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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 

水環境改善計畫專業審查小組第九次審查會議紀錄(修正一版)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 會議地點：經濟部水利署臺中辦公區第三會議室(3F) 

三、 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陳總工程司肇成                   紀錄：姚又瑜 

回-1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執行情形 

(一) 古委員禮淳 

1. 請將今日簡報資料整合於「生態

保育措施計畫書」對於工程的說

明與因應才能瞭解。 

2. 滯洪池區目前的地形與工程設計

後的完成地形應整合套繪,檢討

地表水與地下水的變化與因應,

尤其是原地保留樹種面對的威脅

分析與因應,目前設計的抗沖蝕

設施應考量對保留樹木的調整配

置。 

 

 

 

 

 

 

 

3. 施工路徑不宜沿著旱溝排水鄰近

區進行,應改從后科南路側進行,

才能回應對早溝的干擾降低。 

 

4. 本區生態的保育措施應該連結中

科全區與潛在物種石虎做完整的

檢視與各階段的因應。 

 

 

 

1. 依審查意見修正。已將審查會簡

報資料整合至生態保育措施計

畫。 

2. 依審查意見補正。 

依據 95 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環境影響說明書」鑽探報告成果

地下水位約位於地表下 14~40 公

尺。本計畫現地鑽探調查資料成

果，地下水位約位於地表下

12.12~12.6 公尺，現場透水試

驗，平均透水係數達 2.51E-

02cm/sec，為滲透良好的土層，

本計畫經由現場樹木調查資料評

估並配合植物生態習性及溪畔景

觀池工程等考量因素來整體調配

樹木保留位置及調整移植至規劃

位置。 

3. 依審查意見修正。施工便道由后

科南路進入，並設置保護緩衝區

帶，施工階段機具不得超越此

線。 

4. 依審查意見調整各階段因應方

式，如下說明: 

(1) 設計階段:工程設計以樹林

型棲地保留優先考量，必

要時才進行樹木移植,減少 

 

P59~P72。 

 

 

P7~P9 及

P65~P67。 

 

 

 

 

 

 

 

 

 

 

 

 

P61、P64 

 

 

 

P75~P76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 

水環境改善計畫專業審查小組第九次審查會議紀錄(修正一版)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 會議地點：經濟部水利署臺中辦公區第三會議室(3F) 

三、 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陳總工程司肇成                   紀錄：姚又瑜 

回-2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執行情形 

 

 

 

 

 

 

 

 

 

 

 

5. 移植適期請再檢討並和工期整合

安排。 

 

 

 

 

6. 從逕流分擔的定位,請再調整縮

減工程作為,並建立完整的保護

緩沖區帶,再談因應措施。 

棲地破碎化情形。 

(2) 施工階段: 減少干擾因

子。架設施工圍籬,降低噪

音因子，夜間 18:30-

07:00 不施工。進行施工

階段生態檢核。 

(3) 維護管理階段:植被的養護

不使用除草劑、殺蟲劑及

化學肥料。為提供石虎食

物來源，亦不進行滅鼠，

以免遭致石虎誤食。 

5. 依審查意見補正。區內移植較多

數量為樟樹，最佳移植為 3~5

月，若於其他季節移植,則事先

斷根及根球的保護等提高存活率

的工作要更縝密。另補償新植喬

木 17 株(香楠及水柳等)。 

6. 依審查意見修正。本計畫以逕流

分擔為主。施工由后科南路進

入，保護緩衝帶予以保留，施工

以不擾動為主。 

 

 

 

 

 

 

 

 

 

 

 

附錄

(一)(P54) 

 

 

 

 

P59~P64 

(二) 徐委員嬋娟 

1. P24.表示本計畫區無淹水紀錄, 

且本區樹木已生長茂盛,在此處

深挖滯洪池是否適宜?故建議本

案是否應建設為公園是否比較恰

 

1. 本計畫溪畔景觀池為本局提報全

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整體計畫工

作書，計畫分擔逕流量為 1.46

萬立方公尺。另依據整體計畫工 

 

P59 及附

錄(四)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 

水環境改善計畫專業審查小組第九次審查會議紀錄(修正一版)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 會議地點：經濟部水利署臺中辦公區第三會議室(3F) 

三、 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陳總工程司肇成                   紀錄：姚又瑜 

回-3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執行情形 

當? 

 

 

 

 

 

2. 若考慮減少下游淹水而需設置滯

洪池應提送「水與安全」項下提

報,作更詳盡之水文分析。 

 

3. 對於樹木之移植,應儘量避免,因

為死亡率高達七、八成。 

 

 

4. 針對民眾參與之意見應列入。 

 

 

 

5. 保育對策與措施應列專章敘述。

 

6. 應有後續維護計畫。 

 

 

7. 為免大量之樹木移植,是否可考

量只設計北端做分洪,以避免大

面積開挖。 

作計畫書委員明確提出，本案基

地位置與周邊社區、學區間的關

係較不緊密，民眾使用率不高。

將來規劃現地設施時，民眾使用

的器材、或提供民眾使用的硬體

等物件，應可盡量減少。 

2. 本計畫以逕流分擔為主，淹水整

治屬旱溝排水治理計畫範圍，然

本計畫逕流分擔後亦能減緩旱溝

排水洪峰流量。 

3. 依審查意見修正。區內樹木盡量

予以保留，若需移植，將妥善執

行移植計畫，並補植新植喬木

17 株(香楠及水柳等)。 

4. 依審查意見補正。於 108 年 6

月 5 日針對本計畫議題邀請當地

民眾、立委洪慈庸及 NGO 團體

召開工作說明會。 

5. 依審查意見補正。保育對策已專

章敘述。 

6. 依審查意見補正。本計畫依生態

檢核作業流程，編列維護管理階

段生態檢核費用。 

7. 本計畫以逕流分擔為主，已縮小

景觀池開挖面積。將妥善執行移

植計畫。 

 

 

 

 

 

 

P59~P60 

 

 

 

P65~P67 及

附錄

(一)P42~P5

7 

P18~P2 及附

錄(四) 

 

 

P75~P76 

 

P77~P78 

 

 

P59~P63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 

水環境改善計畫專業審查小組第九次審查會議紀錄(修正一版)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 會議地點：經濟部水利署臺中辦公區第三會議室(3F) 

三、 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陳總工程司肇成                   紀錄：姚又瑜 

回-4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執行情形 

8. 如果將整個區域視為洪氾區之概

念,則入、出口工程及右岸護岸

加高之工程均不需要。 

8. 淹水整治屬旱溝排水治理計畫範

圍，本計畫以逕流分擔為主，已

盡量減少水泥構造量體，維持原

旱溝排水之渠道。 

P59~P63 

(三) 張委員明雄 

1. 整體工程內容應簡要具體說明:

保育措施計畫涵括從工程規劃、

細部設計、施工、維護等各階

段，以生態調查與檢核為基礎發

展對策與執行，以減少工程內容

對生態的影響。因此，建議保育

措施計畫內容先就整體工程的範

圍、主體、現階段等說明；而如

為前批次工程的延續，也建議就

前批次工程的生態檢核與生態調

查的執行狀況等簡要說明。 

2. 各次審查與說明會中生態相關內

容與後續回應措施應說明: 

工程從研提、核定、設計等各階

應有相關的審查會、說明會、工

作坊等等討論,有各不同專業領

域與關心的團體就工程與工法對

生態的影響提出意見或建議。設

計與施工單位在工程設計與施工

時即會採取相對應的執行對策方

式與內容,建議在計畫書內將生 

 

1. 依審查意見補正。本計畫生態保

育措施對策與執行狀況已於各章

節敘述。 

 

 

 

 

 

 

 

 

2. 依審查意見補正。本計畫已召開

4 次說明會，分別為 107 年 5 

月 8 日、107 年 10 月 18 日及

108 年 3 月 20、108 年 6 月 5

日。 

 

P15~P37 

 

 

 

 

 

 

 

 

 

 

P18~P21 及

附錄(四)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 

水環境改善計畫專業審查小組第九次審查會議紀錄(修正一版)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 會議地點：經濟部水利署臺中辦公區第三會議室(3F) 

三、 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陳總工程司肇成                   紀錄：姚又瑜 

回-5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執行情形 

態相關意見內容與對策說明。 

3. 原為陸域的樹林區部分挖掘形成

景觀池,雖以減少移樹與移植為

保育對策,然一片綠林地所具有

野生動物活動的功能因而減少,

建議保育對策加強補償綠地功

能。 

4. 此綠林地除了與週邊綠地聯結

外,也具有野生動物臨路的緩衝

綠帶功能,在設計時應維持其與

週邊綠地及水域形成的動物活動

廊道與緩沖。 

5. 簡報有提及與保育團體及專家學

者討論,計畫書內應就討論內容

及有無將其意見納入設計中說

明。 

6. 以該旱溝型態及景觀池的功能,

如能將景觀池土方置於臨旱溝邊

形成土堤,在土堤上植樹與草形

成綠帶,應較擬設計的漿砌石與

抗沖蝕生態袋適當,且可增加該

處綠林地面積並形成緩衝帶。如

考量增強防沖蝕功能,可以設計

在土堤內置放木柵方式。 

7. 臨路側設計仿枕木步道,建議改

為碎礫石步道。 

 

3. 依審查意見修正。本計畫以低擾

動為主，並加強補植植栽、草皮

及新植喬木 17 株(香楠及水柳

等)增加綠帶範圍。 

 

 

4. 依審查意見修正。旱溝排水濱溪

段均保留原地貌，以維持緩衝綠

帶。 

 

 

5. 依審查意見修正。已補充將與保

育團體及專家學者討論內容及納

入設計之意見。 

 

6. 依審查意見修正。已將漿砌石與

抗沖蝕生態袋刪除，改為堤面覆

土加高，H=1.73m~0.77m，並設

置加勁沖蝕網已增強沖蝕能力，

於外亦植草皮及小型灌木形成綠

帶。並設置保護緩衝帶，施工階

段機具不得超越此線。 

 

7. 依審查意見修正。仿枕木步道改

以高壓透水磚鋪設。 

 

P63 

 

 

 

 

 

P76 

 

 

 

 

P51~P53 

 

 

 

P76 及 P64 

 

 

 

 

 

 

 

P63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 

水環境改善計畫專業審查小組第九次審查會議紀錄(修正一版)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 會議地點：經濟部水利署臺中辦公區第三會議室(3F) 

三、 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陳總工程司肇成                   紀錄：姚又瑜 

回-6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執行情形 

8. 有無辦理公眾參與相關說明會或

座談會等? 

 

 

 

9. 後續維護計畫除需注意景觀池水

體與林木維持,建議擴大水體與

週邊按原生態調查範圍。 

8. 依審查意見補正。本計畫已召開

4 次說明會，分別為 107 年 5 

月 8 日、107 年 10 月 18 日及

108 年 3 月 20、108 年 6 月 5

日。 

9. 依審查意見修正。本計畫依生態

檢核作業流程，編列維護管理階

段生態檢核費用，分別於水域旱

溝上游增加測站,陸域則於綠帶

廊道增加佈設紅外線自動相機，

進而了解本計畫不同類群生物棲

留情況或有無繁殖行為。  

P18~P21 及

附錄(四) 

 

 

 

P77~78 

(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書

面意見) 

1. 通案意見:工程計畫範圍圖應至

少提供 1/25000 經建版地圖及

1/5000 航空照片圖各 1 幅,請補

充。 

2. 表目錄(p.Il)所載表 14(p.21)

為環境評估團隊組成說明表,惟

計畫書內表 14(p.16)為計畫區

內樹籍資料表,請釐清修正,並依

序編列表 15。 

3. 本計畫樹木移植保全計畫以樟樹

為大宗,依計畫書 p.6 所提常綠

樹以 4-10 月移植較妥;惟查期內

工作進度(p.24),施工階段為 

 

 

1. 依審查意見補正。已補充

1/25000 經建版地圖及 1/5000

航空照片圖各 1幅。 

 

2. 依審查意見修正。該表為誤植，

已刪除，另計畫區樹籍資料表可

參閱生態保育措施計畫附錄 1。 

 

3. 依審查意見修正。區內樹木盡量

予以保留，若需移植，移植的點

位及移植樹木前的保護工作將更

謹慎，需先提送移植計畫並聯繫 

 

 

P2 

 

 

 

附錄

1(P54~P57) 

 

 

 

P65~P67 及

附錄

(一)P42~P5

7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 

水環境改善計畫專業審查小組第九次審查會議紀錄(修正一版)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 會議地點：經濟部水利署臺中辦公區第三會議室(3F) 

三、 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陳總工程司肇成                   紀錄：姚又瑜 

回-7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110 年 11 月 3 月,有所矛盾,屆

時恐影響移植存活率。 

專業園藝、樹藝廠商尋求諮詢不

同樹種之移植注意事項、季節等

資訊。 

 

(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書面意見): 

1. 本計畫以改善下后里地區淹水為

目的,但計畫書對后里年兩量、

后里旱溝年流量、下后里地區淹

水記錄等無確實之數據,請補充

以顯本工程之必要性。 

2. 植物資料只有樹木,缺灌木、草

本,且可能也有水生植物,請補充

植物名錄,許多稀有植物混生於

雜草中。同時植物名錄屬性至少

包含植物中名、學名、科名、調

查日期、生育屬性(原生、特

有、稀有性、歸化、栽培、人為

栽植)、工區內、工區外等項(工

區內者施工將直接影響,工區外

者供動物資源分析及綠化植種選

擇等參考)。屬性可用符號,但附

說明。另稀有性則依據「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之

絕滅(EW,EW,RE,絕滅指野地滅

絕,但種原可能留存民間栽培)、

極危(CR)、瀕危(EN)、易危

(VU)、接近受脅(NT)等標示。) 

 

 

1. 本計畫以逕流分擔為主，淹水整

治屬旱溝排水治理計畫範圍，然

本計畫逕流分擔後亦能減緩旱溝

排水洪峰流量。 

 

2. 依審查意見補正。已補充草本、

喬木、灌木、藤本之分類，亦有

調查水中之植物；植物中名、學

名、科名、調查日期、生育屬

性；屬性之符號在名錄最末說明

有附說明；稀有性亦已按照

「2017 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

名錄」分類。 

 

 

P59~P60 

 

 

 

 

附錄（一）

P27~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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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執行情形 

3. 工區內樹木依據表 14(P16~20)

請在圖 3(P21)特別標示樟樹胸

徑前 5名、相思樹第 1 名、無患

子(胸徑 51.1 公分)、白難油第

1 名、朴樹 3 株、香楠 3株之位

置,同時以上這些樹木請儘量避

免移植,移植斷根即使成活對樹

木生長也是影響極大,能不移植

請不要移植,讓工程設計遷就樹

木現況,而非樹木遷就工程。 

4. 若栽植誘蝶植物,請依據蝶類名

錄(含工區調查資料及臨近地區

文獻資料)栽植蝶種相關植物,才

能達到誘蝶效果,蝶-植物關係資

料可參考「台灣野生植物資料

庫」

(http://plant.tesri.gov.tw/p

lant106/index.aspx)之各植物

「取食動物資料」之資料,目前

P14 所列誘蝶植物大都不是門 9

蝶類名錄相關之植種。 

5. 本案水、陸域動植物調查僅實施

1 次?成果是否具代表性?另請補

充說明各類群生物調查方法、樣

點位置與數量、調查努力量等資

料。 

3. 依審查意見補正。已在圖中標示

樟樹胸徑前 5 名、相思樹第 1

名、無患子、白難油第 1名、朴

樹 3 株、香楠 3株之位置。 

 

4. 依審查意見修正。 

 

 

 

 

 

 

5. 依審查意見修正。本案生態檢核

為設計階段，因期程較短，僅做

一次調查，但紅外線自動照相機

則至今持續佈設。各類群生物調

查方法、樣點位置與數量、調查 

附錄

(一)P11~P1

4 及

P27~P32 

 

 

 

 

 

 

附錄(一) 

 

 

 

 

 

 

 

 

 

 

附錄

(一)P17 及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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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執行情形 

 

6. 表 9 多齒新米蝦為台灣特有種?

請再確認! 

7. 生態保育原則或對策過於簡要,

請提出對工程執行時,較實質可

參考據以施行的方式。 

努力量等資料已補充。 

6. 依審查意見修正。多齒新米蝦非

台灣特有種，已刪除。 

7. 依審查意見修正。保育對策已專

章敘述。 

 

附錄(一) 

 

P75~P76 

(六) 經濟部水利署工務組: 

1. 本工程因涉及石虎出沒議題,建

議於設計階段須研議慎選施工便

道設置位置及路徑,並將其納入

契約中規範,避免後續由施工廠

商自行提出,無專業生態考量影

響生態。 

2. 滯洪池中預計設置漿砌塊石 40

公尺,請考量其必要性及塊石來

源,在安全前提下建議改為土堤

或砌(排)塊石,可減少混凝土用

量。 

 

1. 依審查意見補正。施工便道由后

科南路進入，並設置保護緩衝區

帶，施工階段機具不得超越此

線。 

 

 

2. 依審查意見修正。原漿砌塊石

已刪除改為堤面覆土加高。 

 

P61、P64 

 

 

 

 

 

 

P76 

(七) 經濟部水利署河海組: 

1. 本計畫書中計畫概述,僅對淹水

問題敘述,未將逕流分擔的精神

以及施作景觀池後續願景目標呈

現出來,請再補充說明。 

2. 本計畫工程名稱為溪畔景觀池,

計畫內容文字仍寫滯洪池,請再

修正。 

 

 

1. 依審查意見修正。本計畫提案為

逕流分擔，計畫分擔逕流量為

1.46 萬立方公尺。 

 

2. 依審查意見修正。已將報告內容

滯洪池修正為溪畔景觀池。 

 

P59~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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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執行情形 

3. 依據經濟部 108 年 8 月 14 日函

說明:各縣市政府提報生態保育

措施計畫書前,應偕同府內生態

保育單位、輔導顧問團或專家學

者等,先行完成府內初審工作,再

併相關審查資料報本部憑辦,查

計畫書未檢附貴府府內初審資

料,請再補充。 

4. 計畫區域樹種已有調查列冊資

料,建議補充後續友善處置方式,

另既有樹木如有移植,對既有棲

地鳥類及生態有何影響,有何相

關友善措施,請補充說明。 

5. 目前旱溝排水現況水質為何,後

續是否會影響基地底棲動物的棲

息,請補充說明。另建議基地內

可營造不同水域型態(如淺瀬、

深潭),以增加棲地多樣性。 

 

 

 

 

 

6. 本案預計於 110 年 3 月完工,因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特別預

算第一階段編列至 109 年底止, 

3. 依審查意見補正。本計畫已召開

4 次說明會，分別為 107 年 5 

月 8 日、107 年 10 月 18 日及

108 年 3 月 20、108 年 6 月 5

日。 

 

 

 

4. 依審查意見補正。本計畫依生態

檢核作業流程，編列維護管理階

段生態檢核費用持續觀察本計畫

區生態變化。 

 

5. 目前旱溝排水於基地河段為輕度

汙染狀況,惟水域底棲生物種數

及數量不多,且本計畫工程僅在

局部水岸做護坡工程,對底棲生

物影響輕微。景觀池屬緩坡式乾

式景觀池，未來降雨時才有積

水，然積水時間短暫，另依鑽探

成果顯示計畫區滲透性良好，故

要在景觀池營造如溪流般多樣化

棲地不易。 

6. 將依大署修正辦理。 

P18~P21 及

附錄(四) 

 

 

 

 

 

 

 

P65~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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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執行情形 

請預為妥適規劃施工項目及工

序,同時以確保工程品質及維持

環境生態為優先,並避免未能於

109 年底完成部分因預算無法支

應時,影響整體改善效益及衍生

後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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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概述  

早溝排水為后里地區之主要排水路，上游發源自后里東北部山區，流

經中部科學園區-后里農場(下稱后里園區)南側綠 10-2 下緣土地後往西南

方向進后里市區，再匯流至內埔圳後與月眉排水，一路流往大甲溪。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以下簡稱本計畫或本工程)，

