鳥類，並有多棵果樹及喬木。目前護岸

型式除防潮閘門上下游為垂直護岸外，其他多為重力式擋土牆，然而

臨水面護岸坡度過陡，也沒有動物坡道設置紀錄，不利於水域爬行動

物（如淡水龜）上岸活動或是使用邊坡繁殖。渠道內少有突起大石供

龜類棲息，因此更顯保留可利用之邊坡區域的重要性。前期報告建議

之護岸型式（重力式、直立式護岸）亦會縮減生物可活動範圍。 

另外前期資料顯示紀錄河口潮間帶常見之弧邊管招潮蟹(Tubuca 

arcuata)，該物種會於濕潤的軟泥質灘地上挖掘洞穴，並於海水漲潮時

躲藏於洞穴中。因此於安良港排水近河口處，若有灘地淤積則亦有高

機率發現常見潮間帶螃蟹物種。 

工區現勘於108年12月20日上午9時至12時間以及109年1月10日

上午9時至11時間進行，由工作團隊謝傳鎧研究員、徐菀佐研究員、戴

家琪計畫專員以及王豫煌專案顧問執行現場勘查，記錄現場目視所得

之動植物名錄，並評估重要棲地範圍，後續由團隊成員協助部分物種

的辨識與資料彙整。生態勘查之結果，記錄動物21科30種，以及維管

束植物34科65種，名錄彙整於附件六、七內。 

工區現勘範圍以臺61線為界，西側位於臺中港關連工業區內，如

圖3.3-1所示，周邊工廠林立，防潮閘門上下游為直立式護岸與前期資

料相符，護岸下方臨水側有大面積裸露泥灘地（圖3.3-1A），可能為

河口蟹類的棲地。由於安良港排水下游河口位於感潮帶，受潮汐迴水

影響，河床為較細之泥、砂質。經現勘觀察此區域至少棲息四種潮間

帶螃蟹，皆為高潮線上或下常見之河口蟹類，以防潮閘門為界，下游

為弧邊招潮蟹(Tubuca arcuata)、雙齒近相手蟹(Perisesarma bidens)；

上游為臺灣厚蟹 (Helice formosensis)、隆背張口蟹 (Chasmagnathus 

convexus)，蟹類詳細照片附於後頁附錄四中。防潮閘門至安南橋間中

上游護岸形式以混凝土低水護岸為主，渠道內則有大面積植被覆蓋之



25 

 

灘地，植生豐富且具有層次，目視可見布袋蓮(Pontederia crassipes)、

倒地鈴(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蘆葦(Phragmites communis)、印

度田菁(Sesbania sesban)、水丁香(Ludwigia octovalvis)等高低莖植物

（圖3.3-1B、C），成群斑文鳥(Lonchura punctulata)及褐頭鷦鶯(Prinia 

inornata)常利用此區域。 

圖3.3-1D至圖3.3-2E間護岸多為混凝土低水護岸、土堤及小段破

損石籠，堤上植生覆蓋相對少而使土壤裸露。現勘期間於橋下右岸訪

談一位釣客，據其表示此處為適合垂釣的最上游端，當天所得之漁獲

有雜交吳郭魚(Oreochromis sp.)及鯉魚(Cyprinus carpio carpio)，除此

之外由數棵灌木和喬木、菜園及人為搭建之休憩平台亦可見居民活動

痕跡。 

臺61線東側地景則以農田景觀鑲嵌小型聚落為主，如圖3.3-2所示。

臺61線橋下兩側為土堤護岸，生長大量高草莖植被（圖3.3-2F），同

樣為適宜小型鳥類活動的棲地類型，現勘當日紀錄蒼鷺(Ardea cinerea)

在此區域捕食，推測原因為兩岸豐富植生遮蔽部分渠道水面，使魚類

於陰涼處休息，使此處成為大型水鳥的良好漁場，F圖中可見一座於

108年新建之通學便橋，北側則為一民間宗教寺廟－永元宮。往上游

處護岸形式轉變為混凝土低水護岸，堤上之區域為民眾開闢成菜園利

用（圖3.3-2G）。 

圖3.3-2H至K的渠道兩側，主要為混凝土低水護岸，周邊堤上植

有喬木及大灌木種類如榕 (Ficus microcarpa)、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小葉桑(Morus australis)等，或是為民眾開闢成菜園利用。

此段渠道中重要物種為突起石塊上之斑龜(Mauremys sinensis)及紅耳

泥龜(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以及渠道中水淺處紀錄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活動，且常躲藏於濱溪植被茂盛的隱密處。整體

而言渠道內水流平緩，少潭瀨，僅有幾顆大塊石頭或是人工打除留下

之混凝土塊，龜鱉類可使用的空間相對稀少。計畫終點位於圖3.3-2K

處上游，且由北勢溪及南勢溪共同匯流進入安良港排水。 

藉由現地勘查並輔以比對文獻資料，可瞭解工區周邊實際環境情

況、預期可能出現的物種及確認其活動的棲地範圍。基本上現地環境

情況勘查結果與前期資料所描述的生態議題相符，生態團隊將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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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節進一步呈現生態關注區域圖及保全對象位置，並於第3.5節探討

相關生態議題及生態友善保育措施之擬定。 

 

圖 3.3-1 安良港排水以臺 61 線為界之西側 

 

 

圖 3.3-2 安良港排水以臺 61 線為界之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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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生態關注區域圖 

依據圖2.2-1之流程所示，經由基本資料收集、航拍影像處理、合

併生態勘查調查記錄之重要棲地及保全對象，並套疊相關資料圖層於

生態關注區域圖中，以呈現敏感棲地範圍及重要保全對象位置，並以

此關注區域圖為基礎，於第3.5節探討相關生態議題及生態友善保育

措施之擬定。 

本案以文獻資料整合初步現勘紀錄，並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WMS服務正射影像圖為底圖所繪製之初版關注區域圖，已隨附於生

態檢核表中，於109年2月送交主辦單位。因應後續航拍與影像分析結

果，套疊本案航拍之正射化影像並微調棲地範圍及保全對象位置，增

補修訂新版生態關注區域圖如圖3.4-1及圖3.4-2。 

本工程範圍周邊，生態關注區域圖的繪製分區如下說明： 

(1) 陸域環境 

陸域環境範圍內，需要關注的區域為工區周邊所有農田、工

業綠地及目前護岸上或渠道內植生覆蓋部分，均為中度敏感區域，

於關注區域圖中標示為黃色區塊。 

由於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工程主要工程為護岸施作，將受擾

動之陸域環境為目前護岸兩側濱溪植被及渠道內淤積灘地上植

生豐富之區域，這些植物種類涵蓋高中低莖之草本植物及大型灌

木、果樹或喬本植物，能提供給鳥類活動、棲息及覓食的環境，

尤其為關連工業區帶來盎然生機，故將植被生長茂盛且確實有動

物利用之區域劃入高度敏感區域。 

此外由於安良港排水位於感潮帶，因此防潮閘門上下游處的

裸露泥灘地上成為河口蟹類的棲息環境，經現勘觀察至少四種蟹

類，全渠段僅於此區段紀錄，故亦劃入高度敏感區域，於關注區

域圖中標示為紅色區塊。 

最後，於排水兩側之陸域環境中各個園區廠房、已都市化之

住家及遠離工區範圍之區域，由其關連工業區周邊環境，因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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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不顯著，故排除於生態敏感區域外。 

