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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要 

君毅正勤國宅社區位於高雄市前鎮區(圖 1)，由多棟住宅大樓所組成，各棟

分散且地基廣大，早期以淺埋連接管及側溝截流方式施作用戶接管，因此此次

計畫以廢除地下室化糞池，改以各棟四周道路鋪設明挖連接管，以利國宅污水

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以達到改善環境衛生，削減鳳山溪污染源之目的。 

本案之目的為：(1)透過既有污水管線修繕工程達到改善住戶污水處理問

題，廢除大樓及活動中心化糞池，並藉由修繕污水管線，將污水更有效處理，

提供優質生活環境(2)提供前鎮河河岸旁住戶無污染水域環境(3)拆除既有建築

物側巷排水溝截流設備，減少因雨導致污水系統過負荷，降低污水處理廠負荷

(圖 2)。 

 

圖 1 計畫基地行政區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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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君毅正勤污水管線納管更新之工程項目圖 

 

二、資料收集 

本團隊於維管階段增補工區及鄰近區域之生態物種資料及生態/人文景點

等，透過線上既有資料庫如「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生態調查資料庫系統」、

「eBird」等，其盤點之生態資料、周邊人文及生態景點分別如表 1 至表 3 所示。 

 

表 1 生態資料蒐集來源盤點表 
物種 文獻 資料庫 訪談 
鳥類    

哺乳類    
爬蟲類    
兩棲類    
魚類    

底棲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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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鳥類盤點表 
物種 資料庫 訪談 物種 資料庫 訪談 物種 資料庫 訪談

白尾八哥    家八哥    亞洲輝椋鳥   

南亞夜鷹    野鴿    樹鵲   

小白鷺    紅隼    紅尾伯勞   

麻雀    白頭翁    珠頸斑鳩   

紅鳩    斯氏繡眼       

 

表 3 周邊人文與生態景點盤點表 
地點 離工區距離(km) 說明概述 

高雄展覽館 1.1 

高雄展覽館位於高雄市前鎮區臨港水岸，西臨高雄港及

新光碼頭，南為高雄軟體科技園區，北為新光園道及公

一公園，海陸空交通便捷。高雄展覽館是由經濟部投資

興建的大型會展中心，也是高雄第一座國際級專業展

場，為台灣南部舉辦國際展覽會議、產品發表、演唱會、

宴席等多元類型活動提供良好使用場地。 

中央公園 0.1 

中央公園位於高雄市前金區，總面積約 12.7 公頃。鄰近

有城市光廊、新堀江、漢神百貨、大統百貨等熱門商圈

景點。而高雄捷運中央公園 R9 站的設立也帶動了前往

的便利性及促進了公園附近的商機。 

駁二藝術特區 3.3 

駁二位於高雄港第三船渠內，原為一般的港口倉庫，

2001 年一群熱心熱血的藝文界人士成立了駁二藝術發

展協會，催生推動駁二藝術特區作為南部人文藝術發展

的基地，將駁二規劃成一個獨特的藝術開放空間，提供

藝術家及學生一個創作發表的環境，已成為高雄最有人

氣的文化景點。 

旗津老街 4.1 

旗津老街指的是旗津的旗後街，俗稱街仔路，又稱通山

巷。1870 年代，旗津可是打狗（高雄舊稱）最繁華鼎盛

的地方，有著名的順和行、中和行等行郊。後來更陸續

開設藥房、碾米店、醫生館、貿易店、郵局、日本料理

店等，生活精華應有盡有，是目前旗後碩果僅存的唯一

古街道。 

紅毛港文化園區 5.5 

紅毛港文化園區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佔地 3.42 公頃，

前身為高字塔文化藝術園區，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和紅毛

港文化協會攜手合作，在園區內規劃了「高字塔旋轉餐

廳」、「展示館」、「戶外展示區」、「天空步道」、

「碼頭與候船室」、「觀海平台」六大區域。 

 

三、現場勘查 

(一) 環境概況 

現場勘查日期為 2020 年 6 月 9 日，距工程竣工後(2018 年 12 月 28 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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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個月，因地處都市住宅區，常見植物多為行道樹及公園植栽，如黑板樹、

菩提樹、茄冬等，鄰近工區有一草生荒地，其先驅植物多為大花咸豐草、構

樹、大黍等。鳥類多為都市常見種類，如：麻雀、家八哥及珠頸斑鳩等。水

體顏色偏綠，流速緩慢。(環境現況如圖 3 所示)。 

 