達到旱溝排水與后科南路排水系統，除新設溪畔景觀池周遭綠化環境外，

同時可承容極端降雨，以達到逕流分擔之目標。 

本計畫將規劃設計為綠化水環境，營造生態教育園區，導入符合在地

人需求之場所並兼顧優良自然生態之水域環境規劃。計畫維持現地生態功

能與地景自然性，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提供園區與周邊民眾

親近自然與學習的教育場所。 

依據本局「中科后里園區滯洪池分析評估報告」並配合「中部科學工

業國區后里國區(后里農場部份)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三次變更」

(105 年)之建議，將溪畔景觀池邊坡調整為緩坡，並計畫分擔逕流量為 1.46

萬立方公尺。 

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 工程計畫基地位置及範圍  

本計畫為新建溪畔景觀池工程，位於臺中市后里區旱溝排水

9K+900~10K+203 區域內(屬市管區域排水)及都市計畫綠 10-2 用地(臺中

市后里區后里段-后里小段 37 號)間圍塑出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

畔景觀池，面積約為 1.06 公頃。如圖 1~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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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溪畔景觀池工程位置圖經建版地圖 

圖 2 溪畔景觀池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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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程計畫範圍環境現況 

針對計畫及鄰近範圍之自然人文環境現況、防洪安全、及其他關注議

題，如表 1 說明。 

表 1 綜合面向概況表 

面向 概況描述 

自然人文

環境現況 

1. 水體現況:整體景觀池以旱溝排水 9K+900~10K+203 區域內，

面積 0.6 公頃，為緩坡式乾式景觀池。 

2. 自然環境:計畫範圍位於后里農場(以下簡稱為后里園區)南側，

地勢東高西低。坡度為一級坡(0%~5%)。地質大部分為紅土層

與礫石層所組成的紅土台地堆積層，其中屯子腳斷層通過本工

程東側，為右移斷層兼具逆移性植，屬於第一類活動斷層。 

3. 景觀現況:溪畔景觀池完工後，大面積的草地及大範圍保留既

有喬木形成島湖地景是主要景觀。 

4. 周邊人口:計畫區周邊聚落主為后里里。 

5. 土地利用: 本計畫綠 10-2 為都市計畫內公共設施用地，得申

請為多目標使用作為滯洪池設施在案。 

6. 人文活動: 週邊鄰近重要景點包含后里馬場、中科崴立櫻花公

園、臺中市后里環保公園、台糖月眉觀光糖廠、麗寶樂園、中

社觀光花市花海、泰安鐵道文化園區等。 

7. 可利用空間:本計畫可利用空間為景觀池區。 

整體發展 1.水體及陸域週邊整合 

本計畫鄰近后里科學園區，平日僅於上下班時段有較大車流

量，其餘時段人車較少，人為活動少，因此仍保有良好的自然生

態環境，本計畫完工後可成為生態景觀教室，於下挖景觀池最外

圍邊緣採堤面覆土加高，以維護適宜石虎活動棲地範圍環境，以

回復生態之平衡及多樣性。導入優良自然生態之水域環境規劃，

維持園區生命鏈正向循環，提供多樣性生態空間作為供民眾生態

景觀教室及環境教育的場所。 

2.未來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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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防災治理原則下，將既有自然林群透過重新組合排列

方式，區分出兩大空間，其一為提供滯洪及多功能使用空間，運

用儲水、透水、保水及水共存概念，透過多元水利工程手法融入

環境規劃設計中，將水域休憩空間賦予人本與多功能使用機能，

其二為連結周邊自然及人文環境的廊道，規劃綠地、林、綠帶、

濕地，保留基地既有之樹木及植物，調節都市內微氣候、創造動

植物棲地、減碳、增加地表水滲透與循環，創造人與自然皆能自

在共存的環境場域。 

3.前後工程連結 

中部科學 (后里 )園區綠 10-2 為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

1.18ha，於經濟部水利署「「易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台中縣管

區域排水旱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民國 99 年 10 月」，即規劃此

處為沉砂池。 

安全需求 1. 防洪問題: 在旱溝排水全區完成整治前，利用中部科學(后里)

園區綠 10-2 用地設置具有防災、滯洪及調節洪峰流量功能之

景觀池。以利於強降雨時紓解下游旱溝排水之洪峰流量。 

2. 地勢高低:景觀池內側採植生坡面設計 1:1~1:2，景觀池池底高

程 EL.+240m~241m，而堤頂高程為 EL.+244m~245m，為緩坡

式乾式景觀池。 

發展需求 本計畫目標為綠化水環境，規劃環境教育場域，提供園區與

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問。主要研擬新設溪畔景觀池等方

案，除了綠化環境外，同時可承容極端降雨，以達到逕流分擔之

精神。 

生態保育 1. 保育議題: 

本計畫套疊工區範圍與周邊綠地，均位於姜博仁等於 2015 年

硏究定義之「石虎重要棲地」範圍內。顯示於工區周邊 3.5 公里

範圍內，曾有石虎出沒的影像或目擊記錄。依據「大安大甲溪水

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2019 年)，

石虎發現位置在本計畫區北側約僅 600 公尺之樹林。另參考「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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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臺中市地區石虎族群調查及保育計畫期末及成果報告書」，

105 年，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以紅外線自動相機拍攝發現石虎出

沒位置，與本計畫相距 1.7~3.3 公里。 

另本計畫於規劃設計階段曾邀請台灣石虎保育協會陳博士

美汀現勘及至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拜訪楊主任嘉棟及著重石

虎研究的林助理研究員育秀，皆依周邊地理環境初步判斷，石虎

主要棲地應在於淺山地區，本基地屬於潛在棲地，因鄰近都市及

科學園區等人為已開發場域，依照石虎習性最有可能活動區域會

在旱溝排水，該溪流環境為其主要遷移通道，建議溪流環境宜盡

量保留原本之地貌，工法上的選擇，以低干擾、低破壞為優選。

2. 敏感生態物種:石虎: 瀕臨絕種保育類。 

3. 關注物種: 石虎: 瀕臨絕種保育類。 

4. 生態議題: 

(1)工區位置緊鄰旱溝的竹闊葉混合林相對完整，已記錄到香

楠、土密樹、相思樹、苦楝、樟樹、小梗木薑子、朴樹等喬

木物種，且旱溝右岸臨溪側旺盛生長刺竹。中部科學(后里)

園區綠地面積因開發行為而減少。綠 10-2 則因較少人為擾

動，其上樹木生長較無阻礙，且植被逐漸演替為相對豐富

之低海拔次生林相。景觀池開挖，將影響綠 10-2 之次生林、

以及具有固岸功能之濱溪刺竹叢，需妥善考量生態保育對

策與設計規劃細節。 

(2)旱溝於 9K+900-10K+203 區段內，濱溪植被完整，且溪流

底質多樣，包括粗細礫石、泥沙等，提供溪流生物多樣的

棲息環境。現勘中亦記錄到弓背細蟌、短腹幽蟌、紫紅蜻

蜓、蹼脛琵蟌等蜻蛉目物種，說明本工區旁旱溝區段能作

為部分水生昆蟲之棲地。若後續工程規劃有需要針對旱溝

本區段進行施作，應妥善維持區段內底質多樣性，並減輕

工程規劃、施工對水域生物棲地之擾動。 

(3)景觀池工程規劃需注意動物移動議題，包括避免魚類於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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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後進入滯洪池內無法脫出，以及檢討滯洪池的設計對於

動物在池內移動之影響等。更特別要注意，因滯洪池鄰近

后科南路，實不宜譲野生動物有機會經由滯洪池緩坡移動

到近馬路側，恐增加野生動物路死事件發生風險。 
5.復育:本計畫區目前尚無須特別需進行復育之物種。 

1. 區域水文概述: 

旱溝排水系統位於大甲溪與大安溪之間的后里台地上，集水區包含后里

東部山區、中部都市計畫區、西部農業區及月眉育樂區，集水區範圍如圖 3 

所示，集水區面積為 2,315 公頃；主要排水路為旱溝排水其支流月眉排水、

舊社溝排水及旱溝支線等，其地勢為東北高西南低，主要排水路流向亦同，

皆排入計畫區南邊之大甲溪。本計畫區位於旱溝排水 9K+900~10K+203 區域

內。 

圖 3 旱溝排水系統集水區範圍圖 

2. 地理環境調查 

(1)地質探查 

參考民國 99 年「易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台中縣管區域排水旱溝排

水系統規劃報告」，本計畫區之地質屬后里台地上之堆積物，其主要由未經

固結之礫石及夾在其中之砂質或粉砂質凸鏡體所組成，一般層理和淘選度都

很差，表面為粘土及粉砂所組成之紅土所覆蓋，稱紅土台地堆積層。依據以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台中縣管區域排水旱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民國99 年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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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鑿井及鑽探地層斷面圖顯示，紅土台地表土層為紅土層，厚度約在 1.4～

4.8 公尺間；第二層為卵礫石層，厚度可達 800 公尺。如圖 4。 

圖 4 后里地區地質分佈圖 

(2)地下水調查 

后里區位於大甲溪及大安溪下游之沖積台地上，地層含水性良好，

構成廣闊之地下水含水層，且兩溪間水系交錯頗為發達，使地下水之補

助量豐沛，然本計畫區所在之后里台地係隆起之沖積扇，地表高於河床

約20～60 公尺間，致使地下水位較低，根據台糖公司所屬1 號井(位於

月眉糖廠內)及2 號井(位於高速公路與甲后交叉口) 之鑿井地層斷面圖

及歷年地下水位、水量監測紀錄顯示，該二井之靜止地下水位約介於地

表下10～25 公尺之間。另參考95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

(后里基地--后里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該基地於94年9

月進行地質鑽探結果顯示，地下水位約位於地表下14~40公尺。 

依據95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后里農場部

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對於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調查

限制調查，本計畫區並未位於地下水管制區(經濟部水利署94.9.12經水

工字第09450300560號函)。 

工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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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為充分瞭解工區地質特性，並取得材料之基本性質及強度參

數，供後續相關結構穩定分析之相關參數依據，於規劃設計階段前，針

對工區地質進行補充鑽探調查，依據招標文件及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第二

章第65條規定，於工程範圍內鑽孔2處，每處鑽孔深度需為15m，且每

1.5m~2.0m做1次標準貫入試驗取其SPT-N值，並取樣做基本物性試驗，

以利對計畫區域地質狀況之瞭解，鑽探孔位如圖5，地質鑽探剖面如圖

6。 

圖 5 本計畫鑽探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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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地質鑽探剖面圖 

基於地下水位之高低對於基礎設計、開挖分析及工程施工等均相當

重要，因此除於各鑽孔完成後二十四小時進行地下水位之觀測外，並利

用各鑽孔埋設地下水位觀測井，以進行地下水位觀測之工作。從觀測結

果得知鑽探觀測期間內本基地地下水大致位於地表下12.12~12.60 公尺

左右，建議暴雨時將地下水位提升至地表下7.0 公尺分析為宜。 

(3)地質敏感區 

參考95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后里農場部

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對於該開發區是否位經地質構造不穩定

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94.8.31經第工字第09400033020號函，開發

區有「屯子腳地震斷層」經過，附近有「三義斷層」經過，對基地有無

安全影響，衡量計畫用途與目的，需進行基地地質調查與評估地質安全，

如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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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后里園區地質分布示意圖 

本計畫位於臺中市后里區后科南路37號用地，經查「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套繪圖資，可知有「屯子腳地震斷層」經過，屬斷層地質敏感

區。如圖8。「屯子腳斷層」，為右移斷層，兼具逆移性質，屬於第一類

活動斷層。 

依據地質法第八條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

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但

緊急救災者不在此限。前項以外地區土地之開發行為，應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地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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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計畫區斷層地質敏感區圖 

另依經濟部解釋函令(經地字第10504601550號)，有關地質法第三

條第七款及第八條所稱「土地開發行為」，為以下情形者之一則需依地

質法第八條規定辦理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一、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 

二、應適用或準用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規定。 

三、依相關規定提送水土保持計畫。 

四、適用建築法規定。 

依據上述情形列表說明本計畫區非屬地質法第八條第二項所述之

土地開發行為，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地質調查，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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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地質調查說明表 

情形 相關證明資料 

一、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 95 年 5 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

處辦理「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

區(后里基地--后里農場部分)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 

二、應適用或準用土地使用

分區變更規定 

108 年 4 月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辦理「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

（后里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第二次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報告」，針對本計畫綠

10-2 用地是否符合「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第 1項

第 3 款規定，臺中市政府府都市發展局

確認在案。 

三、依相關規定提送水土保

持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94.8.26

水保建字第 0941819192 號函，未位於

特定水土保持區內。 

另查詢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山坡地資訊查

詢系統，非屬山坡地範圍。

(https://wrbeocin.taichung.gov.tw)

四、適用建築法規定 本計畫非屬建築物興建。 

3. 氣象水文 

臺中地區地處臺灣中部，屬亞熱帶氣候，氣溫及濕度均高，夏季多

兩，冬則乾早，夏季常有颱風過境，集中於7~9月，冬季東北李風受中

央山脈之阻擋故以北風為最多。年平均降兩量約為1,600mm，豐枯水季

差距懸殊。年平均溫度約攝氏24度，月平均溫度最高約29度，月平均溫

度最低為16 度。 

4. 周邊景觀資源調查 

本計畫區範圍鄰近重要景點包含后里馬場、中科崴立樱花公國、臺

中市后里環保公園、台糖月眉觀光糖廠、麗寶樂園、中社觀光花市花海

及泰安錢道文化國區等。 

臺中市政府於105年特登錄為「后里馬場文化景觀」，指定「后里馬

場馬廄、場本部、紀念碑」為古蹟，登錄「后里馬場場長宿舍」為歷史



13 
 

建築。馬場內擁有完整休閒遊憩設施，處處綠草如茵及百齢以上之古樹

蒼翠蓊鬱及馬嘶鳥鳴，置身於此如詩如畫令人忘卻煩憂，心曠神怡。 

「月眉糖廠」位於臺中市后里區創立於西元(1909)年(日治時期)由

日本人小松楠彌氏創廠並取名「大甲製糖所」，屬日糖興業株式會社，

台灣光復後由台灣糖業股份公司月眉糖廠接收生產，西元1999年因環境

變遷停止壓榨並轉型為觀光糖廠。月眉觀光糖廠雖已停止壓榨製糖，但

龐大的機組、饒富特色的建築結構及全國唯一的囪底隧道，仍然吸引人

們來探訪。整個園區，除了古蹟外，由於活用歷史空間，大跨距純檜木

檪架無任何柱子建構之倉庫，已改設成賣場，除了販賣台糖產品外，並

有各地的小吃特產。園區另有親水步道之錦鯉魚池，提供親子互動的場

所，並有百年的珍貴寒帶黑松、銀杏及百年樟樹，陳列古代農家文物提

供學校作户外教學。製糖在日治時代是重要產業，西元1945年3月至6月，

聯軍為封鎖台灣對沖繩的支援，而大量轟炸台灣，有著高聳煙囪的糖廠

顯然為醒目的標的，所以今日月眉糖廠的煙囪仍遺留著彈痕累累。 

「泰安錢道文化園區」位於后里的舊泰安車站，系在西部縱貫線舊

山線於1998年9月24日停駛後，臺中市政府(原臺中市政府)將這裡定為

縣定古蹟，並做為鐵道文化園區，在停駛后反而多了人潮，成了新的旅

遊景點；月台上二棚的柱子皆用二十世紀初期出產的鐵軌製成，在停駛

後，舊泰安車站也結束了從1908年起，近90年的服役工作。 

5. 土地使用分區與產業概況 

(1) 土地使用分區 

本計畫基地屬都市計畫土地，依據「擬定后里都市計畫(中部科學

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后里農場部分)細部計畫」內列為『都市

計畫內公共設施用地』綠地，臺中市政府都市計畫發展局，已於106年

5月9日中市都企字第1060075612號函釋確認其符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第1項第3款，得申請「多目標使用」作為

滯洪設施在案。如圖9。 

另依據107年4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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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曾107年10月30日台財產署公字第

10700330800號函詢國有財產署，關於國有綠地無償提供他機關作滯洪

池使用之適當性，其函覆表示本計畫係提供公共、公務或公益使用，符

合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原則，該筆土地為中科管理局經管，故由

該局本權責自行核處。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本於環境永續發展、社會公益以及

敦親睦鄰持續配合推動，將無償提供后里園區內屬都市計畫範圍之部份

綠10-2及后科南路道路下方之土地使用權，交由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負責

後續相關工程之施作、發包及驗收，未來工程完成後有關設施之維修、

管理、保養、維護及淤砂清淤等工作亦由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全權負責。 

圖 9 用地範圍變更土地使用範圍示意圖 

(2) 產業概況 

臺中市之市區產業型態主要以製造業、批發零售業以及工商服務業

等二、三級產業為主，而一級產業並不發達。登記事業單位主要以批發、

零售及餐飲業為主，屬於商業服務型之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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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往辦理情形 

本計畫於核定階段，由本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辦

理「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第三次派工案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

之生態檢核工作，執行生態文獻蒐集與分析、現場生態勘查、生態課題評

析與生態關注區域圖彙整、辦理關注團體現勘乙次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等

工作項目。 

（一） 計畫核定階段 

1. 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組成說明 

本階段由本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辦理，相關團隊

人員及學歷如表 3所示。 

表 3 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生態工作團隊組成說明表 
人員 學歷 

陳郁屏 英國 Exeter 大學保育與生物多樣性碩士 

蘇維翎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 

林笈克 東海大學生物學研究所碩士 

王豫煌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 

鄭 暐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碩士 

鄭偉群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碩士 

羅子翔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學士 

陳易昇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研究所碩士 

劉威廷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碩士 

王勇為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所碩士 

鄭志晧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海洋生物組)碩士 

謝傳鎧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碩士 

徐菀佐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碩士 

鄒明軒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士 

2. 生態背景人員與在地民眾生態環境現況勘查分析記錄 

本計畫於 108 年 8 月由生態專業團隊(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

金會)實施現場勘查記錄。生態勘查的結果，記錄到動物 10 科 13 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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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管束植物 28 科 50 種。 

現場記錄到的蜻蜓物種有弓背細塊、短腹幽塊、紫紅蜻蜓及脛蹼琵塊

等 4 種，均為一般都市近郊、山區溪流常見的物種。鳥類物種記錄有小白

驚、夜驚及白頭翁等，也是都市常見的鳥類物種。值得注意的是，旱溝排

水 9K+950-10K+203 渠段間，於現勘時記錄到臺灣石𩼧與臺灣鬚鱲(臺灣馬

口魚)(如表 4-1、2)，倶為水質較佳且具有一定程度水深才會出現的物種。 

計畫區位置緊鄰早溝的竹闊葉混合林相對完整(如表 4-3、4、5)，已

記錄到香楠、土密樹、相思樹、苦棟、樟樹、小梗木薑子(黃肉樹)及朴樹

等喬木物種，且旱溝右岸臨溪側有旺盛刺竹。綠 10-2 工區因較少人為擾

動，其上樹木生長較無阻礙，且植被逐漸演替為相對豐富之低海拔次生林

相。本計畫景觀池開挖及設置，將影響綠 10-2 工區之次生林以及具有固

岸功能之濱溪刺竹叢。地被層以大黍為主，也記錄到大量小花蔓澤蘭，整

體而言以外來種佔優。另外，鄰后科南路側，植有黄金風鈴木與光臘樹(白

雞油)行道樹(如表 4-6)。以上環境敘述,與中科后里園區第二次環差分析

說明書內所述當地植被狀況不相符,該報告中亦未提及現地已逐步穩定之

次生林環境。 

整體來說，本工程預定地內，單就現勘勘查所記錄之動植物名錄觀之，

水域部分已有記錄到兩種需要較佳棲地條件的初級淡水魚，應可預期有其

他適存於同樣環境的物種分布。雖記錄得蜻岭目物種均為常見物種，但仍

顯示此地為偏向林下溪澗的環境，與一般區域排水的蜻岭目物種分布略有

不同。現勘記錄所得的動植物名錄，已發佈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網站，

本計畫所開設的專案資料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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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區陸域及水域範圍現勘照片表 

 

 

1.於旱溝排水記錄到臺灣石𩼧。 2.於旱溝排水記錄到臺灣鬚鱲(臺灣

馬口魚)。 

 

 

3.工程預定位置西端鄰路側往東拍

攝，注意照片右側鄰旱溝之植被已形

成相對完整的竹闊葉混合林狀況。 

4.工區預定地現狀，樟樹等物種均成

長良好，構成多樣的樹林垂直結構。

 

 

5. 工程預定位置沿旱溝側,箭頭方

向為水流才 為水流方向。有大量刺

竹叢生長於自然堤防上。 

6.工程預定地后科南路側行道樹以

黃金風鈴木、光臘樹(白雞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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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於辦理本計畫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前，已舉行多次對地方民眾之說