(2) 水域環境 

水域環境中，依據第3.3節的生態勘查結果，安良港排水全渠

段無封底，目視觀察渠道底質應為細沙及泥質，整體而言水流平

緩、少有潭瀨。於永安橋至永天橋間(2K+575-3K+020)、臺一線至

計劃終點間(4K+021-4K+649) 渠段紀錄斑龜（EN，國家紅皮書瀕

危物種）及紅耳泥龜15，棲息於突起石塊或混凝土結構物碎片上，

故將此水域環境指認為高度敏感區域，於關注區域圖中標示為藍

色區塊。其他渠段雖未被列為敏感區域，然而渠道中水域相互連

通，因此若機具需進入渠道，工區上下游勢必皆會受到擾動影響，

須注意工程施作對於水域爬行動物之影響。 

由於目前護岸基腳之立面近垂直且多超過40公分，龜類等水

域爬行動物無法爬上混凝土低水護岸及直立式護岸使用堤頂空

間，僅能利用突出水體之塊石作為活動空間，或以周邊淤積所形

成之灘地做為躲藏及繁殖的棲地。再者，於現勘中亦發現渠道內

少有突出於水面之塊石或構造物，因此渠道中有植被生長的灘地

對於擴大龜類的活動範圍顯得相對重要。本案若進入設計規劃階

段應審慎考量渠底擾動及移除灘地、塊石等作為對野生動物所造

成的影響。若進入施工階段，則於工程期間應保留渠道中部分灘

地，以供生物活動使用，並盡量避開其繁殖期。若於繁殖期施工

則不宜擾動保留的灘地區域。完工後於渠道內留下較大粒徑之塊

石或拆除舊護岸剩餘之混凝土塊，增加龜類活動範圍。 

 

 
1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7 臺灣陸域爬行類紅皮書名錄：

https://www.tesri.gov.tw/Uploads/userfile/A6_2/2019-02-25_1325552972.pdf 

https://www.tesri.gov.tw/Uploads/userfile/A6_2/2019-02-25_132555297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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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臺 61 線西側之生態關注區域圖 

 

 

圖 3.4-2 臺 61 線東側之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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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生態保育原則擬定 

依據第3.1節內彙整前期規劃報告內預計治理工程、收集文獻資

料，以及第3.4節內整合生態勘查、航拍影像分析後繪製生態關注區域

圖，歸納生態檢核工作成果後，整理本案關注生態議題如下： 

(1) 防潮閘門上下游之泥灘地為安良港排水全渠段有蟹類活動之環境。 

(2) 工程規劃預計施作之護岸形式皆高於40公分，且坡度陡峭，將不

利於半水棲爬蟲動物使用水域上之陸域環境。 

(3) 工程規劃若清除堤上之茂盛植被，將減少鳥類棲息環境及適宜覓

食場所。 

(4) 施工期間機具進入渠道，將擾動或清除現有渠道中淤積灘地及其

上所覆蓋之植生，減少半水棲爬蟲動物的主要活動範圍。 

盤點此地關注生態議題是為針對這些議題提出改善及建議措施，

為原有工程影響的物種保留適宜活動及生存之空間環境，回復過往生

態效益。 

3.5.1 整體性之保育原則 

本案安良港排水治理工程之生態檢核努力的方向為保全濱溪植

被、維持半水棲爬蟲類及蟹類生存環境，安良港排水全區或局部應保

留這些適宜棲地。以整體規劃而言可考慮設計多樣化護岸型式，且目

前安良港排水中未有人工構造物阻擋生物的水域縱向連結，可保持水

域之間連結暢通。合併第3.1節內前期報告之建議及補充建議，工作團

隊依據目前排水周邊環境的現況擬定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之整體

性生態保育原則如下，並針對原則進行詳盡說明： 

(1) 迴避（或保留）渠道中突起塊石或水泥碎塊以供淡水烏龜使用，

並保持全段溪床不封底。 

(2) 迴避防潮閘門上下游灘地，保留河口蟹類之棲地。 

施工期間應盡可能避開蟹類繁殖期或著床期，另外也應避免

留下油汙或垃圾影響環境。當工程不可避免影響其棲地，應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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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程度採取下列保育策略，並依調查結果盡力恢復原先生態。 

若機具需進入渠底則應縮小或限制機具活動範圍、左右側護

岸分開施工，將機具可能輾壓灘地的範圍降至最低，或錯開施工

時間，保留局部灘地，皆為可行的做法。 

(3) 迴避（或適度保留）具有植生之高灘地，提供半水棲爬蟲類之棲

地。 

目前主要可提供作為斑龜及蛇類棲地之環境為具有植生的

淤積灘地，機具進入渠底施工時應縮小或限制機具活動範圍、左

右側護岸分開施工。施工完成後可於基腳上放置塊石或預鑄塊提

供灘地回復效率，並配合調整清淤頻度，適度保留灘地。 

(4) 縮小水泥量體，維持工區護岸堤頂植被面積最大化，且不減損防

洪效果。 

本團隊認為應更改或改善護岸型式，如渠道中混凝土低水護

岸或土堤（蛇籠損壞渠段除外），若無明確毀損狀況與保全物件，

可採取臨路側加高堤頂方式完成防洪治理需求，保全既有堤頂高

草叢及喬木等保全對象，以提供工區範疇內的棲地多樣性。 

若必須設計混凝土護岸基礎時，基礎上部或護岸可採用有助

植物生長之多孔隙或高通透性工法取代混凝土，以保留透水性與

植物拓殖空間，例如砌石或其他多孔隙材質、打樁編柵、堆疊式

箱籠、蜂巢圍束網格堆疊式護岸、活樁插枝、複合式預鑄塊護岸

等。並配合清淤及疏濬頻度，給予水中爬行動物離水的活動空間。

必要時可縮減人行道及圖中植栽綠帶寬度。建議參考護岸形式詳

述於後頁3.5節中。 

(5) 減輕：設計複式斷面護岸、在非攻擊面段設計局部緩坡(1：1.2或

更緩)或設置動物坡道。 

安良港位於流水流速較為和緩的下游，若使用複合式預鑄護

岸，預鑄塊之間預留孔隙填塞客土，可提供植物生長空間，並將

降低坡度至40度（或更緩），協助爬行動物上至護岸的斜坡空間。

或設置與水流平行且坡度緩於40度之動物坡道，為避免爬行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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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車道使路殺風險增加，坡道避免直通到人行道上，或於植栽