 

圖 3 君毅正勤污水管線納管更新現況圖 

 
(一) 棲地評估 

本案工程之棲地評估藉由水利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區排)進行評比，棲

地評估日期為 2020 年 6 月 9 日，評估結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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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君毅正勤污水管線納管更新之棲地評估表 
棲地分析因子 棲地概況描述 

(A)水域型態多樣性 包含三種水域型態，深潭、深流及岸邊緩流。 
(B)水域廊道連續性 受工程影響廊道連續性未遭受阻斷，主流河道型態明顯呈穩定狀態。 

(C)水質 水質指標皆無異常，河道流速緩慢且坡降平緩。 
(D)水陸域過渡帶 在目標河段內，灘地裸露面積比例小於 25%。 

(E)溪濱廊道連續性 具人工構造物或其他護岸及植栽工程，低於 30%廊道連接性遭阻斷。 
(F)底質多樣性 面積比例小於 25%~50%。 

(G)水生動物豐多度 生物種類出現三種以上，但少部分為外來種。 
(H)水域生產者 水呈現綠色。 

 

四、生態調查 

本計畫增補本案工程於維管階段生態調查，調查日期為 2020 年 6 月 29-30

日，以工程及周圍 100 公尺範圍內進行調查，調查項目分為植物、鳥類及水域

生物，水域生物包含魚類及底棲生物(蝦蟹類、螺貝類)，鳥類調查樣線、水域測

站位置如圖 4 所示。 

 

 
圖 4 君毅正勤污水管線納管更新調查樣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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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調查共記錄鳥類 3 目 7 科 10 種。水域生物：魚類記錄 3 目 3 科 3 種、

底棲生物記錄 1 目 2 科 2 種。植物 32 科 56 屬 63 種(調查資源表詳參附件一)。

各類群調查結果說明如下： 

(一) 鳥類 

本次調查共記錄 3 目 7 科 10 種，包含鷺科的小白鷺；雀科的麻雀；椋鳥

科的家八哥、白尾八哥；鳩鴿科的紅鳩、珠頸斑鳩、野鴿；鵯科的白頭翁；

燕科的洋燕；繡眼科的綠繡眼。 

(二) 魚類 

本次調查共記錄 3 目 3 科 3 種，包含鱵科的條紋異鱗鱵；塘鱧科的星塘

鱧；鰕虎科的極樂吻鰕虎。 

(三) 底棲生物 

本次調查共記錄 1 目 2 科 2 種，包含方蟹科的白紋方蟹；梭子蟹科的鈍

齒短槳蟳。 

(四) 植物 

1. 植物歸隸屬性分析 

本調查共記錄維管束植物 32 科 56 屬 63 種（如表 5 所示），其中雙子

葉植物佔 27 科 43 屬 4 種，單子葉植物佔 5 科 13 屬 14 種。按植物生長型

劃分，計有喬木 23 種、灌木 9 種、木質藤本 2 種、草質藤本 7 種及草本 2

2 種。依植物屬性區分，計有原生種 23 種。歸化種 26 種（包含入侵種 9

種），栽培種則有 14 種。 

由歸隸屬性分析發現，本地植物生長型以喬木佔 36.5%佔最多，草本

植物 34.9%次之；物種組成中有 36.5%為原生種，41.2%為歸化種（含入侵

種佔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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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植物規隸屬性表 
歸隸屬性 類型 蕨類植物 裸子植物 雙子葉植物 單子葉植物 小計 

分類 
科 0 0 27 5 32 
屬 0 0 43 13 56 
種 0 0 49 14 63 

生長型 

喬木 0 0 20 3 23 
灌木 0 0 8 1 9 

木質藤本 0 0 2 0 2 
草質藤本 0 0 7 0 7 
草本 0 0 12 10 22 

屬性 

原生 0 0 16 7 23 
特有 0 0 0 0 0 
歸化 0 0 16 1 17 
入侵 0 0 6 3 9 
栽培 0 0 11 3 14 

 
2. 珍稀特有植物分布現況 

調查範圍並未記錄有文資法公告之珍貴稀有植物及環保署植物生態評

估技術規範之特稀有植物；為 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錄之具保育急

迫性等級的物種：易危(Vulerable, VU）的有蒲葵 1 種，屬人為栽植作為園

藝景觀植栽，生長狀況良好。 

 