明會，於 108 年針對本溪畔景觀池周邊環境現況及議題邀請當地民眾、立

委洪慈及 NGO 團體於 108 年 6 月 5 日召開工作說明會(綠 10-2 用地)透過

現勘、說明、溝通、了解方式建立友好溝通橋梁，如圖 10。為了順利推動

本計畫，分別於 107 年 5 月 8 日、107 年 10 月 18 日及 108 年 3 月 20 日

邀請各方與會討論，並依據委員意見進行修正，如圖 11，民眾參與工作內

容如附錄 4。 

圖 10 邀請各單位針對本計畫周邊環境與議題討論 

 

 

 

 

 

 

 

 

 

 

圖 11 本局秘書長主持審查會議情形  

108 年 6 月 5 日會勘、說明 108 年 6 月 5 日會勘、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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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過往說明會、現勘紀錄意見與溝通目標，均以旱溝排水周邊地區

水患的災害以及旱溝排水整體治理議題為主。故 108 年 8 月辦理本計畫工

程核定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即邀請關注地區生態議題之環境團體、專業

人員等，於工程預定地進行現場勘查(關注團體名單如表 5，現勘照片如圖

12)。蒐集專業意見(如表 6)並共同研討生態保育原則，關注團體現勘結論

如下: 

(1) 建議本計畫盡量降低水泥構造量體，保留現地景觀與植被狀況，

以利植生復育、地下水補充、以及地景自然性。 

(2) 建議本計畫內溪畔景觀池邊坡綠化原則：(1)移植現地樟科（樟樹、

香楠等）樹種，並維持現地種源，使林地自然回復；(2)栽植原生

適地適種物種，以增加地區植物社會多樣性；(3)增加綠帶之植物

垂直多樣性，建立多樣微型動物棲地。 

(3) 建議緊鄰本計畫之旱溝排水自然邊坡、刺竹叢、以及較自然之河

段基質，於本案或未來開發中，盡可能保留，維持自然之溪流環

境。 

(4) 建議本計畫應兼顧最大化逕流分攤能力、維持現地生態功能與地

景自然性。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可朝向環境教育場

域規劃，提供園區與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間。 

表 5 關注團體名單 

 

圖 12 關注團體現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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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關注團體現勘照片 

表 6 關注團體現勘意見與結論彙整 

發言者 意見內容 

鄭清海 

（台灣自然硏

究學會常務監

事） 

1. 綠10-2內相思樹若位於開挖或工程施作區，不一

定需保留，也可考慮以現地種源繁殖。雜木林成形

後，可成為很多物種之微形棲地。 

2. 建議滯洪池不封底。在旱溝排水鄰綠10-2區段，

已記錄到台灣鬚鱲、臺灣石𩼧。維持自然性的滯洪

池與溪流，未來可妥善規劃成為親水環境教育場

域，提昇公眾環境意識。 

3. 建議進行區域範圍內之簡易物種調查，以了解目

前生態狀況，作為工程規劃時降低生物擾動之參

考，更有助於工程施作後生態之恢復。 

4. 建議工程規劃時以滯洪池生態公園為基礎，營造

可提供科學園區員工休閒運動環境學習之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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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以免日後成為另一髒亂點。 

張豐年 

（台灣生態學

會） 

1. 現地樟科物種請進行移植。也增加樹種多樣性，

包括桑科榕屬物種，使濱溪可形成楠、榕樹林帶。 

2. 建議滯洪池不封底，並讓植被帶沿著池邊生長，

形成環形綠帶。 

3. 建議本滯洪池規劃，應考量與中科后里園區既有

滯洪池之連結性，以達流域內排水、滯洪系統之最

大效益。 

4. 若有設置滯洪池之必要，應最大化滯洪能力，妥

善考量深度、旱溝排水溢流設計，以發揮滯洪功

能。 

5. 建議滯洪池設計規劃以現況綠地形式為主，節省

施作成本，並保留滯洪池作為綠地之用途。 

6. 滯洪池之土方開挖應審慎處理。 

游永滄 

（荒野保護協

會臺中分會分

會長） 

1.建議池內盡量減少水泥結構、維持既有土壤與基

質結構，使地下水可下滲補充。 

2.建議在邊坡進行樹木補植與移植，提供多種生物

的棲地、或擴散為周邊土地植物種源，同時也能

鞏固斜坡。邊坡與植底若能是草生地或樹林，大

水來時亦有池內緩流的功能。 

3.濱溪竹林作為鷺鷥科棲地很重要，建議進行保

留。 

4.旱溝排水本區段內有常流水，冬天不會全乾，又

有多樣流速水深組合，是溪流魚類良好棲地，施

工時應盡量避免影響旱溝排水棲地環境。 

楊政穎 

（荒野保護 

協會臺中分 

會鄉土關懷 

小組長） 

1.建議盡量保留旱溝於綠10-2周邊的溪段，以及濱

溪刺竹林。 

2.旱溝排水緊鄰綠10-2的基質、邊坡較自然區段，

應與滯洪池工程切割，以陸域工區的施作營造為

主，維持旱溝排水此區段之自然性與動植物多樣

性。 

3.建議盡量減少本案內水泥的量體。 

綜觀委員意見與現勘結論，聚焦於現地植被的最大化保留、自然渠段

不應規劃工程、以及針對未來景觀池可服務的環境教育功能上。查目前工

程規劃示意圖，與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書內承諾之綠化比例而言，

多數關注團體意見與主辦單位現規劃狀況一致。然就旱溝排水渠道兩側之

規劃上，目前因護岸設計、出入流工、以及池底開挖範圍均不明確，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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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更細部的設計出爐方可確認。舉例而言，基地挖深若不在其上增加硬鋪

面、或栽植外來物種，而是讓草地與現地植被自然演替，與關注團體於本

階段生態檢核內提供之意見並不衝突。 

3. 計畫區內及週邊區域以往生態資料研析 

(1) 以衛星影像判讀工區範圍內地景變遷 

於現勘前，工作團隊利用 Google Earth 蒐集之歷史衛星影像，探

討民國 100 年至 108 年間，綠 10-2 滯洪池工程預定基地內與周邊環境

的變遷（影像彙整如表 7）。因部分年間的衛星影像品質不佳，僅於本

節內呈現民國 100、102、104、106、108 等五個年份之影像。 

就工程預定地周邊此一尺度的地景變遷來看，除本案內綠 10-2 土

地、以及緊鄰工區東側的小範圍綠地之外，工區工區南邊、旱溝排水

右岸的乙種工業用地自民國 102 年後，土地開發進展快速。值得注意

的變遷事件有二。其一是在民國 100 到 102 年間，旱溝排水 9K+950 下

游的左岸植被因土地開發而消失。其二是在民國 106 年到 108 年間，

旱溝排水 9K+900-950 間，左岸乙種工業用地開始開發，至本派工案進

行現勘當下（108 年 8 月），仍在施工中。整體來說，由衛星影像觀之，

工區周邊地景，由次生林、農田等綠地，逐漸轉變為工廠與都市聚落

等景觀。提供野生動物棲息與其他生態系服務的綠地破碎化狀況顯著。 

至於工區範圍因受中科后里園區內土地利用編定為綠地用地，衛

星影像顯示本區域於民國 100 年後即無大規模擾動，樹木持續生長並

已逐步演替為相對豐富之植被現況。旱溝 9K+900 到 10K+200 間的左

岸，由衛星影像觀之，目前也維持著較佳的次生林與高草地的狀態。

據此，工作團隊認為本案生態議題，需特別關注目前中科后里園區周

邊的綠地不連續問題。 

  



23 
 

表 7 民國 100-108 年衛星影像摘錄表 

100.04.20 102.11.09 

104.09.10 106.06.06 

108.04.20 

說明： 

1. 紅色多邊形為本案內綠 10-2 土地

使用範圍。 

2. 底圖為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 

(2) 資料庫與土地利用圖資搜尋結果彙整 

進行現勘以前，生態專業人員透過公部門資料庫，如農委會特有

生物保育硏究中心建置之「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與農委會林

務局建置之「生態調查資料管理系統」進行生物調查記錄搜尋，相關

檢索成果如表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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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生態與土地利用資料庫檢索成果表 

資料庫 檢索內容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工區範圍及周邊未發現重要關注物種的出現記錄。

林務局生態調查資料庫 工區範圍及周邊未發現重要關注物種的出現記錄。

內政部地理資訊圖資雲 工區範圍內無特別土地利用限制規範。 

臺中市都市計畫圖 本工區範圍全數位於臺中科學園區「園區專用區」

內，土地編號為綠 10-2 用地。工區周邊有都市計

畫區之農業區、乙種工業區。 

參考資料庫搜尋結果，於本工區範圍內俱未尋得關注物種之調查

或採集記錄。但需注意，上述資料庫所蒐集之資料有其侷限，也牽涉

到不同區域於過去被投注的調查努力量差異。有些區域，例如本案綠

10-2 滯洪池預定地，其過往的調查記錄較少，因此於資料庫內的紀錄

闕如。這並不代表本工區預定地點不存在關注物種，而尚需經由生態

檢核團隊現勘與分析，以充分盤點現地的生態議題。 

此外，套疊土地分區圖層，工區並非位於山坡地或其他具法規限

制之用地範圍內。 

(3) 石虎於工區周邊之文獻記錄 

雖然於資料庫檢索中，未發現關注物種的調查記錄。然后里南北

各有大甲溪與大安溪河道，東側則與苗栗、台中山線的淺山地區相鄰，

此區域皆為石虎活動、利用的棲地。套疊姜博仁等(2015)與林良恭等

(2016)所發展的「石虎重要棲地評析與廊道分析」圖層，可發現於上

述區域內，包括本次檢核的綠 10-2 全部工區範圍，皆由該硏究指出為

石虎的重要/關鍵棲地（圖 13，紅色範圍內）。硏究團隊首先由確知有

石虎出現的地理位置，取出該位置的環境特徵後，於全台灣尺度預測

出「石虎適合棲地」。接著，該「石虎適合棲地」再與前述過去調查層

到石虎的點位位置，往外擴張 3.5 公里後的「石虎已知分布區域」交

集後的地理範圍，即為該硏究內所定義之「石虎重要/關鍵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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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工區範圍套疊石虎重要棲地圖層結果 

套疊結果顯示於距離工區 3.5 公里範圍以內，於 1990 年代晚期至

今，曾有石虎的確切調查（影像或目擊）、救傷或路死記錄。此外，工

區內與周邊環境，也是本硏究分析過往石虎分布點位後，預測出的石

虎適合分布區域。硏究內所指出石虎具有較高出現機率的環境特徵，

如連綿低海拔丘陵地、同時具有較大森林面積與多種植被類型（次生

林、農地、竹林）、森林邊際帶較長、道路密度低等，與目前工區周邊

環境狀況多少相符。然因點位模糊化的關係，由該硏究報告中並無法

判斷距離工區最近的石虎調查記錄，是發生於什麼時間。 

此外，裴家騏等(2017)在臺中地區於 2016-2017 年進行的自動相

機調查，也在大甲溪河床、后里區東側近丘陵淺山區域、北側近大安

溪區域附近拍攝到石虎的影像紀錄。裴家騏等(2017)以上述調查紀錄

進行 kriging 迴歸，也預測石虎在后里的分佈，應以大安溪南岸、鄰

近東勢區的東側山區較多。由本報告研判，因工區緊鄰后里東側淺山

區域，石虎出現於工區範圍內或周邊之可能性高。 

根據以上文獻，本團隊認為石虎確為本次工程內需考量的議題，

但同時需注意因開發基地緊鄰后科南路與旱溝排水對岸乙種工業用地，



26 
 

人類活動與對環境的干擾較強。現地是否有石虎或其他保育類野生動

物活動利用，仍須進一步監測尚可得知。 

(4) 其他生態環境議題 

后里區位於臺中市的北端，南北以大安溪、大甲溪為界，分別相

鄰苗栗縣與臺中市的豐原區。西邊為臺中市外埔區，往東則通往臺中

市東勢區的丘陵地帶。接近地表處，多為現代沖積層與紅土臺地堆積

層，以粘土、粉砂、砂與卵礫石組成。在氣候方面，后里區的氣候與

臺灣中、西部地區相當近似，降雨集中在四到八月間，主要以颱風和

對流雨為主。 

雖依據既有的生態調查資料庫，並未顯示本基地區域周邊有需關

注的水域物種分布。然參考「易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臺中縣管區

域排水旱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可得知旱溝排水內尚記錄有臺灣石𩼧、

臺灣鬚鱲(臺灣馬口魚)、鯽、平頜鱲、極樂吻鰕虎、台灣蜆等物種。

雖然還需進一步調查旱溝排水周邊，以確定近年棲地變遷（包括周邊

土地開發、廢水排放狀況、工程狀況等）對於物種組成狀態的影響。

但由這些記錄得物種可知，旱溝排水全域的底質與水深組合狀態並不

單一，可提供各種物種適存的棲地。這部份的記錄，與本次提案作業

中，生態檢核團隊所勘查的現地資料符合，且至少確認台灣石𩼧、臺

灣鬚鱲(臺灣馬口魚)兩物種存在。 

進一步參考臺灣碩博士論文網、華藝資料庫等系統，俱未尋得原

生植被相、野生動物、地景生態學硏究等主題之文獻。值得注意的是，

后里地區因臺中科學園區第三期后里、七星農場等園區於民國 93 年核

定開發後，居民與環境團體對於灌溉用水調度、空氣污染與健康風險

等議題與開發單位有歧見，繼而開啟一系列環境抗爭事件。相關抗爭

事件至民國 99 年，以最高行政法院撤銷臺中科學園區第三期開發之環

境影響評估結論作為中繼點，直到民國 107 年才於環評大會中通過第

二階段環評。於相關硏究中亦可得知，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開發案，

於當地居民環境意識之形成上，有重大的影響。 

4. 計畫區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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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經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提報為前瞻性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

下的水與環境項目，並標註提案屬性為「水環境大賞加碼類」。參考本

案「整體工作計畫書」所載，於 108 年 9 月份辦理的相關審査、勘評

記錄，彙整計畫書內委員相關意見與建議如表 9。 

表 9 本計畫提報「整體工作計畫書」內審査委員意見整理表 

意見/建議分類 意見內容彙整 

治理工程必要性 1.關於水患災難頻率與治理方法的疑問。 

2.集水區內相關排水引流設施已屬完善，建議

本治理工程採用現地保留方式處理。 

3.若以此基地作為大雨時之滲透與滯留空間，

應減少旱溝渠道區域水泥工法，以維持現有水

綠帶紋理。 

加強對於環境現

況的掌握 

1.樹木點位應確實標記，並將正射影像套疊設

計圖，以評估後續就地保留與移植的實際操

作。 

2.位於石虎之潛在棲地範圍內，於生態保育對

策上應有詳盡的因應，且後續工程施作需減量

處理。 

3.工程進行前應進行生態調查，確認石虎是否

利用，並提供其他棲地營造的規劃基礎（如）

植栽選擇、保留植被點位建議等。 

旱溝排水與滯洪

池規劃、整治建

議 

1.因現地次生林狀況尚佳，樹木盡最大可能保

留，維持自然環境。移植於滯洪池週遭者，因

規劃進行綠(美)化區域，並以聚植方式營造複

層林。 

2.現況環境、生態狀況、水質俱佳，且親水潛

力高，未來適合做為生態觀察與教育場域。應

取消球場規劃、縮小入口廣場面積。 

3.旱溝溪床生物豐富，應避免開挖及擾動旱溝

既有自然棲地環境。目前的竹林邊岸可多數保

留或採生態土堤方式規劃，僅變動上游與下游

之局部區域，作為洪泛期間分流滯洪功能使

用。 

4.基地不位於城市核心區，建議保留現有植

物，其他設施，以配合保留現地植被的方式設

置。 



28 
 

環境教育與民眾

利 

用規劃方向 

1.建議加強與旱溝的連結，如步道調整動線、

水邊設置座椅等休憩觀賞設施。另外部分區段

可向內陸挖凹，形成親水以及水生態觀察區

域。 

2.既然未來有維護保養經費，應更進一步尋求

在地環教團體認養營運。 

3.考量此區周邊人文環境使用量不高，應不須

太多人工設施物，亦可減少日後維護成本。 

4.本計劃周邊大部分為公司(非住宅)，民眾使

用及維護管理工作，應妥善考量。 

綜合考量委員所提建議，可分類為：(1)治理工程必要性、(2)環

境現況掌握、(3)旱溝排水與滯洪池整體規劃建議以及(4)環境教育與

民眾利用的規劃方向，等四個要項。相關建議多指出，基地內的環境

狀況佳，不僅植被尚屬健全，且溪流現況良好。應盡量減低工程量體，

並以環境教育/生態觀察場域為目標進行妥善規劃，以充分利用此處的

生態資源。此外，本基地位置周邊是石虎喜愛利用的空間。 

但委員也明確提出，本計畫基地位置與周邊社區、學區間的關係

較不緊密，民眾使用量不高。將來規劃現地設施時，民眾使用的器材、

或提供民眾使用的硬體等物件，應可盡量減少，並需妥善考量其維護

管理工作。 

5. 生態保育原則 

依據關注生態議題，以及關注團體 NGO 現勘結論，工作團隊擬定

生態保育原則如下。 

(1) 迴避於旱溝排水 9K+950 以上至鐵路橋間渠段內進行工程規劃。 

參考前節內所記錄之環境現況，水域環境內旱溝排水 10K+203-

9K+950 間，仍保有潭與湍瀨等多樣自然的溪流環境，也有原生淡水魚

類棲息。工程規劃需迴避此自然渠段，亦不得於施工時擾動水域生物

棲地之擾動。 

(2) 縮小景觀池工程範圍與水泥構造量體，維持工區現地植被（包括

濱溪刺竹叢）的完整性，且不減損預計滯洪能力。 

本案於綠 10-2 進行兩次現勘時，均觀察到該地的蚊蟲（小黑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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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線斑蚊等）甚多。若如前期規劃，建造水泥鋪面、球場、坡道等露

天不透水面，積水後生長藻類，可能作為小黑蚊大量孳生之條件，更

可能由景觀池蔓延到園區內形成衛生風險。 

景觀池內需保留草坡、透水面，降低相關蚊蟲危害的風險，亦契

合關注 NGO 現勘中委員建議之環境教育場域規劃願景。 

因此，前期規劃草案內的硬鋪面與不透水結構，經工作團隊與主

辦單位溝通後，在 108 年 10 月 3 日之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査中，主席已

表示原則上朝向水泥量體、不透水鋪面範圍縮小的方向改善。於 108

年 12 月 17 日的期初報告審査內，也已確認本案會盡可能縮小硬鋪面

的範圍到護岸、出入流工與入口廣場等。但進入細部設計時，仍需與

設計廠商溝通，將水泥結構縮限於入流、出流等流水沖刷較強的位置。

如確有於池內阻擋土砂、垃圾等物堵塞、損害出流工的需求，需優先

考慮不增設水泥結構物如梳子壩之方式進行。比如以跌水與沈澱池對

洪水消能後，保留現地植被作為減低垃圾、礫石等物進入雨水下水道

機率之障礙。其餘坡面、池頂等部分，均需保留為草生土坡，以利地

下水補充與保留現地植被。保留現地植被的另一積極意義，是可利用

規劃整理過後的良好植被相，作為補充區域（周邊綠地）植物物種多

樣性的種源庫。 

此外，旱溝排水 9K+950-10K+203 渠段兩側的生態高度敏感區內，

除護岸已有刺竹等植被保護外，也是綠 10-2 景觀池預定地與周邊綠地

最可能有野生動物棲息利用的區塊。維持濱溪植被不擾動，也不增設

剛性的護岸，可有效維持旱溝排水於 9K+950-10K+203 渠段內的橫向連

結性，降低野生動物移動利用之阻礙。然需注意，本計畫景觀池有一

側臨路，未來本工程規劃時，也需要評估野生動物是否可能被誤導到

馬路上，進而發生路死事件的風險。 

(3) 減輕施工過程中對於現地環境（次生林、野生動物）的干擾。 

工程過程中，需減少對於現生次生林與野生動物的擾動。在次生

林植被的部份，除施工便道需避免切割次生林相與挖除濱溪刺竹叢之

外，也需注意土方不得任意堆置於工區影響地被層植物，並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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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的潛在風險。在野生動物的部份，需在工程規劃設計與施工階段，