綠帶及人行道間設置阻隔措施。 

(6) 減輕：進入渠底施作應採半半施工並保持常流水。 

(7) 減輕：降低既有低水護岸或擋土牆與渠底間的落差。 

安南橋至臺61線以及有斑龜出現的渠段（永安橋至永天橋、

安良橋到計畫終點間），既有低水護岸/擋土牆與其渠底間，應考

慮由治理工程營造減低渠底到堤頂植被間落差，如設置動物坡道，

或以大小粒徑塊石舖設斜坡，讓渠內爬蟲類動物可上岸利用土堤

頂之草叢棲地，以增加棲地橫向連結性。 

(8) 減輕：保全對象之大型喬木需評估移置他處，並於施工設計圖中

標明位置。 

(9) 補償護岸施作工程減少之植被面積，並避免人工景觀植栽設計。 

目前為民眾所開闢為菜園之區域，建議配合區公所進行取締，

並盡可能採取自然演替之方式復育棲地，視邊坡位置及土壤狀況，

補植適地適種之原生樹、草種，使土砂不下移並復育植生。 

於直立式及半重力式護岸設計中，景觀植栽之選用可將施作

護岸時需移除之喬灌木，如榕樹、水柳、樟樹、厚葉石斑木等移

植至規劃中的綠帶植栽區，另外也應參考林務局提供之「臺灣原

生植物於園藝、景觀應用樹種名錄」，選擇適地之原生植物。 

(10) 補償：調查半水棲爬蟲類之生態調查，並評估工程影響。 

由於現勘記錄原生物種斑龜，於渠道中突起塊石或水泥碎塊

上休息，周邊灘地上植被亦為龜類及蛇類活動棲地。推測安良港

大排中應有族群存在，多樣性底質和濱溪植被為主要利用範圍。 

建議可針對半水棲龜鱉類族群進行調查，並進一步盤點可供

繁殖的地點及活動通道，同時評估工程對水域爬行動物棲地縱橫

向連結性的影響。若工程施作時影響斑龜棲息，或於工程中捕捉

到班龜個體，可先將斑龜移置工程預定終點之上游段「南勢溪水

環境營造」區段，並根據調查結果建立生態回復監測標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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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可維持斑龜族群之活動環境及範圍。 

(11) 補償：調查蟹類之生態調查，並評估工程影響。 

生態補充調查為瞭解現地物種豐富度並建立監測標準，評估

工程施作時可能對其造成的影響，若不可避免的影響其棲地，可

根據調查結果保留可維持族群之環境及範圍，並規劃策略恢復生

態效益。目前安良港排水上游為紅皮書易危物種(VU)臺灣南海溪

蟹(Nanhaipotamon formosanum)之潛在棲地，下游近出海口則為

多種河口蟹類分布環境，依文獻資料及生態勘查結果預計調查之

範圍分述如下。 

據「沙鹿區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之生態調查及生態檢核」

（2018）報告所載，於107年9月及11月在南勢溪調查，記錄IUCN

紅皮書易危物種(VU)臺灣南海溪蟹(Nanhaipotamon formosanum)，

並於周邊私人農地中發現蟹類挖掘洞穴，當地居民口頭描述棲息

其中的蟹類具有臺灣南海溪蟹特徵。由於安良港排水近南北勢溪

匯流口周邊有大範圍水稻田，不排除臺灣南海溪蟹亦有在此分布

的可能性。 

防潮閘門上下游段之泥灘地至少有四種蟹類棲息，包含閘門

下游的河口蟹如弧邊管招潮蟹、雙齒近相手蟹；防潮閘門上游有

植生覆蓋之泥灘地則紀錄隆背張口蟹及臺灣厚蟹，為高潮線上之

物種。 

(12) 補償：清除渠道內之浮水性外來種植物 

移除如布袋蓮、粉綠虎尾藻等水生外來種植物。外來種不僅

造成原生動植物生存壓力，繁殖力強且快速，於安良港排水中更

可能於防洪排水時造成阻塞、減少通洪斷面，建議於施工期間加

以清除，避免大水來時排水不順造成患災。 

(13) 補償：辦理民眾參與說明會並納入生態人員意見。 

前期報告所述於108年6月27日辦理現場訪談及地方說明會，

與會人員包含主辦機關、議員及當地民眾，相關生態人員及關注

團體討論及建議尚顯不足。若後續欲提報安良港排水其他渠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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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應於提報階段內工程提報前儘速於邀請關注團隊參與討論，

並將生態內容及建議納入提報計畫中考量。潛在關注團體名單於

附錄八所示。 

3.5.2 本次提報工程之保育原則 

本次提報工程依據經濟部經授水字第10920205350號函，核定縣

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五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台中

市安良港排水核定之範圍為0K+866-1K+547，為防潮閘門上游護岸拓

寬及改建工程，因通洪斷面及防洪整治之必要性，故針對規劃報告之

「直立式護岸＋基樁」及「半重力式護岸＋基樁」兩種護岸型式給予

建議。所擬定之保育原則以整體性保育原則為範本，細部則根據此次

提報工程進行微調。 

 

表 3.5-1 生態保育措施細部內容調整 

 項次 生態保育原則 補充內容 

迴

避 

1 

迴避（或保留）渠道中突起塊

石或水泥碎塊以供龜類使用，

並保持全段溪床不封底。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2 

迴避防潮閘門上下游灘地，保

留河口蟹類之棲地。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3 

迴避（或適度保留）具有植生

之高灘地，提供半水棲爬蟲類

之棲地。 

配合每年清淤頻率，或施工完成後

於基腳上堆置預鑄塊，加快灘地恢

復速度。 

縮

小 

4 

縮小水泥量體，維持工區護岸

堤頂植被面積最大化，且不減

損防洪效果。 

因本次提報工程防洪整治之考量，

故以增設動物坡道或緩坡進行設

計。 

減

輕 

5 

設計複式斷面護岸、在非攻擊

面段設計局部緩坡(1:1.2 更緩)

或設置動物坡道。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6 

進入渠底施作應採半半施工並

保持常流水。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7 

降低既有低水護岸或擋土牆與

渠底間的落差。 

因本次提報工程擬定之護岸形式無

堤頂土坡，因此無須降低落差之必

要。以設置緩坡或動物坡道作為代

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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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全對象之大型喬木需評估移

置他處，並於施工設計圖中標

明位置。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補

償 

9 

補償護岸施作工程減少之植被

面積，並避免人工景觀植栽設

計。 

景觀植栽設計可參考林務局提供的

「臺灣原生植物於園藝、景觀應用

樹種名錄」。 

10 

調查半水棲爬蟲類之生態調

查，並評估工程影響。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11 

調查蟹類之生態調查，並評估

工程影響。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12 

清除渠道內之浮水性外來種植

物。 
與整體性原則相同。 

13 

辦理各工程階段說明會並納入

生態人員意見。 

本次提報工程若進入規劃階段得先

舉辦說明會，將生態關注團體意見

納入討論。 

3.6 護岸工法及案例參考 

本案所規劃之護岸形式為直立式及半重力式護岸，如圖3.6-1所示

16，然現況低水護岸堤頂的土坡具有良好生態效益，且因渠段中有半

水棲爬蟲動物，故應於護岸臨水側創造其可利用之環境，並避免生物

上至路面車道增加路殺風險（圖3.6-2）。坡面應粗糙化或附有植生以

增加抓地力，緩坡坡度應為1:1.2或更緩係因龜鱉類等爬行動物可爬上

之最大坡度不宜超過40度，才能符合不同性別及成幼烏龜的需求。（廖

靜蕙，2012）17 

 
16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2019。 
1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水土保持單元叢書 03 水土保持設施常見生物通道，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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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 「半重力式護岸+基樁」（上圖）及「直立式護岸+基樁」（下
圖）標準圖 

 

 