五、生態評析 

根據現場勘查及維管生態調查結果增補完工後君毅正勤污水管線納管更新

生態關注區域說明，如圖 5 所示，其中鄰近之草生荒地，可供鳥類、爬蟲類等

生物棲息利用，故定義為低度敏感區；其餘地區受為人為干擾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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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君毅正勤污水管線納管更新生態敏感圖 

 

六、保育措施 

檢核團隊進場時本案屬維管階段，依據前期團隊執行之生態檢核內容，因

該案工程位於一般區，無特殊生態議題，故未研擬相對應之生態保育措施。 

 

七、自主檢查 

本計畫之檢核團隊進場時本案屬維管階段，自主檢查屬前期團隊執行之工

作項目，詳參 107 高雄市府資訊公開網頁(https://khnuk.weebly.com/)。 

 

八、效益評核 

(一) 物種使用概況 

計畫區域周邊物種使用概況說明如圖 6 所示。海港人為活動頻繁之區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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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類多以家八哥，白頭翁等都市型鳥類為主；鄰近水域則以小白鷺等鷺科為主；

水域則發現有條紋異鱗鱵及白紋方蟹等底棲生物。 

 

 

圖 6 物種使用說明圖 

 



 

附件一、君毅正勤污水管線納管更新    

調查資源表



 

附表 1 本計畫調查鳥類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類 遷徙屬性 隻次 

鴿形目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R 22 
鴿形目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R 5 
鴿形目 鳩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Gmelin Ais  I 25 
鵜形目 鷺科 小白鷺 Egretta garzetta   R,S,W,T 6 
雀形目 椋鳥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Ais  I 8 
雀形目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Ais  I 20 
雀形目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R 15 
雀形目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   R 30 
雀形目 繡眼科 綠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R 5 
雀形目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Es  R 13 

種類合計(種) 10 
數量合計(隻次) 149 
多樣性指數(H') 0.93 

註 1：「特有種」一欄「Ais」指外來種。  
註 2：保育類等級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9 日農林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註 3：「備註」一欄，英文代碼第 1 碼為留候鳥屬性(R：留鳥；W：冬候鳥；S：夏候鳥；T：過境鳥；I：引

進種)，以「,」隔開者為本物種兼具多種屬性族群。 

 

附表 2 本計畫調查魚類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類 隻次

鶴鱵目 鱵科 條紋異鱗鱵 Zenarchopterus striga   3 
鱸形目 塘鱧科 星塘鱧 Asterropteryx semipunctatus   3 
鰕虎目 鰕虎科 極樂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4 

種類合計(種) 3 
數量合計(隻次) 10 
多樣性指數(H') 0.47

註 1：「Ais」指外來種生物。  
註 2：保育類屬性依據 108 年 1 月 9 日農林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附表 3 本計畫調查底棲生物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有種 保育類 隻次

十足目 方蟹科 白紋方蟹 Grapsus albolineatus   6 
十足目 梭子蟹科 鈍齒短槳蟳 Thalamita crenata   2 

種類合計(種) 2 
數量合計(隻次) 8 
多樣性指數(H') 0.24

註 1：「Ais」指外來種生物。  
註 2：保育類屬性依據 108 年 1 月 9 日農林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 
 



 

附表 4 本計畫調查植物資源表 

綱  科  屬  學名  中文名  型態  原生別  IUCN 

雙子葉植物 爵床科 蘆莉草屬 Ruellia brittoniana Leonard 翠蘆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莧科 牛膝屬 Achyranthes aspera var. indica L. L.  印度牛膝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莧科 蓮子草屬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on  毛蓮子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莧科 莧屬 Amaranthus viridis Linn. 野莧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漆樹科 芒果屬 Mangifera indica L. 芒果 喬木 栽培 NA 

雙子葉植物 夾竹桃科 黑板樹屬 Alstonia scholaris (L.) R.Br.  黑板樹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夾竹桃科 緬梔屬 Plumeria rubra L. var. acutifolia (Poir.) ex Lam.) Bailey 緬梔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夾竹桃科 日日春屬 Vinca rosea L.  日日春 灌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菊科 鬼針屬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L. Sch. Bip. 大花咸豐草 草本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菊科 紫背草屬 Emilia sonchifolia var. javanica (L.) DC. (Burm. f.) Mattfeld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菊科 長柄菊屬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草本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紫葳科 洋凌霄屬 Tecoma stans (L.) Juss. ex H. B. K 黃鐘花 灌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白花菜科 白花菜屬 Cleome rutidosperma DC.  平伏莖白花菜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使君子科 使君子屬 Quisqualis indica L.  使君子 木質藤本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使君子科 欖仁屬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使君子科 欖仁屬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小葉欖仁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槭葉牽牛 草質藤本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野牽牛 草質藤本 歸化 LC 