實施野生動物、溪流魚類等關注物種的調查與監測計畫。需就野生動

物（特別是石虎）可利用的區域如濱溪帶，設置紅外線自動相機以確

認當地的野生動物利用狀況，並規劃定期生態勘查監測施工作為對於

各類野生動物之影響。工區應避免夜間與日出前施工，以避免影響包

括石虎在內的保育內野生動物。此外，因流浪貓狗有攻擊野生動物的

可能性，需要求施工廠商於工區內將垃圾集中處理，以避免誘集流浪

貓狗。至於水域部分，則應調查初級淡水魚、水生無脊椎生物（以節

肢動物，特別是水生昆蟲為主），以監督工程對現地的影響狀況。 

(4) 補償綠 10-2 景觀池設置減少的現地植被面積。 

工程規劃需避免人工景觀植栽的設計，盡可能採取近自然演替的

方式復育棲地，視邊坡位置及土壤狀況，補植適合當地環境的原生樹

種如不僅能維繫當前棲地景觀，更可能成為區域植物種源庫，積極強

化周邊植被多樣性。 

查中科后里園區第二次環差分析說明書中載，將於景觀池環池步

道與后科南路側，栽植原生植物。本生態檢核工作團隊認為，栽植原

生植物的樹木來源，需以現地樹木移植為最優先。工區內的喬木物種，

如於綠 10-2 綠地內有記錄到的樟科（樟樹、香楠、小梗木薑子(黃肉

樹)等）、桑科榕屬、月橘等樹種，需標定點位，並劃定移植計畫到景

觀池範圍外，避免景觀池湛水影響此類樹種存活率。此外，移植樹木

前，應先聯繫專業園藝、樹藝廠商尋求諮詢不同樹種之移植注意事項、

季節等資訊。此外，應預留充分時間予樹籍調查、標記、斷根等移植

地點整理等準備工作，避免施工發包期程壓縮移植時間。 

若有栽植其他樹木的需求，當以栽植原生適地適種物種優先。包

括：石朴、土密樹（Bridelia tomentosa）、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

紅楠（Machilus thunbergii）、香楠（Machilus zuihoensis）、水柳

（Salix warburgii）、山芙蓉（Hibiscus taiwanensis）等。此外，

栽植樹木時建議營造具有垂直結構分化的林相，以利各種生物利用棲

息，最大化綠化工作的生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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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補償工程規劃利用的次生林與水域棲地，規劃環境教育活動可利

用的空間。 

考慮到水環境建設，有強化民眾親近自然環境之意義。建議綠 10-

2 景觀池之規劃，應兼顧最大化滯洪能力、維持現地生態功能與地景

自然性。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可朝向環境教育場域規劃，

提供園區與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間。 

6. 必要之生態專案調查項目及費用 

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執行經費來自「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

改善計畫」之「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依據計畫

核定內容，工作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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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現勘以確認工區生態課題，進行生態勘查、生態保全對象確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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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協助辦理核定階段工程說明會。 

(4) 生態專業人員團隊，應參採「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機制」及「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等配合機關實際需求執行生態檢核工作項

目：進行現場勘查、資料蒐集、生態棲地環境評估、生態關注區

域繪製、評估工程範圍內之生態議題，提供設計單位工程範圍之

生態衝擊預測及對應方法及保育對策。統整生態評析過程中所有

調查資料、生態議題、衝擊評估、保育對策。 

(5)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內容及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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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態檢核相關原始資料 

表10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核定階段)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

（后里）園區綠10-2溪畔景觀池工程 設計單位 尚未發包 

工程期程 
預計於109年1月開始進行規劃設計、

110年2月完工驗收 
監造廠商 尚未發包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尚未發包 

基地位置 

地點：台中市后里區義里里、后里里

TWD97 座 標 X ： 222845.17 Y ：

2689906.86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63,400仟元    （預估） 

工程目的 

本案目標為綠化旱溝排水水環境，促進地方觀光產業並打造優質的生活環境，並

打造生態教育園區，塑造城市新風貌。本計畫主要研擬新設溪畔景觀池等方案，

綠化環境外，同時可承容極端降雨，以達到逕流分擔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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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目標為綠化水環境，營造生態教育園區，導入符合在地人需求之場

所並兼顧優良自然生態之水域環境規劃。計畫維持現地生態功能與地景自

然性，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提供園區與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

學習的教育場所。主要研擬新設溪畔景觀池等方案，除了綠化環境外，同

時可承容極端降雨，以達到逕流分擔之精神。 

 本溪畔景觀池用地屬於中部科學（后里）園區內綠地，變更用地內容所需

環差分析，已於民國108年3月28日經環保署核定通過。此外，中部科學園

區管理局已承諾綠10-2土地提供予臺中市政府於本案使用。 

 查最新溪畔景觀池規劃簡圖，面積約1.18公頃，採寬高比2:1邊坡設計。

邊坡與池底部分區域綠化、部分區域興建水泥結構物（圖1）。另依中科

后里園區第二次環差分析說明書，綠10-2土地在溪畔景觀池外剩餘面

積，將補植喬木以增加綠地功能。 

 查現有規劃圖樣，目前規劃溪畔景觀池工程內容除開挖土方外，尚包括

生態景觀空間、入流工、出流工等（如下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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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本

資

料 

 

 

 

圖1. 溪畔景觀池規劃簡圖                圖2. 溪畔景觀池工程結構簡圖 

預期效益 

 若溪畔景觀池內能以最大化植生面積為規劃方向，妥善調整溪畔景觀池邊

坡、池底、濱溪植被、綠10-2剩餘土地等綠帶的施作方式，保留、移植既

有植被，並以后里地區低海拔原生樹種如石朴（Celtis fomosana）、土密

樹（Bridelia tomentosa）、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 ）、紅楠（Machilus 
thunbergii）、香楠（Machilus zuihoensis）、水柳（Salix warburgii）、
山芙蓉（Hibiscus taiwanensis ）等進行喬木補植。將可成為周邊空間

如綠10-1、旱溝左岸雜木林與農耕地之喬木種源庫，豐富區域木本植物多

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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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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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區位於台中科學園區「園區專用區」綠10-2用地。工區近鄰

土地為都市計畫區（農業區）、都市計畫區（乙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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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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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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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於核定現勘中尚未調查到重要關注物種。但需注意以下生

態議題： 

1. 工區位置緊鄰旱溝的竹闊葉混合林相對完整，已記錄到香

楠、土密樹、相思樹、苦楝、樟樹、小梗木薑子、朴樹等喬

木物種，且旱溝右岸臨溪側旺盛生長刺竹。觀察2011年至今

之衛星影像（歷史衛星影像請見本生態檢核附表 P-01），

可知本案所在區域內，除綠10-2工區、及鄰近之綠10-1土地

外，綠地面積因開發行為而減少。綠10-1、10-2兩筆土地，

則因較少人為擾動，其上樹木生長較無阻礙，且植被逐漸演

替為相對豐富之低海拔次生林相。本案內溪畔景觀池開挖，

將影響綠10-2之次生林、以及具有固岸功能之濱溪刺竹叢，

需妥善考量生態保育對側與設計規劃細節。 

2. 旱溝於9K+900-10K+203區段內，濱溪植被完整，且溪流底質

多樣，包括粗細礫石、泥沙等，提供溪流生物多樣的棲息環

境。現勘中亦記錄到弓背細蟌、短腹幽蟌、紫紅蜻蜓、蹼脛

琵蟌等蜻蛉目物種，說明本工區旁旱溝區段能作為部分水

生昆蟲之棲地。若後續工程規劃有需要針對旱溝本區段進

行施作，應妥善維持區段內底質多樣性，並減輕工程規劃、

施工對水域生物棲地之擾動。 

3. 套疊工區範圍與周邊綠地，均位於姜博仁等於2015年硏究

定義之「石虎重要棲地」範圍內。顯示於工區周邊3.5公里

範圍內，曾有石虎出沒的影像或目擊記錄。本案若進入規劃

設計階段，需審慎考量此地保育類野生動物出現之可能性

高，並通盤考量溪畔景觀池設置、施工過程中對於野生動物

造成之影響。 

4. 溪畔景觀池工程規劃需注意動物移動議題，包括避免魚類

於洪水後進入溪畔景觀池內無法脫出，以及檢討溪畔景觀

池的設計對於動物在池內移動之影響等。更特別要注意，因

溪畔景觀池鄰近后科南路，實不宜譲野生動物有機會經由

溪畔景觀池緩坡移動到近馬路側，恐增加野生動物路死事

件發生風險。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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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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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

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摘錄 108 年核定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

分）開發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1. 縮小：本案於 103 年之規劃草案，係以后里園區之綠 10-

1、綠 10-2 等二塊緊鄰之園區用地，規劃為上、下溪畔景觀池。

然本區位於后里園區內，受園區開發計畫之環境影響評估內，

需符合環評做出之維持園區內綠地比例結論，故取消綠10-1的

溪畔景觀池規劃。 

2. 減輕：依據環保署 108 年 3 月 28 日核定之中科后里園區第

二次環差分析說明書，本案於 103 年之規劃草案，設計溪畔景

觀池為直立式 RC 護岸，後因需維持綠 10-2 之綠地景觀，將護

岸類型由直立式 RC 護岸改為寬高比 2:1 之緩草坡。 

3. 補償：依據環保署 108 年 3 月 28 日核定之中科后里園區第

二次環差分析說明書，本案目前規劃於綠 10-2 內，興建溪畔

景觀池後剩餘之土地、以及緩坡溪畔景觀池岸（包括沿后科南

路側與沿旱溝側），補植喬木約 251 株，以為綠化。 

參考於 108 年 9 月 5 日進行之關注 NGO 現勘結論，與其後得

悉之本案最新規劃簡圖。生態檢核團隊建議主辦機關考慮以

下生態保育策略： 

1. 減輕：建議取消溪畔景觀池內四周及底部的人工鋪面（包

括但不限水泥、PU 等材質）及休閒設施規劃，維持溪畔景觀池

緩坡綠帶及底部自然的底質，以發揮滯洪、涵養地下水源之功

能。 

2. 補償：避免人工景觀植栽的設計，盡可能採取近自然演替

的方式復育棲地，視邊坡位置及土壤狀況，補植適合當地環境

的原生樹種如石朴（Celtis fomosana）、土密樹（Bridelia 

tomentosa）、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紅楠（Machilus 

thunbergii）、香楠（Machilus zuihoensis）、水柳（Salix 

warburgii）、山芙蓉（Hibiscus taiwanensis）。不僅能維繫當

前棲地景觀，更可能成為區域植物種源庫，積極強化周邊植被

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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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3. 迴避：旱溝排水 10K+203-9K+950 間（即本案工區旁河段），

仍保有潭與湍瀨等多樣自然的溪流環境，也有原生淡水魚類棲

息，應積極保護此河段的自然狀態、避免污染水質，並減輕工

程規劃、施工對水域生物棲地之擾動。 

4.  補償：建議本案應兼顧最大化滯洪能力、維持現地生態功

能與地景自然性。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可朝向環

境教育場域規劃，提供園區與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

間。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本案為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執行經費來自「縣市管河川

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之「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

109 年度）」，依據計畫核定內容，執行基本資料收集、水、陸

域生態調查、民眾參與現勘等工作項目。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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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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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9月5日邀請關注本地之 NGO 團隊現勘預定工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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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開放工程範圍 KML 檔、

高解析正射影像、現勘棲地照片、現勘動植物名錄等生態檢核

成果資料：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6 

□否  

 

  



37 
 

（二） 規劃設計階段 

1. 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組成說明 

本階段由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民翔生態公

司)及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禹安公司)辦理。 

(1) 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民翔生態公司，是由一群對自然生態環境持有熱誠、專業知

識及永續服務觀念的環境工作者所組成的公司，工作團隊說明如

下表。 

表11 民翔生態工作團隊組成說明表 

姓名/職稱 專長 學歷 勘查項目 

張集益 

總經理 

植物生態、景觀生

態、品保品管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士 

東海大學景觀研究所碩士

總管理與督導 

江東權 陸域動物 中興大學昆蟲研究所碩士
陸域生態調查及

棲地評估 

楊嘉仁 
動物生態、水域生

態 
中興大學昆蟲系學士 

陸域生態調查及

棲地評估 

古訓銘 
植物分類、水域生

態 
成功大學生物系碩士 

生物調查及棲地

生態評估 

梁毓儒 植物生態 中興大學昆蟲系學士 
生物調查及棲地

生態評估 

張宇豪 
水域生態、陸域動

物 

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

究所碩士 

水域生態調查及

棲地評估 

許書豪 水域生態 
台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

漁業科學系 

水域生態調查及

棲地評估 

(2)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本計畫專案工作小組，由禹安公司執業土木技師詹啟賢君擔

任計畫主持人，統籌推動執行整項工程；由禹安公司總經理莊文

南博士及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前副主任李訓煌擔

任協同計畫主持人，負責計畫工作之推動及工作協調，並與甲方

密切聯繫。工作團隊分為：基本調查及水理分析小組、景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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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生態檢核小組、工程設計小組、施工監造小組、協力廠商等五

組。專案組織架構如圖 14，工作分派如表 12。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
(后里)園區綠10-2溪畔景觀池工程

委託技術服務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調查及水
理分析小組

◆陳瑞宗
 王淑英
 溫祐霆
 吳季軒
 莊昱仁

計畫主持人
詹啟賢

(執業土木技師)

景觀設計暨生
態調查小組

民翔環境生態研

究有限公司

古昕平
 翁凱妮

工程設計小組

◆柯維欽
  林成翰
 王淑霞*  

協同計畫主持人
莊文南 博士  

測量、地質鑽
探小組

崧騰測量工程
有限公司

優美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施工監造小組

◆林宸亘
 劉嘉芳
 吳冠宏

*具有公共工程採購資格◆小組組長

協同計畫主持人
李訓煌

(行政 院農委 會特有 生物研 究保

育中 心前副 主任 )  

圖 14 本計畫專案小組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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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禹安公司工作團隊組成說明表 

組別 成員 工作內容 

計畫主持人 詹啟賢 

1.全權代表本專案小組執行委託服務
契約。 

2.負責本計畫工作之執行。 
3.召集相關之技術協商會議，並執行
決議。 

4.報告、文件及圖說之核定。 
5.負責監造督導及查核工作。 

協同計畫 
主持人 

莊文南 
1.協助計畫工作之推動。 
2.負責工作進度控制及專案小組內之

品質管理。 
3.報告文件及圖樣之審查。 
4.協助對外聯繫、協調工作。 

李訓煌 

基本調查及水理
分析小組 

陳瑞宗 
1.現地環境評估及資料蒐集。 
2.針對滯洪池進行環境背景調查(包

含用地、地下水位、滯洪量體規
劃、滯洪工法、出入流雨水下水道
及其管線調查作業。 

王淑英 

溫祐霆 

吳季軒 

莊昱仁 

景觀設計暨生態
分析小組 

古昕平 1.景觀及遊憩資源調查分析。 
2.景觀環境營造規劃設計。 
3.相關計畫競合分析。 
4.生態檢核相關工作 

翁凱妮 

工程設計小組 

柯維欽 1.基本設計、細部設計。 
2.辦理工程變更設計等事宜。 
3.其他配合細部設計必要辦理之事
項。 

4.協辦招標事宜。 
5 配合辦理地方說明會及審查會。 

林成翰 

王淑霞 

施工監造小組 

林宸亘 
1.負責審查施工廠商所提各項計畫並
監督其執行。 

2.履約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3.施工品質管理。 
4.定期召開工程協調會議 
5.督促施工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及
環境保護等工作。 

6.協調處理施工中之糾紛。 
7.申請電信、消防、電、水、污排等

管線埋設事宜。 

劉嘉芳 

吳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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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調查成果（109年3月2日~4日） 

(1) 水陸域植物 

植物共記錄 69 科 178 屬 210 種(含水生植物 21 種)，其中蕨

類植物有 8 種(佔 3.81%)，裸子植物有 4 種(佔 1.90%)，雙子葉植

物有 158 種(佔 75.24%)，單子葉植物有 40 種(佔 19.05%)。在生

長習性方面，草本植物有 103 種(佔 49.05%)，喬木類植物有 58 種

(佔 27.62%)，灌木類植物有 27 種(佔 12.86%)，藤本植物有 22 種

(佔 10.48%)。在屬性方面，原生種有 104 種(佔 49.52%)，特有種

有 5 種(佔 2.38%)，歸化種有 73 種(佔 34.76%)，栽培種有 28 種

(佔 13.33%)。植物名錄見附錄一，物種歸隸特性統計詳見表 13。 

表13 植物歸隸特性表 

歸隸特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單子葉植物 總計 

類別 

科數 7 3 49 10 69 

屬數 8 4 131 35 178 

種數 8 4 158 40 210 

生長習性 

草本 7 0 62 34 103 

喬木 0 4 49 5 58 

灌木 0 0 27 0 27 

藤本 1 0 20 1 22 

屬性 

原生 8 0 77 19 104 

特有 0 1 4 0 5 

歸化 0 0 58 15 73 

栽培 0 3 19 6 28 

稀特有種類調查中並未記錄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中訂定為野生稀特有之種類。屬於「2017 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

名錄」訂定之野生受脅種類記錄 1種，為國家易危(NVU)之光葉魚

藤，少量分布於鄰近區旱溝兩側的雜木林中。 

調查範圍內之特有種植物方面共記錄5種，分別為台灣肖楠、

內苳子、小梗木薑子(黃肉樹)、香楠、台灣欒樹，其中台灣肖楠、

內苳子、台灣欒樹 3 種皆屬於人為栽培物種，偶爾有少量種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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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成為小苗；其餘小梗木薑子(黃肉樹)、香楠等 2 種皆為自然生

長之野生物種，於全區各處之林下、灌叢經常可發現，數量亦相

當豐富。 

樹木調查全區並未記錄符合「台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

珍貴樹木，樹木清查共記錄 12 種 195 株樹木，樹木種類有小葉

桑、山黃麻、光臘樹(白雞油)、朴樹、相思樹、茄苳、香楠、無

患子、菲律賓饅頭果、黃花風鈴木、楝、樟樹。計畫區之樹種數

量統計如表 14，級距統計如表 15，各樹種之生長習性、移植難易

度及移植適期等資料如表 16，分布概況如圖 15，各樹木之編號、

名稱、座標、胸徑、分枝數及紀錄照片如附錄一附件九。 

表14 樹木樹種與數量統計表 

中名 數量(株) 中名 數量(株) 

樟樹 84 小葉桑 2 

光臘樹(白雞油) 59 山黃麻 1 

黃花風鈴木 24 茄苳 1 

相思樹 13 無患子 1 

朴樹 3 楝 1 

香楠 3 
總計 195 

菲律賓饅頭果 3 
 
 

表15 樹木胸徑級距與數量統計表 

胸徑級距(cm) 數量(株) 胸徑級距(cm) 數量(株) 

10≦Φ＜20 76 60≦Φ＜70 4 

20≦Φ＜30 41 70≦Φ＜80 1 

30≦Φ＜40 44 80≦Φ＜90  

40≦Φ＜50 23 90≦Φ＜100  

50≦Φ＜60 6 Φ≧100  
註：「Φ」為樹胸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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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樹木樹種生長習性表 

中名 學名 

落葉 
性質 

生長 
速率 

根系 
形態 

日照
需求

濕度
需求

土壤
質地 抗風性 耐修枝

移植 
難易度 

花
期 

果
期 

移
植
適
期 

常
綠

半
落
葉

落
葉

快
速

中
速

慢
速

淺
根

中
根

深
根

全
日
照

半
日
照

耐
陰
性

濕
生

中
生

乾
生

砂
質
壤
土

壤
土

黏
質
壤
土

強中弱強中弱難中易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   ●    ●  ● ● ● ● ● ●  3月-5月 10月-12月 3月-4月 

白雞油 Fraxinus 
griffithii 

●   ●     ● ● ● ● ● ● ●  ● 5月-6月 不定 4月-5月 

茄苳 Bischofia 
javanica  

 ●  ●    ●  ● ● ● ● ● ●  ● 4月-5月 9月-11月 3月-5月 

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i  

  ● ●    ●  ● ● ● ● ● ●  ● 4月-5月 9月-10月
12月- 

翌年2月

楝 Melia 
azedarach  

  ● ●    ●  ● ● ● ● ● ● ●  ● 3月-4月 10月-12月
12月- 

翌年2月

朴樹 Celtis sinensis    ● ●   ●  ● ● ● ● ● ●  ● 5月-6月 10月-11月
12月- 

翌年2月

黃花風鈴

木 
Tabebuia 
chrysantha  

  ● ●   ●   ● ● ● ● ● ●  ● 4月-5月 7月-9月 
9月- 

翌年5月

菲律賓饅

頭果 

Glochidion 
philippicum 
(Cavan.) C. B. 
Rob. 