圖 3.6-2 生態友善護岸形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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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隱藏式護岸 

位於臺中市東勢區的四角林野溪整治工程，左右岸兩側及整渠段

局部皆施作不對稱的護岸工法，護岸使用包含蜂巢格網、木格框、預

鑄槽框、砌石、半重力護岸等形式，上方覆土鋪石或舖稻草蓆後增加

孔隙，最外側自然堆積土石形成緩坡，整體植生復育快速，將護岸隱

藏在植生下掩蓋工程量體，形成與施工前環境相似的自然外觀，且緩

坡不阻隔動物橫向通行。運用此創新工法的四角林工程同時兼顧工程

的安全目的以及生態環境的維護，因此獲得108年度公共工程金質獎

優等。 

此隱藏式護岸參考德國及日本護岸生態工法18，將護岸設置於河

岸後方，外部覆土形成自然坡面，盡可能留下最大面積的濱溪植被帶，

如圖3.6-4所示。考量安良港排水周邊環境，可於較寬的渠道局部設置

緩坡，並此形式為範本，外層舖上較淺薄的覆土，增加植生覆蓋及生

物可利用空間。 

 

 

圖 3.6-3 四角林野溪治理工程 

 

 
18 国土交通省，河岸は河川景観や生物の生息場所 移動経路としての役割を担っています，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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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4 維持河岸環境機能的護岸形式 

3.6.2 蓆式預鑄護岸19 20 

多屬緩坡式護岸，其坡度多小於1:1.5，由預鑄混凝土塊沿著岸坡

舖排而成。塊體間具有一定孔隙可供植物生長，不僅可以改善景觀，

提供河道遮蔭及調節水溫，同時植生根系亦有防沖固坡之功能。於近

溪床處或水面下舖排具有中空凹槽之塊體，回填卵塊石，藉以滋生附

著苔藻，則能提供魚、蝦、蟹等食物來源，並提供其棲息及避難空間。

若採用複合式預鑄塊護岸設計，可於預鑄塊凹槽間回填土壤、塊石、

客土袋或其他材料。 

參考水土保持單元之野溪預鑄護岸中可使用之型式如護岸植生

塊、預鑄格框護岸、環境MD等。實際案例如桃園縣龍潭南坑野溪及

台南市南化區源之旅公園。 

 

 

圖 3.6-5 預鑄格框護岸 

 
1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水土保持單元叢書 04 野溪預鑄護岸，2020。 
2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生態工程設計圖說手冊暨案例彙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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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6 混凝土型格框填石植生護岸斷面圖21 

 

3.6.3 混凝土蓆墊砌石護岸22 

適用坡度不大於45度，且可在臨水區域增設PVC管作為魚穴，提

供其棲息及避難空間。案例位置如台中縣太平市頭汴坑溪。 

      

圖 3.6-7 護岸魚穴設置圖參考 

 
2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生態工程設計圖說手冊暨案例彙編，2006。 
2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生態工程設計圖說手冊暨案例彙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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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堆疊式/展開式蜂巢圍束網格護岸23 

可適用於各種流速及沖蝕情形之溪流緩坡河岸，常水位以上可填

充表土或以草皮覆蓋、舖置適生適地之草種覆土。為確保網格穩定，

應於適當距離設置格框牆。如桃園縣龍潭鄉南坑野溪、台南縣南化鄉

源之旅公園。 

 

圖 3.6-8 展開式蜂巢圍束網格護岸斷面圖 

3.7 資料彙整與發佈 

本案進行生態檢核所得之成果將上傳至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

存所「108-109年度台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專案內24，「2019台中

市梧棲區安良港防洪整治計畫(0K+866-4K+649)生態檢核(提報階段)」

之資料夾。25 成果將包含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範圍、檢核表、生

態關注區域圖、航拍正射影像及動植物名錄等相關生態檢核成果資料。 

  

 
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生態工程設計圖說手冊暨案例彙編，2006。 
24 108-109 年度台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25 2019 台中市梧棲區安良港防洪整治計畫(0K+866-4K+649)生態檢核(提報階段)：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7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ecocheck_taichung_2019-2020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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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態監測與效益評估 

根據基本資料、生態勘查結果、生態保全對象確認以及產出生態關注

區域圖，即可初步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供工程設計參考應用以維持

原有之生態效益。 

因本派工案辦理之生態檢核工作，屬於核定階段，此時之生態檢核工

作重點，除了初步盤點相關生態議題以外，也應置重點於回饋生態保育原

則到規劃設計階段的生態檢核作業。若本治理工程進入規劃設計以後之階

段，將依據工程細部設計規劃圖，協同規劃單位進行現勘，並遵照2.2節所

述流程（參考圖2.2-1），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

育對策。相關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後，將協助規劃單位擬定工程配置方案，

妥善處理工程之生態關注議題。 

4.1 生態檢核工作效益分析 

(1) 協助主辦單位掌握工區周邊生態議題 

本派工案透過文獻回顧、資料庫搜尋、現地勘查、航拍製圖

等工作方法，產出相關生態保育原則、與生態關注區域圖等資料，

將彙整於「核定階段生態檢核表」內。進而可提供主辦單位安良

港排水周邊重要生態議題之盤點結果、工程可達致之生態效益，

與可運用於規劃設計中的生態保育原則。 

若進入後續規劃設計階段，將協助規劃單位評估區域排水橫

向連結性、工程可提供的動物友善廊道等正面效益。 

(2) 協助主辦單位執行生態檢核和資料公開等工作項目 

本團隊會提供關注本治理工程區域環境之團隊聯繫方法與

名冊予主辦單位，作為後續辦理民眾參與和現場勘查等工作項目

的關注團隊、專家名單。 

此外，基於生態檢核之資訊公開原則，工作團隊已依據2.2節

的工作方法，於中研院資料寄存所網站上建立本派工案內工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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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檢核的資料集。26 工作檢核之工作成果，將於期初報告結束前

上傳該資料集存放。生態檢核產出資料均可由主辦單位與關心治

理工程個案的民眾、專家利用，也不會因為人員職務調整、單位

硬體損壞問題而丟失。 

4.2 保育策略擬定方案及效益評估 

藉由勘查紀錄、航拍製圖、訪談釣客等方式，而後繪製生態關注

區域圖，以了解生態保全對象及分析生態效益良好之區域，並進行生

態保育對策擬定及建議，提供給後續階段參考。若本案進入施工完工

階段，可掌握保存良好生態效益之原則，並依據方案及欲保全之對象

調整工程，期望讓工程對環境之影響降至最低。 

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目前預計工程為護岸拓寬及改善，整體

可朝分段設計多樣化護岸型式方向進行規劃。依據對生態影響之多寡

以整體性及針對此次提報工程提出建議，分為迴避、縮小、減輕、補

償四大概念擬定保育策略原則，原則以施工前與施工中分為兩個階段

概述，分述所擬保育原則的效益評估，詳盡分析及具體執行方式於本

報告3.5節之生態保育原則擬定。 

施工前之規劃設計階段應納入並標示於設計圖上之原則或辦理

事項： 

(1) 補償：調查半水棲爬蟲類之生態調查，並評估工程影響。 

(2) 補償：調查蟹類之生態調查，並評估工程影響 

(3) 補償：辦理規劃設計階段說明會並納入更多關注團體之意見。 

(4) 補償：護岸施作工程減少之植被面積，並避免人工景觀植栽設計。 

(5) 縮小：縮小水泥量體，維持工區護岸堤頂植被面積最大化，且不

減損防洪效果。 

(6) 減輕：設計複式斷面護岸、在非攻擊面段局部緩坡(1：1或更緩)或

 
26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2019 臺中市梧棲區安良港防洪整治計畫(0K+866-4K+649)生態檢核