雙子葉植物 旋花科 盒果藤屬 Operculina turpethum (L.) S. Manso 盒果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地錦草屬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大飛揚草 草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大戟科 地錦草屬 Chamaesyce prostrata (Ait.) Small  伏生大戟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豆科 蝶豆屬 Clitoria ternatea L.  蝶豆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銀合歡屬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喬木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豆科 雨豆樹屬 Samanea saman Merr.  雨豆樹 喬木 歸化 NE 



 

雙子葉植物 金縷梅科 檵木屬 Loropetalum chinense var. rubrum Yieh 紅花檵木 灌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唇形科 牡荊屬 Vitex negundo L. 黃荊 灌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千屈菜科 紫葳屬 Lagerstroemia indica Linn. 紫薇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木蘭科 烏心石屬 Michelia alba DC. 白玉蘭 喬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錦葵科 馬拉巴栗屬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馬拉巴栗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楝科 桃花心木屬 Swietenia mahogoni (L.) Jacq. 桃花心木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桑科 波羅蜜屬 Artocarpus incisus (Thunb.) L. f.  麵包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構樹屬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構樹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microcarpa Linn. f. 正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religiosa L.  菩提樹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桑科 桑屬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葉桑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紫茉莉科 九重葛屬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木質藤本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西番蓮科 西番蓮屬 Passiflora foetida var. hispida L.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毛西番蓮 草質藤本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葉下珠科 重陽木屬 Bischofia javanica Bl.  茄冬*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馬齒莧科 馬齒莧屬 Portulaca oleracea L.  馬齒莧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報春花科 紫金牛屬 Ardisia squamulosa Presl  春不老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耳草屬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龍吐珠 草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仙丹花屬 Ixora x williamsii Hort. 矮仙丹 灌木 栽培 NE 

雙子葉植物 茜草科 雞屎藤屬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草質藤本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芸香科 月橘屬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喬木 原生 LC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倒地鈴屬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鈴 草質藤本 入侵 NA 

雙子葉植物 無患子科 龍眼屬 Dimocarpus longan Lour.  龍眼 喬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金露花屬 Duranta repens Linn. 金露花 灌木 歸化 NA 

雙子葉植物 馬鞭草科 馬櫻丹屬 Lantana camara L.  馬纓丹 灌木 入侵 NA 

單子葉植物 石蒜科 文珠蘭屬 Crinum asiaticum L. 文珠蘭*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棕櫚科 蒲葵屬 Livistona chinensis var. subglobosa R. Br. (Mart.) Becc.  蒲葵* 喬木 原生 VU 



 

單子葉植物 棕櫚科 海棗屬 Phoenix dactylifera Linn. 海棗 喬木 栽培 NE 

單子葉植物 棕櫚科 大王椰子屬 Roystonea regia (H. B. K.) O. F. Cook  大王椰子 喬木 栽培 NE 

單子葉植物 天門冬科 朱蕉屬 Cordyline terminalis (Linn.) Kunth.  朱蕉 灌木 栽培 NE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莎草屬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莎草科 莎草屬 Cyperus tuberosus Rottb. 假香附子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地毯草屬 Axonopus compressus (Sw.) P. Beauv.  地毯草 草本 入侵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虎尾草屬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入侵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狗牙根屬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穇屬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畫眉草屬 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鯽魚草 草本 原生 LC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稷屬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草本 入侵 NA 

單子葉植物 禾本科 紅毛草屬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NA 

註 1：「IUCN」欄顯示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2017）中的物種受威脅等級，物種評估等級分為滅絕（Extinct, EX）、野外滅絕（Extinct in the Wild, EW）、區域滅

絕（Regional Extinct, RE）、極危（Ritically Endangered, CR）、瀕危（Endangered, EN）、易危（Vulnerable, VU）、接近受脅（Near Threatened, NT）、暫無危機（Least 

Concern, LC）、資料缺乏（Data Deficient, DD）、不適用（Not Applicable, NA）和未評估（Not Evaluated, NE）等 11 級。 

註 2：中文名後方*代表該種為原生種或特有種，但在當地屬於人為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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