●   ●    ●   ● ● ● ● ● ●  ● 4月-5月 9月-11月 3月-5月 

相思樹 Acacia confusa 
Merr. 

●   ●    ●  ● ● ● ● ● ● ●   5月-6月 10月-12月 3月-5月 

香楠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   ●    ●  ● ● ● ● ● ●  3月-5月 6月-8月 3月-4月 

小葉桑 Morus australis 
Poir. 

●   ●   ●    ● ● ● ● ● ●  ● 2月-4月 6月-8月 12月-2月

山黃麻 
Trema 
cannabina 
Lour. 

●   ●     ● ● ● ● ● ● ● ●   3月-5月 5月-8月 3月-4月 

前 7 項資料來源：種樹移樹基礎全書(李碧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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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計畫區之樹木分布概況 

(2) 陸域動物生態 

鳥類共記錄 7 目 17 科 24 種 134 隻次(表 17)，包括雉科竹

雞；鷺科的黃頭鷺、夜鷺、小白鷺、黑冠麻鷺；鳩鴿科的珠頸斑

鳩、紅鳩與野鴿；雨燕科的小雨燕；翠鳥科 的翠鳥；鬚鴷科的

五色鳥；八哥科的白尾八哥與家八哥；麻雀科的麻雀；卷尾科的

大卷尾；梅花雀科的斑文鳥；鴉科的樹鵲；燕科的洋燕；繡眼科

的綠繡眼；鵯科的紅嘴黑鵯與白頭翁；扇尾鶯科的褐頭鷦鶯；鶺

鴒科的白鶺鴒；鶇科白腹鶇。其中竹雞與白腹鶇為紅外線自動相

機所拍到，其餘為現地調查所發現。數量較多的物種為麻雀(18 隻

次)與白頭翁(15 隻次)，各佔總數量的 13.43%與 11.19%，皆常出

現農耕地、草地活動。記錄特有種包括五色鳥 1 種；特有亞種包

括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紅嘴黑鵯、白頭翁與褐頭鷦鶯等 6種。

未記錄到保育類鳥類。外來種(引進種)包括野鴿、白尾八哥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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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哥。 

哺乳類共記錄哺乳類 3 目 5 科 5 種 20 隻次(表 18)，包括尖

鼠科的臭鼩；鼴鼠科的台灣鼴鼠；蝙蝠科東亞家蝠；鼠科的溝鼠；

松鼠科的赤腹松鼠。數量較多的物種為東亞家蝠(14 隻次)，佔總

數量的 70.00%，常在傍晚時，聚集於草地、農耕地、空曠地的上

空或路燈旁飛行覓食。記錄特有種包括台灣鼴鼠 1 種。未記錄到

保育類。 

兩生類共記錄 1 目 3 科 3 種 12 隻次(表 19)，包括蟾蜍科的

黑眶蟾蜍；狹口蛙科的小雨蛙；叉舌蛙科的澤蛙。數量較多的物

種為黑眶蟾蜍(8 隻次)，佔總數量的 66.67%，常於水邊、農耕地

或草生的活動。未發現保育類、特有種與外來種兩生類。 

爬蟲類共記錄 1 目 2 科 3 種 9 隻次(表 20)，包括壁虎科的蝎

虎、無疣蝎虎；飛蜥科的斯文豪氏攀蜥。數量較多的物種為蝎虎

(5 隻次)，佔總數量的 55.56%，常於電杆、橋梁、住家等建物上

活動。特有種有斯文豪氏攀蜥 1 種，未記錄保育類與與外來種爬

蟲類。 

蝶類共記錄 1 目 5 科 8 種 36 隻次(表 21)，包括鳳蝶科的無

尾鳳蝶；粉蝶科的黑點粉蝶、紋白蝶；蛺蝶科的琉球三線蝶、黃

蛺蝶、樹蔭蝶；小灰蝶科的沖繩小灰蝶；弄蝶科的狹翅弄蝶。數

量較多的物種為紋白蝶(9 隻次)，佔總數量的 25.00%，紋白蝶的

幼蟲以十字花科植物為食。特有亞種包含黑點粉蝶、黃蛺蝶等 2

種。未發現外來種及保育類蝶類。 

(3) 水域生態 

魚類共記錄魚類 3 目 5 科 5 種 21 隻次(表 22)，包括鯉科的

羅漢魚；鰍科的泥鰍；花鱂科的食蚊魚；麗魚科的吳郭魚；鰕虎

科的極樂吻鰕虎等。歧異度指數為 0.65。數量較多的物種為吳郭

魚(8 隻次)，佔總數量的 38.10%。吳郭魚為 1946 年引進臺灣，爾

後放養至臺灣淡水域，現已遍布全台，影響臺灣溪流生態甚鉅。

調查期間記錄食蚊魚與吳郭魚等 2 種為外來種，未發現任何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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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保育類物種。 

底棲生物共記錄底棲生物 4 目 7 科 7 種 24 隻次(表 23)，包

括田螺科的石田螺；蘋果螺科的福壽螺；椎實螺科的臺灣椎實螺；

囊螺科的囊螺；蜆科的臺灣蜆；匙指蝦科的多齒新米蝦；溪蟹科

的黃綠澤蟹。歧異度指數為 0.64。數量較多的物種為多齒新米蝦

(13 隻次)，佔總數量的 54.17%。多齒新米蝦分布在稍具海拔的山

澗溝渠，或是水流速度較緩的小溪流中，喜好涼爽、流動且富於

溶氧的潔淨環境。調查期間未發現特有性與保育物種，而福壽螺

與囊螺等 2 種為外來種。 

蜻蜓成蟲共記錄蜻蜓成蟲 1 目 2 科 5 種 21 隻次(表 24)，包

括細蟌科的青紋細蟌；蜻蜓科的侏儒蜻蜓、杜松蜻蜓、霜白蜻蜓

與薄翅蜻蜓。歧異度指數為 0.50。數量較多的物種為薄翅蜻蜓(13

隻次)，佔總數量的 61.90%。薄翅蜻蜓分布廣，數量也多，而且活

動時間全年可見，是極為常見的蜻蜓。調查期間未發現特有性與

保育物種。 

水生昆蟲共記錄水生昆蟲 2科 2 種 5隻次(表 25)，包括蜻蜓

科的水蠆；水黽科的黽椿。歧異度指數為 0.42。數量較多的物種

為黽椿(4 隻次)，佔總數量的 80.00%，黽椿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

拔山區池塘或溪流等緩水域，分布廣，全年可見。調查期間未發

現特有性與保育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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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鳥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

有

性

保

育

等

級

遷移習性 

109.03.2-4

計畫

區 
鄰近

區

鵜形目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普  1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普/冬、稀/
過、稀 

 2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garzetta   留、普  3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留、普  2 
鴿形目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普 1 4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普 2 7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3 8 
雞形目 雉科 竹雞 Bambusicola thoracicus E  留、普  ＊

雨燕目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Es  留、普 3 6 

佛法僧目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留、普/過、不

普 
 2 

鴷形目 鬚鴷科 五色鳥 Megalaima nuchalis E  留、普  2 
雀形目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普 4 9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普  2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普 6 12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Es  留、普/過、稀 1 4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留、普  6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Es  留、普  1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普 4 9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留、普 2 6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Es  留、普  2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Es  留、普 5 10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Es  留、普  3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留、普/冬、普 1 1 
 鶇科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冬、普  ＊

7 目 17 科 24 種 8 種 0 種
種類合計(種) 11 24
數量合計(隻次) 32 102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97 1.24 
註 1：特有性之「E」代表臺灣特有種;「Es」代表臺灣特有亞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註 4：＊: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所拍到，不納入數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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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哺乳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

有

性 

保

育

等

級 

109.03.2-4

計畫

區 
鄰近

區

食蟲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2 
  鼴鼠科 台灣鼴鼠 Mogera insularis insularis E     1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5 9 
囓齒目 鼠科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1 1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1 

3 目 5 科 5 種 1 種 0 種 
2 5 
6 14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20 0.49 
註 1：特有性之「E」代表臺灣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表19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兩生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09.03.2-4
計畫

區 
鄰近

區 
無尾

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3 5 

  
狹口蛙

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1 

  
叉舌蛙

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1 2 

1 目 3 科 3 種 0 種 0 種 
2 3 
4 8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24 0.39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2：單位為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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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爬蟲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

有

性

保

育

等

級 

109.03.2-4 

計畫區 鄰近區

有鱗目 壁虎科 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2 3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1 2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E    1 

1 目 2 科 3 種 1 種 0 種 
2 3 
3 6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28  0.44 
註 1：特有性之「E」代表臺灣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表21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蝶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

有

性 

保

育

等

級 

109.03.2-4

計畫

區 
鄰近

區

鱗翅目 
鳳 蝶

科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1 

  
粉 蝶

科 黑點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Es 

 
  3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4 5 

  
蛺 蝶

科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1 1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Es  2 2 
    樹蔭蝶 Melanitis leda      1 

  
小 灰

蝶科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3 4 

  
弄 蝶

科 
狹翅弄蝶 Isoteinon lamprospilus formosanus     1 

1 目 5 科 8 種 2 種 0 種 
4 8 

10 18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56 0.81 

註 1：特有性之「Es」代表臺灣特有亞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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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魚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保育等級 109.03.3-4

鯉形目 鯉科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4 
  鰍科 泥鰍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2 
鱂形目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Ais   4 
鱸形目 麗魚科 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Ais   8 
  鰕虎科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 

3 目 5 科 5 種 0 種 0 種 
5 
21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65  
註 1：特有性之「Ais」代表外來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表23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底棲生物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保育等級 109.03.3-4

中腹足目 田螺科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2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Ais   3 
基眼目 椎實螺科 臺灣椎實螺 Radix auricularia    2 
  囊螺科 囊螺 Physa acuta  Ais   2 
簾蛤目 蜆科 臺灣蜆 Corbicula fluminea    1 
十足目 匙指蝦科 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13 
  溪蟹科 黃綠澤蟹 Geothelphusa olea E   1 

4 目 7 科 7 種 1 種 0 種 7 
24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64  
註 1：「Ais」代表外來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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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蜻蜓成蟲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保育等級 
計畫地

區 
鄰近地

區 

蜻蛉目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2 1 
  蜻蜓科 侏儒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1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3 
    霜白蜻蜓 Orthetrum pruinosum    1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4 9 

1 目 2 科 5 種 0 種 0 種 
3 4 
7 14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42  0.43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2：單位為隻次。 

 

表25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水生昆蟲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09.03.3-4

蜻蛉目 蜻蜓科 水蠆 Odonata sp.    1 
半翅目 水黽科 黽椿 Gerris sp.    4 

2 目 2 科 2 種 0 種 0 種 
2 
5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42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2：單位為隻次。 

3. 邀請關注地區生態議題之環境團體、專業人士交流 

套繪相關圖資本計畫位於石虎重要棲地範圍內，為使本計畫

在相關生態議題上更完善，本團隊分別於 109 年 3 月 17 日邀請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陳博士美汀現勘及 109 年 3 月 27 日至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拜訪楊主任嘉棟及著重石虎研究的林助理研究員

育秀。相關意見如表 26。關注團體照片紀錄如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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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關注團體意見彙整 

發言者 意見內容 

陳博士美汀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1. 依照周邊地理環境初步判斷，石虎主要棲地

應在於淺山地區，本基地屬於潛在棲地，因

鄰近都市及科學園區等人為已開發場域，依

照石虎習性最有可能活動區域會在旱溝排

水，該溪流環境為其主要遷移通道。 

2. 本河段溪流環境宜盡量保留原本之現況，應

設法減少工程可能干擾，如需考量防洪安

全，建議採取生態工法，例如使坡面緩坡

化、砌石、堤面覆土增加植被，並保留生物

通道。 

3. 不建議另行規劃設置生物通道，避免引導石

虎或其他生物動線至道路旁，增加路殺之可

能。 

4. 設計單位設計階段已將人與自然共存作為主

要設計理念，整體配置為人工硬體設計減

量，並儘量保留滯洪池內植被，並儘可能栽

種草類，依照植物特性移植喬木至旱溝排水

左岸，亦規劃長草區，形成自然綠帶，因而

認為其設計方向可行，冀望日後能確切落實

執行。 

楊主任嘉棟 

林助理研究員育秀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1. 根據提供照片，顯示溪流環境現況為安定狀

態，宜盡量保留原本之現況。 

2. 施工便道路線需妥善的規劃。 

3. 工法上的選擇，以低干擾、低破壞為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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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關注團體照片紀錄表 

109 年 3 月 17 日與美汀博士現勘照片 109 年 3 月 17 日與美汀博士現勘照片

109 年 3 月 27 日至特生中心訪談照片 109 年 3 月 27 日至特生中心訪談照片

綜上所述，核定階段生態檢核成果資料內容及 2 次訪談建議

意見結論如下: 

(1) 溪流環境現況為安定狀態，濱溪刺竹的不要擾動，宜盡量保

留原本之地貌，坡面緩坡化、砌石、堤面覆土增加植被，保

留原有生物通道。 

(2) 人工硬體設計減量，並儘量保留滯洪池內植被，儘可能栽種

草類，規劃長草區，形成自然綠帶。 

(3) 現地樟科（樟樹、香楠等）樹種移植後定植，維持現地種源，

使林地自然回復。 

4. 潛在生態課題評估 

(1) 潛在關注物種(石虎) 的保護 

計畫區雖未發現保育類動物，然依據「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

運用輸水工程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2019 年)，曾於計

畫區北側約僅 600 公尺之樹林發現石虎蹤跡。關注地區生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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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環境團體依照周邊地理環境初步判斷，石虎主要棲地應在於淺

山地區，本基地屬於潛在棲地，因鄰近都市及科學園區等人為已

開發場域，依照石虎習性最有可能活動區域會在旱溝排水，該溪

流環境為其主要遷移通道，因此，於工規劃設計及施工過程應降

低對旱溝排水溪流段的干擾。 

(2) 維持現地植被及旱溝排水濱溪植被帶的完整性 

工區位置緊鄰旱溝排水的竹闊葉混合林相對完整，已記錄到

香楠、土密樹、相思樹、苦楝、樟樹、小梗木薑子(黃肉樹)及朴

樹等喬木物種，且旱溝排水右岸臨溪側生長旺盛刺竹。綠 10-2 因

較少人為擾動，其上樹木生長較無阻礙，且植被逐漸演替為相對

豐富之低海拔次生林相。旱溝排水於 9K+900-10K+203 區段內，溪

流環境現況為安定狀態，植被完整，濱溪刺竹的不要擾動，宜盡

量保留原本之地貌，坡面緩坡化、砌石或堤面覆土以增加植被。 

(3) 水域生態環境的保護 

旱溝排水溪流底質多樣，應妥善維持區段內底質多樣性，提

供溪流生物多樣的棲息環境。減輕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對水

域生物棲地之擾動。 

(4) 景觀池邊坡綠化原則 

工程規劃設計需避免人工景觀植栽的設計，盡可能採取近自

然演替的方式復育棲地，視邊坡位置及土壤狀況，補植適合當地

環境的原生樹種，不僅能維繫當前棲地景觀，更可能成為區域植

物種源庫，積極強化周邊植被多樣性。 

計畫區內低漥地內樟樹胸徑大抵在 30 公分以上的數量多達

84 棵，未來勢必須要移植，移植的點位及移植前之前置作業均須

考量。倘若需栽植，亦需以現地樹木移植為最優先。此外，移植

樹木前，應先聯繫專業園藝、樹藝廠商尋求諮詢不同樹種之移植

注意事項、季節等資訊。 

(5) 環境教育活動可利用的空間 

水環境建設，有強化民眾親近自然環境之意義。綠 10-2 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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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池儼然是一座戶外教室，兼顧最大化蓄洪能力、維持現地生

態功能與地景自然性。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可朝向

環境教育場域規劃，提供園區與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間。 

5. 工程範圍及週邊區域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復育)對

象 

計畫區與鄰近區 200 公尺調查範圍雖未發現保育類動物，但

調查範圍內植物多達 210 種，且在低漥地生長的樟樹多為胸徑 30

公分以上的樹木，此為本計畫應保全之對象。 

另本計畫架設 3台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持續佈設 30 日，但僅拍

攝到鳥類，在低海拔淺山森林常見物種如鼬獾、白鼻心等均未發

現，顯示鄰近道路切割與樹林分佈不連續、上游旱溝溝渠化及人

為擾動等造成區內與鄰近區之野生動物多樣性低，因此亦未發現

石虎。 

6. 生態調查成果與文獻比較研析 

本計畫區域自 2005 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

里基地--后里農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2007 年易淹

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台中縣管區域排水旱溝排水系統規劃報

告」、「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書」(2019)至本計畫(2020)，相關生態調查成果除「大安大

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在下

城坡地樹林有發現石虎記錄外，其他個案記錄的陸域動物種類並

不多，水域生態在旱溝排水發現的物種與水質在上下游不同樣佔

有明顯差異，各案調查成果摘要如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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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本計畫生態檢核相關文獻摘要 

文獻名稱 調查範圍 調查頻度 成果摘要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

三期發展區(后里基

地--后里農場部分)

及周圍 500 公尺

(2005) 

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第三

期發展區(后

里基地--后

里農場部分 

2005 年 6 

月、8月各 1

次。 

陸域植物: 64 科 160 

屬 196 種。 

陸域動物:鳥種共計 17 

科 20 種 。兩棲類 3 

科 3 種及爬蟲類 3 科 4

種。哺乳動物 4 科 5

種。其中保育類記錄大

冠鷲及紅尾伯勞等 2

種。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理

計畫-台中縣管區域

排水旱溝排水系統規

劃報告(2007) 

擇旱溝排水

上、中、下

游共 9 個樣

站 

2007 年 8 

月 22~24 

日、12 月 

17~19 日各 1

次。 

陸域植物: 61 科 117 

屬 143 種    

陸域動物:鳥種共計 20 

科 38 種 。兩棲類 2 

科 3 種及爬蟲類 3 科 

3 種。哺乳動物 3 科 4 

種。 

水域生物: 魚類 5 科 8 

種(尼羅口孵魚、台灣石

魚賓、鯽、台灣馬口魚與

平頜鱲(溪哥)、食蚊 魚

(大肚魚)、孔雀魚與極

樂吻鰕虎等)，甲殼類 1 

科 1 種、軟體動物 8 

科 8 種及環節動物 2 

目 2 種。 

水質: 不同河段差異甚

大，從未/稍受汙染到輕

度汙染、中度汙染至嚴

重汙染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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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大甲溪水源聯

合運用輸水工程第二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2019)」溪水源聯

合運用輸水工程第二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2019)」 

於石岡壩至

鯉魚潭水庫

後池堰下游

引水口，於

后里下城有

一紅外線自

動相機佈設

點 

2018 年 6 月

~2019 年 5 月

於陸域動物調查樣線 4

與「旱溝排水水環境改

善計畫-中科后里園區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

距離最近，故取其調查

結果摘要如下： 

鳥類 8 目 21 科 34 種，

數量較多的物種為麻

雀、白頭翁、綠繡眼。

保育類記錄 1 種珍貴稀

有保育鳥類(大冠鷲)，1

種其他應予保育類鳥類

(鉛色水鶇)。 

  哺乳類 3 目 4 科 4

種，數量最多的物種為

東亞家蝠。 

  爬蟲類 1 目 2 科 3

種，數量最多的物種為

疣尾蝎虎。 

   兩棲類 1 目 4科 4

種，數量最多的物種為

澤蛙。 

   蝶類 1 目 4 科 26

種，數量最多的物種為

紋白蝶。。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

善計畫-中科后里園

區 10-2 溪畔景觀池

工程」(2020) 

  

  

計畫區及周

圍 200 公尺 

  

  

2020 年 3 月

2~4 日。紅

外線自動照

相機 2020 年

02 月 20 日~3

月 5 日。 

  

  