(提報階段)：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7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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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動物坡道。 

(7) 減輕：既有低水護岸或擋土牆與渠底間的落差。 

(8) 減輕：保全對象之大型喬木需評估移置他處，並於施工設計圖中

標明位置。 

上述八項保育原則，應於細部規劃設計圖核定前，由生態檢核單

位與工程主辦單位協同設計廠商共同討論定案，詳細保育原則及建議

請參本報告3.5節。相關工作程序可參考本報告書1.4節。於本案中，縮

小及補償原則，能積極保存工區與周邊自然度、維繫關注物種的棲地

等生態系服務，以及提昇區域物種多樣性。 

於施工中需納入施工計劃書，並以自主檢查表、定期監測等方式

追蹤生態回復之成效，故列出以下幾點保育策略原則： 

(1) 迴避：渠道中突起塊石或水泥碎塊以供淡水龜鱉類使用，並保持

全段溪床不封底。 

(2) 迴避：防潮閘門上下游灘地，保留河口蟹類之棲地。 

(3) 迴避：迴避（或適度保留）具有植生之高灘地，提供半水棲爬蟲類

之棲地。 

(4) 減輕：進入渠底施作應採半半施工並保持常流水。 

(5) 補償：清除渠道內之浮水性外來種植物 

上述五項生態保育原則，除需要在規劃設計階段中與規劃廠商協

調發展出具體方法、納入設計圖面以外，更需於施工前開始，配合與

施工廠商在開工前的教育訓練，並由生態檢核團隊執行相關關注標的

之監測。執行上述五項生態保育原則，可於施工期間，確保相關物種

棲地與植被不被擾動，並即時與主辦、監造與施工單位聯繫，以確保

核心的關注對象與上述保育原則可被徹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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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5.1 派工案執行成果概述 

本派工案內工作項目均已於109年2月份前執行完成，並於同年3

月31日提交工作執行計畫書，期初報告審査本於109年4月8日函送主

辦單位，於同年4月21日辦理期初報告審查，依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中

市水工字地1090036706號函原則同意通過。本派工案結案前將航拍製

圖、檢核表等生態檢核相關資料上傳至中央研究院寄存所之資料集內。

27 

本派工案內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0K+866~4K+649)

之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工作，直至本工作執行計畫書修訂本付梓為止，

僅核定部分之其計畫經費。因此，本工程案於計畫期限（108-109年度）

內，可能無法進入工程之完整細部規劃設計、施工等階段。爰此，工

作團隊與本案承辦人員討論後，決定先於109年度內，完成提報階段

工作與期初報告審查，依實作工作項目結算價金並結案。 

於109年度內，本案執行項目與進度分述如下： 

(1) 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蒐集工區基本

生態資料。 

由財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與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共組工作團隊承攬，另聘王豫煌博士作為本案專業顧問。

其他執行本派工案生態檢核之工作團隊，均係由生態、環境工程

等專業人員組成。工作團隊透過線上資料庫、相關文獻及前期報

告蒐集重要物種調查記錄，關注物種如台灣南海溪蟹、草花蛇及

高多樣性的河口蟹類。 

(2)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生態勘

查、生態保全對象標示以及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供工程設計參

考應用，並初步擬定個案之生態保育原則。 

 
27 108-109 年度台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7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2019-wrs-tc-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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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12月20日及109年1月10日由工作人員執行現地生態

勘查，共紀錄動物21科30種、植物34科65種，並採用無人載具

(UAV)航拍產製正射影像以記錄現地狀況。相關資料除彙整生態

保育原則外，亦進行資料公開，提供規劃設計、施工階段可用於

評估、比較棲地變遷的原始參考資料。 

勘查後，以當地衛星影像（包括可取得的歷史衛星影像紀錄）、

生態基本資料收集、與現勘動植物、棲地記錄，繪製生態關注區

域圖，並擬定本治理工程的生態保育原則，提供後續細部規劃設

計參考。以上工作成果均以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自評表」、與水利署「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核定階段

附表P-01」、「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規劃階段附表D-04」等

文件格式呈現，並已於109年2月份提交給主辦單位進行提報。 

(3) 協助主辦單位進行資料發佈 

本案內重要資料均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建立專案資料

集予以保存和公開，相關內容及連結於第3.7節所述。 

5.2 生態友善建議事項 

(1) 本團隊彙整前期規劃資料及相關文獻，結合現勘及影像分析進行

綜合評估，盤點安良港排水存在蟹類、鳥類及龜鱉類棲地，推論可能

受工程影響之潛在重要生物包含台灣原生斑龜、第三級應予保育之野

生動物草花蛇、IUCN紅皮書易危物種台灣南海溪蟹及防潮閘門上下

游之河口蟹類，並針對可能受工程影響之棲地及生物提出包含迴避、

縮小、減輕、補償共13項生態友善措施，詳細敘述於3.5節。 

(2)根據上述生態議題，本案工程依經濟部經授水字第10920205350號

函核定通過後，應盡速辦理設計階段說明會並納入關注團體意見，以

回饋至工程設計考量。而後依循本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所擬定之生態保

育原則，辦理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管理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以自

主檢查表、定期監測等方式追蹤生態回復之成效，隨著調查結果更新，

滾動修正對於治理工程生態影響的評估與建議，達到積極保存工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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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自然度、維繫關注物種的棲地等生態系服務之目的。 

(3) 後續欲於安良港排水進行其他工程，皆需在工程提報前辦理提報

階段地方說明會，加強民眾及關注團體的參與程度。說明會之記錄應

附於工程提報計畫內，並納入生態檢核之成果考量。以此確保充足的

意見交流空間，以發揮治理工程的最大經濟、社會與生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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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歷次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1.第四次派工案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水利局水利工程科 

1 計畫中提到本派工案之工

作項目已執行，應於計畫書

中多加論述 (Ex：相關棲地

特性評估、生態關注區域圖

等)。 

謝謝意見與建議。將會增補相關資料與論述

於工作計畫書修訂本第四節中。現階段計畫

書主要針對辦理之工作項目說明進度規劃

及初步結果，後續經分析之執行資料內容將

於期初報告中完整呈現。 

2 本案為工程核定階段，上述

執行之初步成果後續如何

回饋於工程設計參考應用。 

謝謝意見。生態檢核所產出之生態保育措施

將可提供予設計、監造單位參考，如針對保

全對象擬定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對策

調整，或於民眾參與作為討論依據進行充分

溝通，歸納各方意見後回饋至工程設計。 

3 承上，本局提供之規劃報告

之護岸型式與初步成果有

衝突時如何處理。 

謝謝委員意見。依據生態檢之願景，欲建立

結合工程設計、生態專業評估、民眾溝通及

資訊公開之溝通平台，建議主辦單位可於設

計規劃階段辦理會議，與主辦單位、監造、

設計單位、生態團隊或專家學者共同進行討

論，以保障安全、不犯洪為原則，保留最大

生態效益之棲地環境。 

就前期報告所示，經南山截水溝截流後多數

護岸皆能通過於十年期距，因此安全上並無

疑慮不須加高護岸，僅部分區段需進行修

補。其他的如土砂下移影響通洪斷面之考

量，就初步現勘觀察部分護岸破損需修補以

防止堤頂土坡下移，除此之外渠道內土砂為

自然淤積，因此於汛期前清淤即可。 

另將會於期初報告中提出生態保育對策及

配置方案，以供主辦單位參考。 

4 計畫書 P.15 圖 2.3-1 中臺中

市政府請修正為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 

遵照辦理。已於修訂本中修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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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四次派工案期初報告審查會議紀錄暨回覆辦理情形 