植物:69 科 178 屬 210 種

陸域動物:鳥種 6目 15

科 22 種，哺乳類 3 目 5

科 5 種，兩生類 1目 3

科 3 種，爬蟲類 1目 2

科 3 種，蝶類 5 科 8

種。 

水域生物: 魚類 3 目 5

科 5 種(羅漢魚、泥鰍、

食蚊魚、吳郭魚、極樂

吻鰕虎)，底棲生物 4 目

7 科 7 種，蜻蜓成蟲 1 目

2 科 5 種，水生昆蟲 2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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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種。 

7. 生態保育對策 

本案部分工程施工過程可能會對現地水陸域生態環境產生影

響，故本區相關工程可採行相關生態環境保育對策 

(研擬符合利他、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 

(1) 利他: 

本計畫為改善旱溝排水於洪峰期間可能溢流漫淹的問題，同

時營造景觀水池提供野生動物飲水、沐浴的友善空間，因此排水

護岸設計採緩坡覆土加高，以利動物穿越、攀爬。若對野生動物

不利的因子，則得以移除或改善。 

(2) 迴避: 

A. 計畫區內現有樹木位置儘量予以保留，維持現地種源，使

林地自然回復。 

B. 旱溝排水濱溪環境現況為安定狀態，濱溪之刺竹林不加

以擾動，維持原本之地貌。 

(3) 縮小: 

縮小景觀池工程範圍與水泥構造量體，維持工區現地植被（包

括濱溪刺竹叢）的完整性，且不減損預計滯洪能力。 

(4) 減輕： 

A. 計畫區內緊鄰旱溝排水的竹林闊葉樹混合林相對完整，

景觀池設置基地上，現有樹木若無法迴避時，將採取減輕

對策，如移植。在移植樹木前，應先聯繫專業園藝、樹藝

廠商尋求諮詢不同樹種之移植技術及相關注意事項等資

訊。 

B. 施工便道及臨時置料區使用既有道路及裸露空曠處(低

度敏感區域或人為干擾區域)，另設置保護緩衝帶，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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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機具不得超越此線，以減輕工程對旱溝排水濱溪植

群之干擾，以維護既有濱溪環境。 

C. 針對野生動物主要食物來源-鼠類等不進行滅鼠等作為，

以及禁用化學肥料及除草劑。 

D. 因野生動物進入基地可能的時間應在夜間，故夜間不施

工，以減少影響野生動物活動行為。 

(5) 補償:  

A. 栽植原生適地適種物種，以增加地區植物多樣性。因此未

來植栽可考量生態功能，如誘鳥、誘蝶植物，以作為補償。 

B. 綠 10-2 溪畔景觀池儼然是一座戶外教室，兼顧最大化蓄

洪能力、維持現地生態功能與地景自然性。將來配合多樣

適地原生植物營造，可朝向環境教育場域規劃，提供園區

與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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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整體規劃設計 

依據水利法第 83-2 條，為因應氣候變遷及確保既有防洪設施

功效，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淹水潛勢、都市發展程度及重大建設，

公告特定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為逕流分擔實施範圍，主

管機關應於一定期限內擬訂逕流分擔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公告後實施。 

本計畫區域雖非主管機關公告逕流分擔實施範圍， 但因本計

畫下游區域屬於都市發展程度較高區域，雖非公告範圍但若可以

增加基地保水強度，對於整體都市計畫區洪災潛勢降低具有幫助。 

爰此本計畫以增設減洪設施的概念以收納旱溝排水以往造成

下游后里市區溢淹之洪峰水量，並以下游護岸不進行改建的(后里

市區改建不易)前提下，透過設置 10-2 溪畔景觀池，提升后里市

區之防洪能力，達到旱溝排水集水區內逕流分擔成效。 

(1) 水文分析檢討 

A. 逕流量估算 

本計畫用地面積約為 1.06 公頃，溪畔景觀池將採開放型式，

規劃設置溪畔景觀池面積約為 0.6 公頃，池底高程約為 EL.240.0m，

蓄水時最大池深約為 4.0m，標準體積約為 1.55 萬立方公尺，由

演算之模擬成果(旱溝排水逕流歷線詳圖 16 所示)，分攤後之溪畔

景觀池下游旱溝排水渠道之尖峰流量由84.42cms降至73.40cms，

可削減洪峰流量約為 11.02cms。相關溪畔景觀池 H-A-V 曲線表如

表 29，H-A-V 曲線如圖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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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旱溝排水逕流歷線逕流分攤前後比較圖 

表29 溪畔景觀池H-A-V曲線表 

高程
(EL.m) 

有效水深
(m) 

蓄水面積
(m2) 

蓄水體積
(m3) 

累積蓄水體積
(m3) 

備註 

244.00  4.00  5,907 5,154 15,474 景觀池池頂高 
243.00  3.00  4,401 4,169 10,320   
242.00  2.00  3,936 3,583 6,152   
241.00  1.00  3,230 2,569 2,569   
240.00  0.00  1,907 0 0 池底高程 

圖 17 溪畔景觀池 H-A-V 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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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設計構想原則 

隨著都市發展擴張，人造空間取代了原本水道的空間，城市

的不透水面積增加導致淹水議題上升。為了改善下后里地區淹水

問題，擬於都市計畫綠 10-2 用地新建「溪畔景觀池」，面積約為

1.06 公頃，期能階段性舒緩旱溝排水洪峰之作為。 

在符合防災治理原則下，將既有自然林群透過重新組合排列

方式，區分出兩大空間，其一為提供逕流分擔之多功能使用空間，

運用儲水、透水、保水及水共存概念，透過近自然工法融入環境

規劃設計中，將水域休憩空間賦予人本與多功能使用機能，其二

為連結周邊自然及人文環境的廊道，規劃綠地、林、綠帶、複層

林，保留基地既有之大樹及植物，除調節都市內微氣候、創造動

植物棲地、減碳、增加地表水滲透與循環，創造人與動植物皆能

自在共存的環境場域。 

9. 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綜合上述保育對策，溪畔景觀池空間營造構想圖詳圖 18。整

體平面願景圖詳圖 19。 

(1) 施工動線規劃 

本計畫旱溝排水濱溪環境現況為安定狀態，濱溪之刺竹林不

加以擾動，然部分工程施工過程仍可能會對現地水陸域生態環境

產生影響，為減輕施工過程對濱溪之刺竹林造成影響，故於設計

階段繪製施工便道及保護緩衝帶以供參考，如圖 20，施工階段機

具不得超越此線，以減輕工程對旱溝排水濱溪植群之干擾，以維

護既有濱溪環境，並規定承包廠商開工前須提送適宜之施工動線

計畫，經由本局及監造單位許可後，方可進場施作。



62 
 

 
圖 18 溪畔景觀池空間營造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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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整體平面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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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施工便道平面配置圖 



65 
 

(2) 植栽計畫 

植栽種植原則依空間分類，依據空間屬性及需求不同配置，

配合現況生長良好之植栽多以保留及現地移植為原則。本計畫區

預定開發之區域中亦無達到前省農林廳＜加強珍貴老樹及行道樹

保護計畫＞所設標準之珍貴老樹，其條件為樹胸高直徑 1.5 公尺

以上者(樹胸圍 4.7 公尺以上者)，樹齡 100 年以上，特殊或具區

堿代表性之樹種等條件之一者，或是珍稀樹種。 

經由現場調查統計資料評估配合植物生態習性及溪畔景觀池

工程等考量因素，需原地保留(保護)樹木，共計 88 株，移植樹木

之胸高直徑小於 10 公分的有 44 株；胸高直徑大於 10 公分且小

於 20 公分的有 29 株；胸高直徑大於 20 公分且小於 30 公分的有

13 株，胸高直徑大於 30 公分的有 9株，共計 95 株，移除樹木共

計 17 株，總調查樹木總數合計 210 株，常見樹種計 12 種，大多

數為樟樹、光臘樹(白雞油)、黃花風鈴木、相思樹及香楠等樹種。

針對上述調查樹木處理方式，詳如圖 21 及附錄 1(P56~P59)。因

基地為石虎潜在棲地，原則上最好長草區儘最大可能予以保留，

不加破壞。大樹設法予以留存，不加移植 ; 如工法確實無法保

留，必須移植則移至景觀洪池之堤岸，並真正做好移植措施。 

根據現場植栽狀況，針對原地保留、移植及移除原則如下： 

A.胸徑 10 公分～30 公分以上的健康植株，將優先原地保留，

其次為移植至本工區範圍內其它需要樹木之位置使用。 

B.建議移除次生林先驅植物，如血桐、構樹、小葉桑、山麻

黃、相思樹，其次為樹形不佳之樹種。 

C.胸徑10公分以下及生長狀況羸弱、帶病、樹形不佳之植株，

建議在施工前清除。 

D.建議非移植樹種於施工時直接清除不予以保留；而環境調

查範圍內有「蔓澤蘭」之具強勢生長特性的外來物種，因此不建

議本工程進行綠資材回收等相關作業。 

E.既有植栽種植及移植作業應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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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規範第 0902 章「植栽種植及移植」及第 02905 章「移植」之規

定，包含施工計畫、進場前準備作業、現場種植及養護工作等，

配合現地不同的情況進行適當的調整，妥善的完成新植、移植之

種植工作。 



67 
 

圖 21 拆遷及現有樹木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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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態檢核原始資料 

表30 生態檢核自評表（規劃設計階段）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

（后里）園區綠10-2溪畔景觀池工程 設計單位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預計於109年1月開始進行規劃設計、

110年2月完工驗收 
監造廠商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尚未發包 

基地位置 

地點：台中市后里區義里里、后里里

TWD97 座 標 X ： 222845.17 Y ：

2689906.86 

工程預算/經

費（千元）

63,400仟元    （預估） 

工程目的 

本案目標為綠化旱溝排水水環境，促進地方觀光產業並打造優質的生活環境，並

打造生態教育園區，塑造城市新風貌。本計畫主要研擬新設溪畔景觀池等方案，

綠化環境外，同時可承容極端降雨，以達到逕流分擔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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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目標為綠化水環境，營造生態教育園區，導入符合在地人需求之場

所並兼顧優良自然生態之水域環境規劃。計畫維持現地生態功能與地景自

然性，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提供園區與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

學習的教育場所。主要研擬新設溪畔景觀池等方案，除了綠化環境外，同

時可承容極端降雨，以達到逕流分擔之精神。 

 本溪畔景觀池用地屬於中部科學（后里）園區內綠地，變更用地內容所需

環差分析，已於民國108年3月28日經環保署核定通過。此外，中部科學園

區管理局已承諾綠10-2土地提供予臺中市政府於本案使用。 

 查最新溪畔景觀池規劃簡圖，面積約1.18公頃，採寬高比2:1邊坡設計。

邊坡與池底部分區域綠化、部分區域興建水泥結構物（圖1）。另依中科

后里園區第二次環差分析說明書，綠10-2土地在溪畔景觀池外剩餘面

積，將補植喬木以增加綠地功能。 

 查現有規劃圖樣，目前規劃溪畔景觀池工程內容除開挖土方外，尚包括

生態景觀空間、入流工、出流工等（如下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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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基

本

資

料 

 

 

 

圖1. 溪畔景觀池規劃簡圖                圖2. 溪畔景觀池工程結構簡圖 

預期效益 

 若溪畔景觀池內能以最大化植生面積為規劃方向，妥善調整溪畔景觀池邊

坡、池底、濱溪植被、綠10-2剩餘土地等綠帶的施作方式，保留、移植既

有植被，並以后里地區低海拔原生樹種如石朴（Celtis fomosana）、土密

樹（Bridelia tomentosa）、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 ）、紅楠（Machilus 
thunbergii）、香楠（Machilus zuihoensis）、水柳（Salix warburgii）、
山芙蓉（Hibiscus taiwanensis）等進行喬木補植。將可成為周邊空間如

綠10-1、旱溝左岸雜木林與農耕地之喬木種源庫，豐富區域木本植物多樣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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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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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區位於台中科學園區「園區專用區」綠10-2用地。工區近鄰

土地為都市計畫區（農業區）、都市計畫區（乙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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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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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虎                                   □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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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於核定現勘中尚未調查到重要關注物種。但需注意以下生

態議題： 

5. 工區位置緊鄰旱溝的竹闊葉混合林相對完整，已記錄到香

楠、土密樹、相思樹、苦楝、樟樹、小梗木薑子、朴樹等喬

木物種，且旱溝右岸臨溪側旺盛生長刺竹。觀察2011年至今

之衛星影像（歷史衛星影像請見本生態檢核附表 P-01），

可知本案所在區域內，除綠10-2工區、及鄰近之綠10-1土地

外，綠地面積因開發行為而減少。綠10-1、10-2兩筆土地，

則因較少人為擾動，其上樹木生長較無阻礙，且植被逐漸演

替為相對豐富之低海拔次生林相。本案內溪畔景觀池開挖，

將影響綠10-2之次生林、以及具有固岸功能之濱溪刺竹叢，

需妥善考量生態保育對側與設計規劃細節。 

6. 旱溝於9K+900-10K+203區段內，濱溪植被完整，且溪流底質

多樣，包括粗細礫石、泥沙等，提供溪流生物多樣的棲息環

境。現勘中亦記錄到弓背細蟌、短腹幽蟌、紫紅蜻蜓、蹼脛

琵蟌等蜻蛉目物種，說明本工區旁旱溝區段能作為部分水

生昆蟲之棲地。若後續工程規劃有需要針對旱溝本區段進

行施作，應妥善維持區段內底質多樣性，並減輕工程規劃、

施工對水域生物棲地之擾動。 

7. 套疊工區範圍與周邊綠地，均位於姜博仁等於2015年硏究

定義之「石虎重要棲地」範圍內。顯示於工區周邊3.5公里

範圍內，曾有石虎出沒的影像或目擊記錄。本案若進入規劃

設計階段，需審慎考量此地保育類野生動物出現之可能性

高，並通盤考量溪畔景觀池設置、施工過程中對於野生動物

造成之影響。 

8. 溪畔景觀池工程規劃需注意動物移動議題，包括避免魚類

於洪水後進入溪畔景觀池內無法脫出，以及檢討溪畔景觀

池的設計對於動物在池內移動之影響等。更特別要注意，因

溪畔景觀池鄰近后科南路，實不宜譲野生動物有機會經由

溪畔景觀池緩坡移動到近馬路側，恐增加野生動物路死事

件發生風險。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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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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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

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摘錄 108 年核定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后里農場部

分）開發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1. 縮小：本案於 103 年之規劃草案，係以后里園區之綠 10-

1、綠 10-2 等二塊緊鄰之園區用地，規劃為上、下溪畔景觀池。

然本區位於后里園區內，受園區開發計畫之環境影響評估內，

需符合環評做出之維持園區內綠地比例結論，故取消綠10-1的

溪畔景觀池規劃。 

2. 減輕：依據環保署 108 年 3 月 28 日核定之中科后里園區第

二次環差分析說明書，本案於 103 年之規劃草案，設計溪畔景

觀池為直立式 RC 護岸，後因需維持綠 10-2 之綠地景觀，將護

岸類型由直立式 RC 護岸改為寬高比 2:1 之緩草坡。 

3. 補償：依據環保署 108 年 3 月 28 日核定之中科后里園區第

二次環差分析說明書，本案目前規劃於綠 10-2 內，興建溪畔

景觀池後剩餘之土地、以及緩坡溪畔景觀池岸（包括沿后科南

路側與沿旱溝側），補植喬木約 251 株，以為綠化。 

參考於 108 年 9 月 5 日進行之關注 NGO 現勘結論，與其後得

悉之本案最新規劃簡圖。生態檢核團隊建議主辦機關考慮以

下生態保育策略： 

1. 減輕：建議取消溪畔景觀池內四周及底部的人工鋪面（包

括但不限水泥、PU 等材質）及休閒設施規劃，維持溪畔景觀池

緩坡綠帶及底部自然的底質，以發揮滯洪、涵養地下水源之功

能。 

2. 補償：避免人工景觀植栽的設計，盡可能採取近自然演替

的方式復育棲地，視邊坡位置及土壤狀況，補植適合當地環境

的原生樹種如石朴（Celtis fomosana）、土密樹（Bridelia 

tomentosa）、樟樹（Cinnamomum camphora ）、紅楠（Machilus 

thunbergii）、香楠（Machilus zuihoensis）、水柳（Salix 

warburgii）、山芙蓉（Hibiscus taiwanensis ）。不僅能維繫

當前棲地景觀，更可能成為區域植物種源庫，積極強化周邊植

被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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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迴避：旱溝排水 10K+203-9K+950 間（即本案工區旁河段），

仍保有潭與湍瀨等多樣自然的溪流環境，也有原生淡水魚類棲

息，應積極保護此河段的自然狀態、避免污染水質，並減輕工

程規劃、施工對水域生物棲地之擾動。 

4.  補償：建議本案應兼顧最大化滯洪能力、維持現地生態功

能與地景自然性。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可朝向環

境教育場域規劃，提供園區與周邊民眾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

間。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本案為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執行經費來自「縣市管河川

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之「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

109 年度）」，依據計畫核定內容，執行基本資料收集、水、陸

域生態調查、民眾參與現勘等工作項目。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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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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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9月5日邀請關注本地之 NGO 團隊現勘預定

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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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開放工程範圍 KML 檔、

高解析正射影像、現勘棲地照片、現勘動植物名錄等生態檢核

成果資料： 

https://data.depositar.io/en/dataset/2019-wrs-tc-006 

□否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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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生態調查團隊-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基本資
料蒐集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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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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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石虎:(依據「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第二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2019年)，在計畫區北側
約僅600公尺之樹林發現蹤跡。惟本計畫調查尚未發
現石虎。 

(2)低窪地大徑木樟樹群。 
□否 



 

73 
 

三、生
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方
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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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迴避: (1)旱溝排水濱溪環境現況為安定狀態，濱溪刺

竹的不要擾動，保留原本之地貌。(2)現有樹木位置
儘量予以保留，維持現地種源，使林地自然回復。 

2.縮小: 縮小景觀池工程範圍與水泥構造量體，維持工
區現地植被（包括濱溪刺竹叢）的完整性，且不減損
預計滯洪能力。 

3.減輕：(1) 現有樹木若無法迴避時，勢必須採取減輕
對策，如移植。(2) 施工便道及臨時置料區使用既有
道路及裸露空曠處(低度敏感區域或人為干擾區域)，
設置保護緩衝區帶，施工階段機具不得超越此線。
(3) 針對野生動物主要食物來源-鼠類等不進行滅鼠
等作為及禁用化學肥料及除草劑。(4) 夜間不施工，
減少影響野生動物活動行為。 

4.補償: (1)補植原生適地適種物種，以增加地區植物多
樣性。因此未來植栽可考量生態功能，如誘鳥、誘蝶
植物，以作為補償。(2) 綠10-2溪畔景觀池儼然是一
座戶外教室，兼顧最大化蓄洪能力、維持現地生態功
能與地景自然性。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
可朝向環境教育場域規劃，提供園區與周邊民眾親近
自然與學習的空間 

□否 
四、民
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
見? 

▉是  
1.(109年3月17日邀請台灣石虎保育協會陳博士美汀現

勘)。 
2.(109年3月27日至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拜訪楊主任嘉

棟及著重石虎研究的林助理研究員育秀)。 
□否 

規

劃 

階 

段 

五、資
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於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開放生態保
育措施計畫書。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10-2 
□否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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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生態調查團隊-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 
□否 

二、 
基本資
料蒐集
調查 

生態保育措
施及工程方
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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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資
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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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開放生態保
育措施計畫書。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10-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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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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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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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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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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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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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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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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4. 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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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民眾與關心相之民間

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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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
益 

生態效益評
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

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

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
開 

監測、評估
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四、 工作內容 

（一） 生態保育措施工作項目 

1. 設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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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旱溝排水濱溪環境現況為安定狀態，濱溪刺竹的不要擾動，

保留原本之地貌，為改善旱溝排水於洪峰期間可能溢流漫淹

的問題，同時營造景觀水池提供野生動物飲水、沐浴的友善

空間，因此排水護岸設計採緩坡覆土加高以利動物親水或穿

越、攀爬。 

(2) 計畫區內現有樹木儘量予以保留，若無法迴避時，採取如移

植等減輕對策，並編列相關經費在工程開工前，承包廠商須

先針對現場樹木調查，提送移植計畫並應先聯繫專業園藝、

樹藝廠商尋求諮詢不同樹種之移植技術及相關注意事項等資

訊。 

(3) 在不減損預計逕流量分擔能力下，除出、入流工及受水流衝

擊處外，減少水泥構造量體，另為維持工區現地植被（包括濱

溪刺竹叢）的完整性，縮小景觀池範圍。 

(4) 栽植原生適地適種物種，以增加地區植物多樣性。如誘鳥、誘

蝶植物，以作為補償。 

(5) 綠 10-2 溪畔景觀池儼然是一座戶外教室，兼顧最大化蓄洪能

力、維持現地生態功能與地景自然性。將來配合多樣適地原

生植物營造，可朝向環境教育場域規劃，提供園區與周邊民

眾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間。 

2. 施工階段: 

(1) 現有樹木若無法迴避時，須採取移植減輕對策，在移植樹木前，

應先聯繫專業園藝、樹藝廠商尋求諮詢不同樹種之移植技術及

相關注意事項等資訊。 

(2) 施工便道及臨時置料區使用既有道路及裸露空曠處(低度敏

感區域或人為干擾區域)，另設置保護緩衝帶，施工階段機具

不得超越此線，以減輕工程對旱溝排水濱溪植群之干擾，以

維護既有濱溪環境。 

(3) 針對野生動物主要食物來源-鼠類等不進行滅鼠等作為及禁

用化學肥料及除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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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夜間不施工，減少影響野生動物活動行為。 

（二） 生態保育對策之執行方式與調整 

1. 濱溪刺竹叢保護 

濱溪刺竹不要擾動，保留原本之地貌，另於景觀池下挖最外

圍，堤面覆土加高(如圖22)，以利動物親水或穿越、攀爬。 

2. 樹木保留及移植 

欲保留及移植之樹木清楚標示於工程圖說中，開工前現場以黃

色警示帶圈圍，並向施工人員宣導，避免施工車輛及機具誤傷

林木樹冠層及夯實土壤，影響林木正常生長。在工程開工前，

承包廠商需先針對現場樹木調查，提送移植計畫並應先聯繫專

業園藝、樹藝廠商尋求諮詢不同樹種之移植技術及相關注意事

項等資訊。 

3. 植生草種與苗木 

於工程完工後儘速栽植原生或不具入侵性草種，加速植生恢

復，進而提供小型動物利用之微棲地。景觀營造樹種以原生種

為優先，並以複層形式施作，並以當地原生適地適種物種優

先。包括：石朴、土密樹、樟樹、紅楠、香楠、水柳、山芙蓉

等。此外，栽植樹木時建議營造具有垂直結構分化的林相，以

利各種生物利用棲息，最大化綠化工作的生態效益。 

圖 22 堤面覆土加高標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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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施工階段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整體施工過程應以維持原有棲地環境為原則，減輕工程對生態

環境及保全對象之衝擊，避免過度擾動當地生態系統。為避免施工

過程中生態保護目標及環境友善措施遭破壞或未確實執行，未來工

程發包後，應事先擬定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承攬廠商填寫）及環

境友善抽查表（監造廠商填寫），定期追蹤生態保全對象及棲地現況，

若有生態異常狀況可第一時間進行處理，並擬定後續解決對策。 

本案施工過程若發現現場生態環境受工程作業影響，而產生傷

害時，應立即停止施工作業，並報請相關權責單位研議對策。如發

生水體汙染(顏色變異、異味等)，或大量魚群暴斃情況發生，除通

報相關單位外，第一時間亦須將環境狀況記錄下來(拍照、錄影等)，

另需採集異常水體約 2 公升以上，或是打撈暴斃之魚體，以利後續

檢測，並釐清相關責任。如非為主責單位，則函轉相關單位處理，

並由施工廠商或輔導單位填寫生態檢核異常表（附錄 2），並持續追

蹤與檢討。 

（四） 後續維護管理（生態效益評估、資訊公開、維管方式） 

1. 生態效益評估 

透過基地內棲地多樣性的營造，提供不同類群生物能利用的棲

地，豐富區域生物多樣性。未來可執行監測作業，以瞭解關注物種

(石虎)是否有在此棲留情況，另也可以利用各指標類群(如鳥類、蝶

類、蜻蛉類及兩棲類等) 作為對應各類棲地環境品質是否有提升的

評估對象，以各類群動物的種類、隻次及多樣性指數來進行比較分

析，若各項數值在施工後均有持續提升，則表示計畫中所的營造項

目有正向的生態效益。 

2. 資訊公開 

本計畫相關資訊公開方式預計將以網路新聞、各大媒體報紙、

網路(如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網頁最新消息)及社群(如臉書水利大台

中等)，由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發佈本計畫相關資訊及辦理情形。 

3. 維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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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整理強度分區分級： 

生態敏感區在臨后科南路休憩步道之環境整理及除草頻率提高，

而在次生林區塊則減少維護頻率，草叢亦減少擾動，維持其粗放自

然狀態。 

(2) 維護管理分工運作： 

為能更了解本計畫不同類群生物是否有在此棲留情況或有無繁

殖行為作為評估項目之一，於後續維管編列相關經費進行監測，作

為對應各類棲地環境品質是否有提升的評估對象，以各類群動物的

種類、隻次及多樣性指數來進行比較分析，若各項數值在施工後均

有持續提升，則表示計畫中所的營造項目有正向的生態效益。後續

水域將於旱溝上游增加測站,陸域則於綠帶廊道增加佈設紅外線自

動相機。 

機關將每年度編列維管經費及訂定合理之維護管理計畫，進行

環境整理、維護及監測作業，達成環境監控、空間使用之安全，與

提升環境品質及舒適度之目標。 

A、委外管理維護：將計畫區內各項環境整潔美化工作項目透過

公開招標的方式委託民間辦理定期維護。 

B、認養機制推動：為能促使計畫區未來環境品質之維持，部分

管理維護工作可委託民間認養，交由附近社區居民定期進行巡守及

設施維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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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作期限與分項工作進度：  

 

六、 預期成果及效益 

本計畫完工後不僅可成為生態景觀教室，也可以降低周邊環境淹水

風險，並預期達到下列目標及效益： 

（一） 排水路兩岸綠美化植栽應選擇本土性植物及長草類植物，

不僅可作為鳥類及昆蟲類之食物來源，並可提供石虎可能

利用之棲地環境。 

（二） 導入優良自然生態之水域環境規劃，維持園區生命鏈正向

循環，提供多樣性生態空間作為生態景觀教室、環境教育

的場所。 

（三） 園區藉由種植不同季節的開花植物，增加地方環境的色彩

度，另選取適合位置設置休憩平台或活動空間，打造一條

能夠讓民眾親近水藍水綠交織之生態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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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階段（210）

驗收結算（30）

工作項目及天數
109年 110年

勞務招標(30)

規劃設計（120）

工程招標（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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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錄： 

（一）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10-2溪畔景

觀池工程生態檢核報告(109.5) 

（二）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三） 縣市政府審查情形 

（四） 民眾參與、工作坊及工作說明會會議紀錄 

 





 

 

 

 

 

 

 

 

 

 

 

 

附錄 1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
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生態檢
核報告(109.5)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科后里園區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生態檢核報告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委辦)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5  月 1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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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地點與環境現況概述 

本計畫範圍位處台中市后里區義里里，主要聯外道路為后科南路，如圖 1-1。

檢核調查範圍為計畫區及鄰近區周圍 200 公尺，海拔高度約為 245~250 公尺，屬

夏雨型氣候，天然林帶屬榕楠林帶。基地內植被多人工所栽種，主要包括樟樹、

台灣光臘樹(白雞油)等，其中樟樹分佈在凹地，鄰近區植被受中科園區開發所影

響，自然度較高處集中在基地東側，自生型喬木包括小桑樹、構樹、楝樹、相思

樹等先驅植物。而植被與土地利用情形影響野生動物的分佈，於此區域出現的鳥

種包括白頭翁、樹鵲、五色鳥、珠頸斑鳩、白尾八哥、紅嘴黑鵯、麻雀、小白鷺、

夜鷺等。哺乳類以赤腹松鼠較常見，而依據「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2019 年)，石虎發現位置在計畫區北側約僅 600

公尺之樹林(詳圖 1-2)。在旱溝排水，因水質尚稱乾淨，因此有台灣石魚賓及台灣

鬚鱲等發現記錄，蜻蛉目物種亦不少。 

生態氣候參考台中氣象站資料，顯示近十年 (2009~2018)當地年均溫為 

23.9℃，平均氣溫最冷月份為 1 月(平均氣溫為 16.8℃)，最暖月份為 7 月(平均氣

溫為 29.0℃)；雨量方面，本區域雨量主要集中在 4~9 月，而 10 月至隔年 2 月雨

量則較少，平均年雨量為 1703.8mm。依 Walter & Breackle(2002)之方法繪製生態

氣候圖如圖 1-3。 

 

圖 1-1、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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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20.02.01 

 

圖 1-2、本計畫鄰近區相關文獻記錄石虎出現位置圖 

 

圖 1-3、2009~2018 年台中氣象站生態氣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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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範圍、樣線與樣站      

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1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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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時間 

本計畫生態調查包括紅外線自動相機佈設及現地調查，前者自民國 109 年 2

月 20 日至今(3/5)，3 台累計時間為 933 小時。現地調查時間為 109 年 3 月 2-4

日，依據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之季節劃分屬於冬、

春季二季。 

三、 生態檢核流程與調查方法 

本計畫生態調查項目針對陸域生態(陸域維管束植物、鳥類、哺乳類、兩生類、

爬蟲類、蝶類)、水域生態(魚類、底棲生物(蝦、蟹、螺、貝類)、蜻蜓成蟲、水

生昆蟲，紅外線自動照相機則於現場(詳圖 1-4)預計連續佈設 1 個月。生態調查

範圍為為計畫區及鄰近區周圍 200 公尺，水域樣站為旱溝排水一樣站，旱溝排水

前段的兩岸為草生土堤，後段為水泥化溝渠，水域型態為深潭、緩流與淺瀨，行

水區底床多為卵石與礫石，周邊以農耕地、次生林、竹林、公園、廠房與道路為

主(圖 1-4)。 

(一)、生態檢核流程 

本計畫為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設計案，因為過去於附近 2 公里範圍

有發現瀕臨絕種一級保育類石虎的出現記錄，因此於生態檢核時，除現地調

查外，亦會進行相關關注物種之資料蒐集，相關作業流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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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生態檢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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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陸域植物調查方法 

1. 物種組成 

維管束植物種類調查配合陸域動物調查樣線進行，調查中發現的種

類以現場記錄、拍照、攜回枝條等方式鑑定，並依類別(科、屬、種)、

生長習性(草本、喬木、灌木、藤本)、屬性(原生、特有、歸化、栽培)

將各種類分類。植物名稱及名錄主要依據「Flora of Taiwan 2nd」、「台灣

原生植物全圖鑑」、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灣野生植物資料庫」、

「Flora of China」、「The Plant List」為主。此外並針對水生植物做調查，

由於水生植物之界定不易，本計畫以「台灣水生植物圖誌」作為水生植

物的界定依據。 

2. 稀特有種類 

依據植物調查結果，並參照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與

「2017 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所附之台灣地區稀特有植物名

錄，確定稀特有種之狀況及歸納稀有等級，並進一步調查族群大小、分

布狀況、生存壓力及復育可行性。文中僅列出野生種，若為人工植栽，

則不特別列出。 

3. 珍貴樹木 

依「台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規範，樹齡 100 年以上或自地表

算起 1.3 公尺處之闊葉樹樹徑達 80 公分以上(已分枝者，取分枝中之最

大值)，或具有其他保存價值之樹木，屬珍貴樹木。調查期間針對符合

規範之樹木，以 GPS 於地圖上標示其位置外，並量測其樹高、樹徑、

冠幅並拍照。 

4. 樹木清查 

(1)目標樹木 

針對計畫區內胸徑 5 cm 以上之喬木，測量胸徑、定座標、掛

編號名牌、拍攝照片，並繪製樹木分布圖；竹類等不具移植效益之

植栽等不列入調查範圍內。 

(2)編號方式 

每一目標樹木給予三碼數字的格式，例如「001」。 

 

(三)、陸域動物調查方法 

1 .鳥類 

鳥類以沿線調查為主，於區內及鄰近區劃設樣線，以每小時 1.5 公

里的步行速度前進，輔以 10 × 42 雙筒望遠鏡進行調查，調查估計範圍於

小型鳥類約為半徑 50 公尺之區域，大型鳥類約為半徑 100 公尺之區域，

記錄沿途所目擊或聽見的鳥類及數量，如有發現保育類或特殊稀有種鳥

類，以手持GPS進行定位。調查時段白天為日出後及日落前 3 小時內完

成為原則，夜間時段則以入夜後開始，調查時間為 3 個小時。鑑定主要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檢核報告 

7 
 

依據蕭木吉(2014)所著「台灣野鳥手繪圖鑑」。 

2 .哺乳類 

哺乳類主要以樣線調查法、捕捉器捕捉法、超音波偵測儀、紅外線

自動相機及訪問調查為主。樣線調查是配合鳥類調查路線與時段，以每

小時 1.5 公里的步行速度，記錄目擊的哺乳動物，同時記錄道路路死之

動物殘骸，以及活動跡相(足印、食痕、排遺、窩穴等)，輔助判斷物種

出現的依據，夜間以探照燈搜尋夜行性動物。捕捉器捕捉法於計畫區及

鄰近地區各布放 10 個台製松鼠籠，陷阱內置沾花生醬之地瓜作為誘餌，

每個捕鼠器間隔 5-10 公尺，於下午 6 點前布設完畢，隔日清晨 7 點檢查

籠中捕獲物，布放時調查人員戴手套，以免留下氣味。超音波偵測儀調

查針對蝙蝠類，黃昏時目視蝙蝠活動狀況，以超音波偵測儀記錄蝙蝠叫

聲，將資料以Batsound Pro軟體進行音頻分析，比對鑑定種類。紅外線自

動相機則選擇樹林隱密處佈設 3 台(詳圖 1-4)。訪問調查以大型且辨識度

較高的物種為主，訪談計畫區及鄰近區居民，配合圖片說明，記錄最近

半年內曾出現的物種。鑑定主要依據祁(1998)所著之「台灣哺乳動物」。 

3 .兩生類 

兩生類調查主要以樣線調查法、繁殖地調查法、聽音調查法為主。

樣線調查法配合鳥類調查路線，標準記錄範圍設定為樣線左右各 2.5 公

尺寬之範圍，在調查範圍內以逢機漫步的方式，記錄沿途目擊的兩生類

物種，調查時間區分成白天及夜間等二時段進行，白天為清晨六點之後，

夜間則為太陽下山後一小時開始調查。繁殖地調查法於蛙類可能聚集繁

殖的水漥、水溝等處停留記錄。聽音調查法配合鳥類夜間調查時段進行，

以蛙類的鳴叫聲音記錄種類。鑑定主要依據呂光洋等(2000)所著之「台

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 

4 .爬蟲類 

爬蟲類調查為綜合樣線調查和逢機調查二種調查方式，配合鳥類調

查路線，標準記錄範圍設定為樣線左右各 2.5 公尺寬之範圍，利用目視

法，記錄步行沿途所發現之物種。由於不同種類有其特定的活動時間，

為避免遺漏所有可能物種，調查時間區分成白天及夜間等二時段進行，

白天為清晨六點之後，夜間則為太陽下山後一小時開始調查。日間調查

時在全區尋找個體及活動痕跡(蛇蛻及路死個體)，同時徒手隨機翻找環

境中可能提供躲藏隱蔽之掩蓋場所(石塊、倒木、石縫)。夜間則以手持

電筒照射之方式進行調查。鑑定主要依據向(2001)與呂等(2000)所著之相

關兩生爬蟲類書籍。 

5 .蝶類 

蝶類調查主要以樣線調查法、定點觀察法為主，調查時間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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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6:00 之間。樣線調查配合鳥類調查路線及時間，標準記錄範圍設定

為穿越線左右各 2.5 公尺寬、上方 5 公尺高、目視前方 5 公尺長的範圍

內，緩步前進並記錄沿途所有的蝴蝶的種類及數量，飛行快速或不能目

視鑑定之相似種，以捕蟲網捕捉鑑定，鑑定後原地釋放。沿途於蜜源植

物或路邊潮濕、滲水處等蝴蝶聚集處，以定點觀察法輔助記錄。鑑定主

要依據徐堉峰(2013)所著之「台灣蝴蝶圖鑑」。 

 

6.指數計算 

(1) .歧異度指數 

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H，) = 



s

i

PiPi
1

log                    

其中 Pi 為物種出現的數量百分比，s 為總物種數。當 H’值愈高，

表示物種數愈多或種間數量分配愈均勻，其多樣性愈高。 

 

 (四)、水域生態調查方法 

水域生物樣站為旱溝進行，調查項目包括魚類、底棲生物(蝦、蟹、

螺、貝類)、蜻蜓成蟲、水生昆蟲等。各類物種學名及特有屬性主要依據

為 TaiBNET 臺灣物種名錄，保育等級依據農委會最新公告資訊(108 年 1

月 9 日)。 

1 .魚類、蝦蟹類 

魚類調查主要以放置蝦籠並配合手拋網方式進行，於各測站逢機佈

設中型蝦籠(直徑 12.5 cm ×長度 32 cm) 5 個，以炒熟狗飼料為誘餌，持

續佈設時間為 2 天 1 夜，放置隔夜後收集籠中獲物，待鑑定種類及計數

後，統一野放。手拋網選擇河岸底質較硬以及可站立之石塊上下網，於

1 處測站選擇 3 個點，每點投擲 3 網。而在較深或水勢較急的水域，及

一些底部分布亂樁或障礙物較多等影響拋網調查的環境，則以直接目擊

或訪談方式輔助調查。魚類鑑定主要依據『臺灣淡水及河口魚類誌』(陳

與方，1999)、『魚類圖鑑』 (邵與陳，2004)與『臺灣魚類誌』 (沈編，

1992)等書。 

臺灣河川魚類指標以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訂定的指標魚種(王，

2002)來評估水質狀況。由於指標魚類是以物種對不良水質的耐受度加以

評估，而非指該物種出現在環境中即代表該污染等級，所以在評估過程

中，如遇二種以上水質等級之指標魚種，則取較好的水質狀況為結果(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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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指標魚類與水質污染等級對照表 

汙染程度 指標魚種 

未受汙染 臺灣鏟頷魚（苦花） 

輕度汙染 臺灣石魚賓、纓口臺鰍 

普通汙染 平頷鱲、長鰭馬口鱲、粗首馬口鱲 

中度汙染 烏魚、花身雞魚、環球海鰶、鯉魚、鯽魚 

嚴重汙染 大眼海鰱、吳郭魚、泰國鱧、大鱗鯔、琵琶鼠 

資料來源：王漢泉(2002,2006) 

 

2、水生昆蟲、螺貝類 

(1)蝦蟹類 

在一調查測站佈設 5 個中型蝦籠(直徑 12.5 cm ×長度 32 cm)，內置炒熟

狗飼料為誘餌，持續時間為 2 天 1 夜。採集到的蝦蟹類記錄其種類與數量，

拍照存檔後原地釋回。若遇辨識有爭議的物種，則以 70%的酒精保存，攜回

鑑定(水利規劃試驗所，2004)。 

(2)螺貝類 

採樣測站同魚類，採集包含在蘇伯氏採集網(50 cm ×50 cm)的範圍內可

採者。若目視蘇伯氏採集網旁邊(靠水岸的)有螺貝類，則進行 1 m2 為樣區

採集(水利規劃試驗所，2004)。 

(3)水生昆蟲及蜻蜓成蟲 

水生昆蟲採集於沿岸水深 50 公分內，以蘇伯氏採集網(Surber Sampler 

Net 袋口長寬高各 50 公分，網孔大小為 0.595 公釐)採三網。若水流趨近於

靜止，則以較淺處以定面積(50 公分×50 公分)挖掘。較大型之水生昆蟲以鑷

子夾取，較小之水生昆蟲以毛筆沾水取出，採獲之水生昆蟲以百分之十福馬

林液或酒精保存，記錄採集地點與日期後帶回鑑定分類。物種鑑定主要參考

『日本產水生昆蟲檢索圖說』 (川 合，1988) 及『An introduction to the 

aquatic insects of North America』(Merritt and Cummins，1996) 。蜻蜓成蟲則

在水域邊及較開闊之草生地，以目視遇測方式進行調查，物種鑑定則參考「台

灣的蜻蛉」 (汪良仲，2000)等書籍。 

水生昆蟲及生活史中至少有一部分在水或相關的環境中完成皆稱之，因

此不限於生活史完全在水中的昆蟲，其中還包含不完全變態的蜻蛉目、完全

變態之雙翅目的搖蚊科、大蚊科等，這些水生昆蟲對水質喜好各有不同，因

此可以依據牠們的出現與否判斷河水汙染程度，1992 年楊平世依據各種水

質環境常見的水生昆蟲所訂定的指標生物進行水質狀況評估，若有 2 種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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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等級之指標水生昆蟲，則取較好的水質狀況做為結果(表 3-2)。 