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林主秘志鴻 

1 1. 生態檢核重點係評估

生態是否受工程影響。然無

論以何種工法施作，安全皆

為最優先考量。在此前提

下，本案生態檢核成果應如

何回饋至目前安良港排水

之規劃？請依據各工程階

段給予具體的建議，並針對

可能產生的議題給予對應

的方案。 

謝謝委員指教。於 3.5 節內盤點安良港排水

之生態議題，主要為保全濱溪植被、保全蟹

類及半水棲爬蟲類之灘地環境，生態保育原

則皆以生態議題做為方案擬定之準則。 

考量本次提報渠段防洪整治之必要性，故針

對目前安良港排水之護岸形式規劃於設計、

施工階段擬定保育原則及建議，於本報告書

3.5.1 節詳述。 

後續於安良港排水其他渠段之工程請務必

納入生態檢核建議後再行提報，相關建議及

保育原則詳述於本報告書 3.5.1 節。 

2 四角林為流速快、易受沖刷

的上游野溪，安良港為流速

緩慢、易受漲退潮影響的下

游排水，兩者河性不同，也

反映於設計考量上。雖部分

工法可以相通適用，但居民

態度可能扮演決策走向的

關鍵角色，故在溝通上需要

生態團隊協助。 

謝謝委員意見與指教。生態檢核主要為指出

關注區域及重要生態議題，並給與相關建

議，然應地適宜之工程設計得需仰賴工程專

業人員，後續工程週期中之生態檢核團隊將

可協助進行溝通。 

3 本派工案內僅辦理提報階

段，若於期初報告完結，沒

有成果報告來收斂成果，請

說明如何處理。 

謝謝委員意見。本派工案為「台中市生態檢

核委託專業服務」其中案，雖本案於期初報

告完結，但仍會與其他三案共同彙整於整體

計畫的成果報告中。 

4 報告書內容請補上摘要及

附錄目錄。 

謝謝委員指教，已遵照辦理。 

二、柯科長玉川 

1 於安良港上游南勢溪周邊

農田曾紀錄臺灣南海溪蟹，

請確認本派工案後續進場

施作是否對南海溪蟹造成

影響。 

謝謝委員指教。目前臺灣南海溪蟹實際記錄

於南勢溪，且主要棲息於農田田埂，而安良

港排水周邊現況多為低水護岸，土堤及渠道

內水流早已被護岸切割，故目前需要注意的

渠段為土堤與水流有直接接觸的渠段，如安

南橋至台 61 線的石籠護岸段。 

2 安良港排水之工程施作可 謝謝委員指教。針對本次提報之建議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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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能影響斑龜棲地，除四角林

案例外，是否有更具體的工

法或建議可供參考？ 

於本報告書 3.5 節。目前主要可提供作為斑

龜棲地之環境為具有植生的淤積灘地，可於

基腳上放置塊石或預鑄塊提供灘地回復效

率，並配合清淤頻度，適度保留灘地。於護

岸上設計 40 度以下之緩坡，配合複合式預

鑄塊以提供植生生長空間，或設置動物坡

道。四角林案例及其他建議工法歸納於報告

書 3.6 節中。 

三、廖專委健堯 

1 本案期初報告與契約規定

工作項目是否吻合及落實，

請業務單位及工作團隊再

次確認。 

謝謝委員意見。本案期初報告與契約規定之

工作項目皆符合。 

2 本案為工程計畫核定階段，

本階段目標為評估計畫可

行性、需求性及對生態環境

衝擊程度。參考本局 108 年

9 月「臺中市安良港排水防

洪整治計畫委託專業服務

案」成果報告書之護岸斷面

型式與本案保育策略擬定

有所不同。準此，應如何運

用迴避、縮小、減輕、補償

方案，決定可行工程計畫方

案及生態保育原則，並提供

後續工程階段可執行之工

項及方向？ 

謝謝委員意見。於 3.5 節針對規劃護岸形式

提出生態保育原則，並列出重要生態議題。

各生態保育措施皆以恢復生物可活動棲地

為主要建議，如施工完成後可堆置預鑄塊加

速棲地恢復、設置動物坡道等，於經費可運

用之範圍內納入可進行之生態保育原則建

議。 

3 承上，請工作團隊提供至少

2 種方案供後續規劃設計階

段參考，俾利評估是否超出

原先規劃及補助之經費。 

謝謝委員意見。已於 3.5 節中列出重要生態

議題，各生態保育措施皆以恢復生物可活動

棲地為目標，故於可運用之經費額度下，將

生態保育原則納入評估及規劃中。 

四、許正工程司銘元 

1 報告書 P6：補充核定內容派

工明細。 

謝謝委員指教，本案核定內容已描述於 2.2

節工作內容及流程。 

2 報告書P23：最後一段圖 4.1-

1 所示，應該改為圖 3.1-1，

謝謝委員指教，已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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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相關內容應一併修正。 

3 報告書 P24：倒數第 2 行，

圖中 J 處是否誤植？ 

謝謝委員指教，已遵照辦理。 

4 報告書 P35：少了縮小保育

策略內容。 

謝謝委員指教。4.2 節將生態保育策略以工

程週期分類，縮小策略於設計規劃階段應考

量之項目。 

五、蔡幫工程司明邑 

1 本案估價單規劃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有保育對策及配

置方案，請再加強說明相關

內容。 

謝謝委員指教，依據關注區域圖制定生態保

育對策，並針對目前規劃形式以提出建議於

本報告書 3.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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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8 年 5 月 10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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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工作人員學經歷 

本計畫工作人力與任務分配表 

類別 姓名 
專業 

資歷 

最高學歷 

科系 

擬任工作 

內容 
相關經歷與專長 

計畫 

主持人 
林笈克 23年 

東海大學生

物學研究所

碩士 

計畫主持與

工作督導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 技術經理 
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顧問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兼任講師 

經歷：台灣生態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台灣生態研究中心暨
靜宜大學人文生態研究室 研究助理、東海大學生物
系 兼任助教、台灣生態學會 研究員 

專長：動物生態調查、植物生態調查、森林長期生態研究 

協同 

主持人 
蘇維翎 15年 

國立臺灣大

學環境工程

學研究所碩

士 

協助計畫執

行與掌握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協理兼生態工程部經理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兼任講師 

經歷：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保護工程師 
專長：環境工程規劃、生態工程評估、計畫管理 

專家 

顧問 
王豫煌 15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博

士 

工程評析與

計畫諮詢 

現任：台灣生態學會、石虎保育學會 理事 
經歷：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節點經理 

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特聘研究員 
東海大學熱帶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博士
後研究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兼任講師 

專長：生物多樣性/生態資訊學、生態感測網、地景遺傳學 

計畫 

經理 
謝傳鎧 4年 

國立臺灣大

學生態學與

演化生物學

研究所碩士 

計畫執行及

任務協調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硏究助理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硏究助理 
狸和禾小榖倉工作室計畫助理 

專長：田野調查、植物調查、質性硏究方法 

生

生

態

檢

核

操

作

評

估

組 

組長 鄭  暐 6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碩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及彙

整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專案經理 

林業試驗所-保護組 研究助理 
專長：工程環境友善生態評估、生物多樣性資訊學、鏈結開

放資料、植物生態學、環境教育 

組員 陳易昇 2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研究所碩

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經歷：中興大學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科技部計畫 專任助

理 
專長：野外調查、基本植物辨認 

組員 丁方元 1年 

國立成功大

學生命科學

學士 

提供民眾參

與諮詢溝通

協助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專員 
專長：鳥類辨識、生態學、地理資訊系統 

生
態
監
測
調
查
彙
整
組 

組長 劉威廷 22年 

東海大學環

境科學研究

所碩士 

彙整生態資

料與結果分

析評估、陸域

生態調查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協理兼動物部經理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常務理事 
台灣蝙蝠學會 常務理事 
惜根台灣協會 理事 

經歷：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生態實驗室專任助理、2001-
2005年亞太地區遷徙性水鳥保育策略國際工作會議、
臺中公明社區、楊厝社區、新庄社區、苗栗鯉魚社區
社區林業講師、 

專長：陸域動物調查、水鳥遷徙繫放研究、環境影響評估、
道路生態學 

組員 王勇為 11年 

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

系所碩士 

植物生態調

查、保育生態

課題分析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植物部研究員 
經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組研究助理 
專長：陸域植物調查、植群演替分析、環境影響評估 

組員 鄭志晧 4年 
國立中山大

學海洋科學

水域動物生

態文獻的蒐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水域部研究員 
經歷：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海洋保育志工 

遠雄海洋公園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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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姓名 
專業 

資歷 

最高學歷 

科系 

擬任工作 

內容 
相關經歷與專長 

系(海洋生物

組)碩士 

集及生態資

料彙整和分

析 

多樂潛水中心潛水長 
專長：魚類分類、水域生態調查、潛水調查 

生

生

態

宣

導

與

民

眾

參

與

組 

組長 戴家琪 1年 

國立臺灣大

學昆蟲學研

究所碩士 

彙整民眾參

與業務之推

動情形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旭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管助理研究員 
專長：基本昆蟲辨識、分子生物技術 

組員 徐菀佐 13年 

東海大學生

命科學系生

態暨生物多

樣性組碩士 

分析民眾參

與及宣導相

關事項 

現任：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經歷：東海大學熱帶生態學中心研究助理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兩棲爬蟲研究室研究助理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計畫助理 

專長：田野調查、森林動態樣區調查、兩棲爬蟲 

組員 鄒明軒 5年 

國立清華大

學電機工程

學系學士 

協助生態檢

核執行 

現任：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外展專員 
經歷：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環境組專員 
專長：審議民主、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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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公共工程委員會生態檢核自評表—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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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附表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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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預定工區現勘維管束植物名錄 

❖ 記錄時間：2019.12.20、2020.01.10 

❖ 本名錄中共有 34 科、65 種。「屬性」欄位區分為特有種、歸化種、栽培

種。「紅皮書等級」依照「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評估之面臨威脅等

級， EX: 滅絕、EW: 野外滅絕、RE: 區域性滅絕、CR: 嚴重瀕臨滅絕、 

EN: 瀕臨滅絕、VU: 易受害、NT: 接近威脅、NA: 資料不足或無評估資

料、LC: 安全。 

❖ 請注意，本清單僅為有限的現勘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

配合望遠鏡、照相機記錄之植物物種名錄。並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僅有

以下植物出現，亦無法完整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物種族群狀況。 

 

雙子葉植物 'Dicotyledons' 

科名 學名 屬性 

紅皮書 

等級 

Acanthaceae 爵床科 Asystasia gangetica (L.) T. Anderson 赤道櫻草 栽培 NA 

Amaranthaceae 莧科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蓮子草 歸化 NA 

Annonaceae 番荔枝科 Annona squamosa L. 番荔枝 栽培 NA 

Apiaceae 繖形科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銅錢草 歸化 NA 

Apiaceae 繖形科 Daucus carota L. var. sativa DC. 胡蘿蔔 栽培 NA 

Asteraceae 菊科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大花咸豐草 歸化 NA 

Asteraceae 菊科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小花蔓澤蘭 歸化 NA 

Asteraceae 菊科 Parthenium hysterophorus L. 銀膠菊 歸化 NA 

Asteraceae 菊科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歸化 NA 

Asteraceae 菊科 Vernonia amygdalina Delile 扁桃斑鳩菊 歸化 NA 

Bombacaceae 木棉科 Bombax malabarica DC. 木棉 栽培 NA 

Brassicaceae 十字花科 Brassica chinensis L. 小白菜 栽培 NA 

Brassicaceae 十字花科 Brassica juncea (L.) Czern. 芥菜 栽培 NA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 Gawl. 珊瑚樹 原生 LC 

Caricaceae 番木瓜科 Carica papaya L. 木瓜 栽培 NA 

Casuarinaceae 木麻黃科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木麻黃 栽培 NA 

Combretaceae 使君子科 Terminalia mantaly H. Perrier 小葉欖仁 栽培 NA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Cuscuta campestris Yunck. 平原菟絲子 歸化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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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Ipomoea obscura (L.) Ker Gawl. 野牽牛 歸化 LC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Ipomoea batatas (L.) Lam. 番薯 歸化 NA 

Cucurbitaceae 瓜科 Luffa cylindrica (L.) M. Roem. 絲瓜 栽培 NA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苳 原生 LC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大飛揚草 歸化 NA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Manihot esculenta Crantz 樹薯 栽培 NA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歸化 NA 

Fabaceae 豆科 Erythrina variegata L. 刺桐 原生 LC 

Fabaceae 豆科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歸化 NA 

Fabaceae 豆科 Millettia pinnata (L.) Panigrahi 水黃皮 原生 LC 

Fabaceae 豆科 Sesbania sesban (L.) Merr. 印度田菁 歸化 NA 

Haloragaceae 小二仙草科 Myriophyllum aquaticum (Vell.) Verdc. 水聚藻 原生 NA 

Lauraceae 樟科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樟 原生 LC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栽培 NA 

Malvaceae 錦葵科 Hibiscus sabdariffa L. 洛神葵 栽培 NA 

Moraceae 桑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 構樹 原生 LC 

Moraceae 桑科 Ficus microcarpa L. f. 榕 原生 LC 

Moraceae 桑科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原生 LC 

Moraceae 桑科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原生 LC 

Moraceae 桑科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原生 LC 

Myrtaceae 桃金孃科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栽培 NA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Ludwigia aiwanensis Peng 臺灣水龍 特有 NA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P.H. Raven 水丁香 原生 LC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科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蓮 歸化 NA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glabrum Willd. 紅辣蓼 原生 LC 

Polygonaceae 蓼科 Polygonum orientale L. 紅蓼 原生 LC 

Polygonaceae 蓼科 Rumex crispus L.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歸化 LC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Ranunculus cantoniensis DC. 禺毛茛 原生 LC 

Rubiaceae 茜草科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原生 LC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歸化 NA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 栽培 NA 

Solanaceae 茄科 Solanum lycopersicum L. 番茄 栽培 NA 

Urticaceae 蕁麻科 Pouzolzia elegans Wedd. 水雞油 原生 LC 

Vitaceae 葡萄科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v.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漢氏山葡萄 原生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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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子葉植物 'Monocotyledons' 

科名 學名 屬性 

紅皮書 

等級 

Cannaceae 美人蕉科 Canna indica L. 美人蕉 歸化 NA 

Commelinaceae 鴨趾草科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竹仔菜 原生 LC 

Cyperaceae 莎草科 Cyperus alternifolius L. subsp. 

flabelliformis (Rottb.) Kukenthal 

風車草 歸化 NA 

Musaceae 芭蕉科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栽培 NA 

Poaceae 禾本科 Bambusa dolichoclada Hayata 長枝竹 特有 LC 

Poaceae 禾本科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巴拉草 歸化 NA 

Poaceae 禾本科 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芒稷 原生 LC 

Poaceae 禾本科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原生 LC 

Poaceae 禾本科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son fo. glaber 

Nakai 

白背芒 原生 NA 

Poaceae 禾本科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蘆葦 原生 LC 

Poaceae 禾本科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歸化 NA 

Poaceae 禾本科 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ata 桂竹 特有 LC 

Pontederiaceae 雨久花科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布袋蓮 歸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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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預定工區現勘動物名錄 

❖ 記錄時間：2019.12.20、2020.01.10 

❖ 本名錄中共有 21 科、30 種，綱或科名後括弧內為該類群之物種總數。 

❖ 請注意，本清單僅為有限的現勘時間內，於工程預定範圍內步行，以目視

配合望遠鏡、照相機觀察到之水、陸域動物物種，同時記錄釣客漁獲。並

不代表本工程預定地內僅有以下動物出現，亦無法呈現本工程預定地內各

物種族群狀況。 

 

條鰭魚綱 Actinopterygii (2) 

1. 鯉科 Cyprinidae (1) 

1.  Cyprinus carpio carpio (Linnaeus, 1758) 鯉 (釣客漁獲紀錄) 

2. 麗魚科 Cichlidae (1) 

2. Oreochromis niloticus niloticus (Linnaeus, 1758) 尼羅口孵非鯽  

鳥綱 Aves (19) 

3. 鷺科 Ardeidae (5) 

3. Egretta garzetta garzetta (Linnaeus, 1766) 小白鷺 

4. Mesophoyx intermedia intermedia (Wagler, 1829) 中白鷺 

5. Ardea alba modesta (J. E. Gray, 1831) 大白鷺 

6. Ardea cinerea jouyi (Clark, 1907) 蒼鷺 

7. Nycticorax nycticorax nycticorax (Linnaeus, 1758) 夜鷺 

4. 鵯科 Pycnonotidae (1) 

8.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Hartert, 1910) 白頭翁(台灣亞種)  

5. 卷尾科 Dicruridae (1) 

9. Dicrurus macrocercus harterti (Baker, ECS, 1918) 大卷尾(台灣亞種) 

6. 梅花雀科 Estrildidae (1) 

10. Lonchura punctulata topela (Swinhoe, 1863) 斑文鳥 

7. 麻雀科 Passeridae (1) 

11. Passer montanus saturates (Stejneger, 1885) 麻雀 

8. 翠鳥科 Alcedinidae (1) 

12. Alcedo atthis bengalensis (Gmelin, JF, 1788 ) 翠鳥 



104 

 

9. 扇尾鶯科 Cisticolidae (1) 

13. Prinia inornata flavirostris (Swinhoe, 1863) 褐頭鷦鶯(台灣亞種) 

10. 鳩鴿科 Columbidae (2) 

14. Streptopelia chinensis chinensis (Scopoli, 1786) 珠頸斑鳩 

15. Columba livia (Gmelin, 1789) 野鴿 

11. 椋鳥科 Sturnidae (2) 

16. Acridotheres tristis tristis (Linnaeus, 1766) 家八哥 (外來入侵種) 

17. Acridotheres javanicus (Cabanis, 1851) 白尾八哥 (外來入侵種) 

12. 秧雞科 Rallidae (1) 

18. Gallinula chloropus chloropus (Linnaeus, 1758) 紅冠水雞 

13. 鶺鴒科 Motacillidae (2) 

19. Motacilla alba leucopsis (Gould, 1838) 白鶺鴒(白面黑背亞種) 

20.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黃鶺鴒 

14. 䴉科 Threskiornithidae (1) 

21.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aethiopicus (Latham, 1790) 埃及聖䴉 (外來入

侵種) 

腹足綱 Gastropoda (1) 

15. 蘋果螺科 Ampullariidae (1) 

22. Pomacea canaliculate (Lamarck, 1819) 福壽螺 (外來入侵種) 

 

昆蟲綱 Insectopoda (2) 

16. 蛺蝶科 Platycnemididae (2) 

23.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Fruhstorfer, 1899) 樺蛺蝶 

24. Hypolimnas misippus (Linnaeus, 1764) 雌擬幻蛺蝶(雄) 

 

爬蟲綱 Reptilia(2) 

17. 地龜科 Geoemydidae (1) 

25. Mauremys sinensis (Gray, 1834) 斑龜 (國內紅皮書瀕危 EN) 

18. 澤龜科 Emydidae (1) 

26.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WIED, 1838) 紅耳泥龜 (外來入侵種) 

 

軟甲綱 Malacostraca (4) 

19. 方蟹科 Grapsida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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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Perisesarma bidens (De Haan, 1885) 雙齒近相手蟹 

28. Chasmagnathus convexus (De Haan, 1885) 隆背張口蟹 

20. 弓蟹科 Varunidae (1) 

29. Helice formosensis (Rathbun, 1931) 台灣厚蟹 

21. 沙蟹科 Ocypodidae (1) 

30. Tubuca arcuate (De Haan, 1885) 弧邊管招潮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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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本工程潛在關注團體一覽表 

編號 性質 單位名稱 關注議題 

1 NGO 大肚山學社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水環境 

2 NGO 台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教育 

3 NGO 台中市自然關懷協會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4 NGO 台灣生態學會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水環境 

5 NGO 台灣護樹團體聯盟 生態、發展、環境議題 

6 NGO 社團法人台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生態、發展、人文歷史 

7 NGO 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 
生態、發展、環境議題、

水環境、野生動物 

8 NGO 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生態、發展、環境議題、

環境教育 

9 NGO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

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生態、發展、環境議題、

環境教育 

10 NGO 台灣愛樹保育協會 生態、發展、環境議題 

11 公家單位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屈麗慧) 人文、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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