表3-2、水生昆蟲與水質關係表 

污染程度  水棲昆蟲指標  可能對應河段  

未受或稍受污

染  

石蠅、網蚊、扁蜉蝣、流石蛾、長

鬚石蛾  
河川上游  

輕度污染  
紋石蛾、扁泥蟲、雙尾小蜉蝣、石

蛉、蜻蜓  
河川中、上游  

中度污染  姬蜉蝣  河川中游  

嚴重污染  紅蟲、管尾蟲  
河川中、下游。  

水可能成黑褐色、發臭。  

資料來源：楊平世(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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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一)、水陸域植物 

1. 物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植物 69 科 178 屬 210 種(含水生植物 21 種)，其中

蕨類植物有 8 種(佔 3.81%)，裸子植物有 4 種(佔 1.90%)，雙子葉植物有

158 種(佔 75.24%)，單子葉植物有 40 種(佔 19.05%)。在生長習性方面，

草本植物有 103 種(佔 49.05%)，喬木類植物有 58 種(佔 27.62%)，灌木類

植物有 27 種(佔 12.86%)，藤本植物有 22 種(佔 10.48%)。在屬性方面，

原生種有 104 種(佔 49.52%)，特有種有 5 種(佔 2.38%)，歸化種有 73 種(佔

34.76%)，栽培種有 28 種(佔 13.33%)。植物名錄見附錄一，物種歸隸特

性統計詳見表 4-1。 

表 4-1、植物歸隸特性表 

歸隸特性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雙子葉植物單子葉植物 總計 

類別 

科數 7 3 49 10 69 

屬數 8 4 131 35 178 

種數 8 4 158 40 210 

生長習性 

草本 7 0 62 34 103 

喬木 0 4 49 5 58 

灌木 0 0 27 0 27 

藤本 1 0 20 1 22 

屬性 

原生 8 0 77 19 104 

特有 0 1 4 0 5 

歸化 0 0 58 15 73 

栽培 0 3 19 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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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稀特有種類 
調查中並未記錄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中訂定為野生稀特有之

種類。屬於「2017 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訂定之野生受脅種類記錄 1 種，

為國家易危(NVU)之光葉魚藤，少量分布於鄰近區旱溝兩側的雜木林中。 

於特有種植物方面共記錄 5 種，分別為台灣肖楠、內苳子、黃肉樹、香楠、

台灣欒樹。其中台灣肖楠、內苳子、台灣欒樹 3 種皆屬於人為栽培物種，偶爾

有少量種子逸出成為小苗；其餘黃肉樹、香楠等 2 種皆為自然生長之野生物種，

於全區各處之林下、灌叢經常可發現，數量亦相當豐富。 

3. 珍貴樹木 
本計畫於全區並未記錄符合「台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珍貴樹木。 

4. 樹木清查 
計畫區內樹木調查共記錄 12 種 195 株樹木，樹木種類有小葉桑、山黃麻、

白雞油、朴樹、相思樹、茄苳、香楠、無患子、菲律賓饅頭果、黃花風鈴木、

楝、樟樹。計畫區之樹種數量統計如表 4-2，級距統計如表 4-3，各樹種之生長

習性、移植難易度及移植適期等資料如表 4-4，分布概況如圖 4-1，各樹木之編

號、名稱、座標、胸徑、分枝數如附錄九，紀錄照片如附件。 

 

表 4-2、目標樹木樹種與數量統計表 
中名 數量(株) 中名 數量(株) 
樟樹 84 小葉桑 2 
白雞油 59 山黃麻 1 

黃花風鈴木 24 茄苳 1 
相思樹 13 無患子 1 
朴樹 3 楝 1 
香楠 3 

總計 195 
菲律賓饅頭果 3 

 
 
表 4-3、目標樹木胸徑級距與數量統計表 

胸徑級距(cm) 數量(株) 胸徑級距(cm) 數量(株) 
10≦Φ＜20 76 60≦Φ＜70 4 
20≦Φ＜30 41 70≦Φ＜80 1 
30≦Φ＜40 44 80≦Φ＜90  
40≦Φ＜50 23 90≦Φ＜100  
50≦Φ＜60 6 Φ≧100  

註：「Φ」為樹胸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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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目標樹木樹種生長習性表 

中名 學名 

落葉 
性質 

生長 
速率 

根系 
形態 

日照
需求

濕度
需求

土壤
質地 抗風性 耐修枝

移植 
難易度 

花
期 

果
期 

移
植
適
期 

常
綠 

半
落
葉 

落
葉 

快
速 

中
速 

慢
速 

淺
根 

中
根 

深
根 

全
日
照 

半
日
照 

耐
陰
性 

濕
生 

中
生 

乾
生 

砂
質
壤
土 

壤
土 

黏
質
壤
土 

強 中 弱 強 中 弱 難 中 易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   ●    ●  ● ● ● ● ● ●  3月-5月 10月-12月 3月-4月 

白雞油 
Fraxinus 
griffithii C. B. 
Clarke 

●   ●     ● ● ● ● ● ● ●  ● 5月-6月 不定 4月-5月 

茄苳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  ●    ●  ● ● ● ● ● ●  ● 4月-5月 9月-11月 3月-5月 

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 ●    ●  ● ● ● ● ● ●  ● 4月-5月 9月-10月
12月- 

翌年2月

楝 Melia azedarach 
L. 

  ● ●    ●  ● ● ● ● ● ● ●  ● 3月-4月 10月-12月
12月- 

翌年2月

朴樹 Celtis sinensis 
Pers. 

  ● ●   ●  ● ● ● ● ● ●  ● 5月-6月 10月-11月
12月- 

翌年2月

黃花風鈴木 

Tabebuia 
chrysantha 
(Jacq.) & 
G.Nicholson 

  ● ●   ●   ● ● ● ● ● ●  ● 4月-5月 7月-9月 
9月- 

翌年5月

菲律賓饅頭

果 

Glochidion 
philippicum 
(Cavan.) C. B. 
Rob. 

●   ●    ●  ● ● ● ● ● ●  ● 4月-5月 9月-11月 3月-5月 

相思樹 Acacia confusa 
Merr. 

●   ●    ●  ● ● ● ● ● ● ●   5月-6月 10月-12月 3月-5月 

香楠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   ●    ●  ● ● ● ● ● ●  3月-5月 6月-8月 3月-4月 

小葉桑 Morus australis 
Poir. 

●   ●   ●   ● ● ● ● ● ●  ● 2月-4月 6月-8月 12月-2月

山黃麻 Trema 
cannabina Lour. 

●   ●     ● ● ● ● ● ● ● ●   3月-5月 5月-8月 3月-4月 

前 7 項資料來源：種樹移樹基礎全書(李碧峰，2013)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檢核報告 

14  

 
圖 4-1、計畫區之樹木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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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域動物 
1 .鳥類 

(1)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 7 目 17 科 24 種 134 隻次(表 4-5)，包括雉科竹雞；鷺

科的黃頭鷺、夜鷺、小白鷺、黑冠麻鷺；鳩鴿科的珠頸斑鳩、紅鳩與野鴿；

雨燕科的小雨燕；翠鳥科 的翠鳥；鬚鴷科的五色鳥；八哥科的白尾八哥與家

八哥；麻雀科的麻雀；卷尾科的大卷尾；梅花雀科的斑文鳥；鴉科的樹鵲；

燕科的洋燕；繡眼科的綠繡眼；鵯科的紅嘴黑鵯與白頭翁；扇尾鶯科的褐頭

鷦鶯；鶺鴒科的白鶺鴒；鶇科白腹鶇。其中竹雞與白腹鶇為紅外線自動相機

所拍到，其餘為現地調查所發現。數量較多的物種為麻雀(18 隻次)與白頭翁

(15 隻次)，各佔總數量的 13.43%與 11.19%，皆常出現農耕地、草地活動。記

錄特有種包括五色鳥 1 種；特有亞種包括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紅嘴黑鵯、

白頭翁與褐頭鷦鶯等 6 種。未記錄到保育類鳥類。外來種(引進種)包括野鴿、

白尾八哥與家八哥。 

(2)樣區概述 

a.計畫區 

本調查共記錄 3 目 7 科 11 種 32 隻次，包括珠頸斑鳩、紅鳩、野鴿、小

雨燕、白尾八哥、麻雀、大卷尾、洋燕、綠繡眼、白頭翁、白鶺鴒等。記錄

特有亞種包括小雨燕、大卷尾、白頭翁等 2 種。未記錄到保育類。外來種(引
進種)包括野鴿與白尾八哥。 

b.鄰近區 

本調查共記錄 7 目 17 科 24 種 102 隻次，包括竹雞、黃頭鷺、小白鷺、

夜鷺、黑冠麻鷺、珠頸斑鳩、紅鳩、野鴿、小雨燕、翠鳥、五色鳥、白尾八

哥、家八哥、麻雀、大卷尾、斑文鳥、樹鵲、洋燕、家燕、綠繡眼、紅嘴黑

鵯、白頭翁、褐頭鷦鶯、白鶺鴒、白腹鶇。記錄特有種包括竹雞、五色鳥等

2 種；特有亞種包括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紅嘴黑鵯、白頭翁、褐頭鷦鶯

等 6 種。未記錄到保育類。外來種(引進種)包括野鴿、白尾八哥與家八哥等 3
種。 

比較計畫區與鄰近區之鳥類組成，有 11 種鳥類在兩區皆有出現，物種組

成相似度為 45.83%。計畫區為人工樹林環境，有些綠繡眼、白頭翁在樹叢活

動之鳥類，底層區域為草叢環境，計畫區鳥類種類較少，以平地與市區常見

之鳥類為主，歧異度指數為 0.97。鄰近區雖大部為道路、住家與廠房等人工

環境，但因仍有草灌叢與樹林較自然之環境，因此鳥類種類與數量較計畫區

多，歧異度指數為 1.24。 
 
2 .哺乳類 

(1)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哺乳類 3 目 5 科 5 種 20 隻次(表 4-6)，包括尖鼠科的臭

鼩；鼴鼠科的台灣鼴鼠；蝙蝠科東亞家蝠；鼠科的溝鼠；松鼠科的赤腹松鼠。

數量較多的物種為東亞家蝠(14 隻次)，佔總數量的 70.00%，常在傍晚時，聚

集於草地、農耕地、空曠地的上空或路燈旁飛行覓食。記錄特有種包括台灣

鼴鼠 1 種。未記錄到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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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樣區概述 
a.計畫區 

本調查共記錄 2 目 2 科 2 種 6 隻次，包括東亞家蝠與溝鼠，東亞家蝠在

傍晚時分在道路路燈、草地與空曠地的天空上活動。未記錄特有性、保育類

哺乳類。 

b.鄰近區 
本調查共記錄 3 目 5 科 5 種 14 隻次，包括臭鼩、台灣鼴鼠、東亞家蝠、

溝鼠、赤腹松鼠，在農耕地有發現台灣鼴鼠，住家周邊則有發現臭鼩，傍晚

時分，有東亞家蝠在住家與道路路燈旁飛行覓食飛蟲，樹林則有赤腹松鼠活

動。記錄特有種包括台灣鼴鼠 1 種，未記錄保育類。 
比較計畫區與鄰近區之哺乳類組成，有 2 種哺乳類在兩區皆有出現，物

種組成相似度為 40.00%。計畫區缺少草生地、農耕地、樹林與灌叢等能提供

哺乳類棲息的環境，歧異度指數為 0.20。鄰近區則有較多之農田、草灌叢與

樹林等環境，因此哺乳類種類與數量較計畫區多，歧異度指數為 0.49。 
 

3 .兩生類 

(1)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 1 目 3 科 3 種 12 隻次(表 4-7)，包括蟾蜍科的黑眶蟾蜍；

狹口蛙科的小雨蛙；叉舌蛙科的澤蛙。數量較多的物種為黑眶蟾蜍(8 隻次)，
佔總數量的 66.67%，常於水邊、農耕地或草生的活動。未發現保育類、特有

種與外來種兩生類。 

(2)特有性物種 

a. 計畫區 

本調查共記錄1目2科2種4隻次，共發現黑眶蟾蜍與澤蛙等2種。未發

現保育類、特有種與外來種兩棲類。 

b. 鄰近區 

本調查共記錄1目3科3種8隻次，共發現黑眶蟾蜍、小雨蛙與澤蛙等3
種。未發現保育類、特有種與外來種。 

比較計畫區與鄰近區之兩生類組成，有 2 種兩生類在兩區皆有出現，物

種組成相似度為 66.67%。計畫區缺少草生地、農耕地、樹林與灌叢等能提供

兩生類棲息的環境，僅在溝渠旁邊的草地上有發現黑眶蟾蜍與澤蛙在此活

動，歧異度指數為 0.24。鄰近區則有較多之農田與草灌叢等環境，因此兩生

類種類與數量較計畫區多，歧異度指數為 0.39。 
 
4 .爬蟲類 

(1)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 1 目 2 科 3 種 9 隻次(表 4-8)，包括壁虎科的蝎虎、無

疣蝎虎；飛蜥科的斯文豪氏攀蜥。數量較多的物種為蝎虎(5 隻次)，佔總數量

的 55.56%，常於電杆、橋梁、住家等建物上活動。特有種有斯文豪氏攀蜥 1
種，未記錄保育類與與外來種爬蟲類。 

(2)樣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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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計畫區 

本調查共記錄 1 目 1 科 2 種 3 隻次，包含蝎虎、無疣蝎虎。蝎虎與無疣

蝎虎皆為常見之壁虎，於人工建物上發現。未記錄特有種、保育類與外來種

爬蟲類。 

b.鄰近區 
本調查共記錄 1 目 2 科 3 種 6 隻次，包含蝎虎、無疣蝎虎、斯文豪氏攀

蜥。蝎虎與無疣蝎虎皆為常見之壁虎，於人工建物上發現。斯文豪氏攀蜥於

草灌叢活動。特有種有斯文豪氏攀蜥 1 種，未記錄保育類爬蟲類。 
比較計畫區與鄰近區之爬蟲類組成，有 2 種兩生類在兩區皆有出現，物

種組成相似度為 66.67%。計畫區周邊人工建物則有蝎虎與無疣蝎虎活動，歧

異度指數為 0.28。鄰近區除了住家與工廠等人工環境有不少蝎虎與無疣蝎虎

活動，周邊之農田與草灌叢，則可提供斯文豪氏攀蜥棲息，因此爬蟲類種類

與數量較計畫區多，歧異度指數為 0.44。 
 

5、蝶類 

(1)科種組成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 1 目 5 科 8 種 36 隻次(表 4-9)，包括鳳蝶科的無尾鳳蝶；

粉蝶科的黑點粉蝶、紋白蝶；蛺蝶科的琉球三線蝶、黃蛺蝶、樹蔭蝶；小灰

蝶科的沖繩小灰蝶；弄蝶科的狹翅弄蝶。數量較多的物種為紋白蝶(9 隻次)，
佔總數量的 25.00%，紋白蝶的幼蟲以十字花科植物為食。特有亞種包含黑點

粉蝶、黃蛺蝶等 2 種。未發現外來種及保育類蝶類。                              

         (2)樣區概述 

a.計畫區 

本調查共記錄1目3科4種10隻次，包含紋白蝶、琉球三線蝶、黃蛺蝶、

沖繩小灰蝶。特有亞種包含黃蛺蝶1種。未發現外來種及保育類蝶類。 

b.鄰近區 

本調查共記錄1目5科8種18隻次，包含無尾鳳蝶、黑點粉蝶、紋白蝶、

琉球三線蝶、黃蛺蝶、樹蔭蝶、沖繩小灰蝶、狹翅弄蝶。特有亞種包含

黑點粉蝶、黃蛺蝶等2種。未發現外來種及保育類蝶類。 

 比較計畫區與鄰近區之蝶類組成，有 4 種蝶類在兩區皆有出現，物種組

成相似度為 50.00%。計畫區因以溝渠為主，僅周邊有些草地植被，因此蝶類

種類與數量不多，計畫區歧異度指數為 0.56。鄰近區則有農耕地、草灌叢與

樹林等較自然之環境，加上周邊住家亦有種植些觀賞花卉，能提供蝶類幼蟲

食草與成蟲訪花，所以種類與數量較計畫區多，歧異度指數為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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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域生態 
1 .魚類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魚類 3 目 5 科 5 種 21 隻次(表 4-10)，包括鯉科的羅漢

魚；鰍科的泥鰍；花鱂科的食蚊魚；麗魚科的吳郭魚；鰕虎科的極樂吻鰕虎

等。歧異度指數為 0.65。數量較多的物種為吳郭魚(8 隻次)，佔總數量的

38.10%。吳郭魚為 1946 年引進臺灣，爾後放養至臺灣淡水域，現已遍布全

台，影響臺灣溪流生態甚鉅。調查期間記錄食蚊魚與吳郭魚等 2 種為外來種，

未發現任何特有性與保育類物種。 
 

2 .底棲生物 
本計畫調查共記錄底棲生物 4 目 7 科 7 種 24 隻次(表 4-11)，包括

田螺科的石田螺；蘋果螺科的福壽螺；椎實螺科的臺灣椎實螺；囊螺科

的囊螺；蜆科的臺灣蜆；匙指蝦科的多齒新米蝦；溪蟹科的黃綠澤蟹。

歧異度指數為 0.64。數量較多的物種為多齒新米蝦(13 隻次)，佔總數量

的 54.17%。多齒新米蝦分布在稍具海拔的山澗溝渠，或是水流速度較

緩的小溪流中，喜好涼爽、流動且富於溶氧的潔淨環境。調查期間未發

現特有性與保育物種，而福壽螺與囊螺等 2 種為外來種。  
 

3 .蜻蜓成蟲  
本季調查共記錄蜻蜓成蟲 1 目 2 科 5 種 21 隻次(表 4-12)，包括細蟌科的

青紋細蟌；蜻蜓科的侏儒蜻蜓、杜松蜻蜓、霜白蜻蜓與薄翅蜻蜓。歧異度指

數為 0.50。數量較多的物種為薄翅蜻蜓(13 隻次)，佔總數量的 61.90%。

薄翅蜻蜓分布廣，數量也多，而且活動時間全年可見，是極為常見的蜻

蜓。調查期間未發現特有性與保育物種。 
 

4 .水生昆蟲  
本季調查共記錄水生昆蟲 2 科 2 種 5 隻次(表 4-13)，包括蜻蜓科的水蠆；

水黽科的黽椿。歧異度指數為 0.42。數量較多的物種為黽椿(4 隻次)，佔總數

量的 80.00%，黽椿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區池塘或溪流等緩水域，分布

廣，全年可見。調查期間未發現特有性與保育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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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鳥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

有

性

保

育

等

級

遷移習性 

109.03.2-4

計畫

區 
鄰近

區 

鵜形目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留、普  1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普/冬、稀/過、稀  2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garzetta 留、普  3 

    黑冠麻鷺 Gorsachius melanolophus 留、普  2 

鴿形目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普 1 4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普 2 7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3 8 

雞形目 雉科 竹雞 Bambusicola thoracicus E  留、普  ＊ 

雨燕目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Es 留、普 3 6 

佛法僧目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留、普/過、不普  2 

鴷形目 鬚鴷科 五色鳥 Megalaima nuchalis E 留、普  2 

雀形目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普 4 9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普  2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普 6 12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Es 留、普/過、稀 1 4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留、普  6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Es 留、普  1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普 4 9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留、普 2 6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Es 留、普  2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Es 留、普 5 10 

  扇尾鶯科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Es 留、普  3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留、普/冬、普 1 1 

 鶇科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冬、普  ＊ 

7 目 17 科 24 種 8 種 0 種
種類合計(種) 11 24 

數量合計(隻次) 32 102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97 1.24 
註 1：特有性之「E」代表臺灣特有種;「Es」代表臺灣特有亞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註 4：＊:紅外線自動照相機所拍到，不納入數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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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哺乳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

有

性 

保

育

等

級 

109.03.2-4 

計畫區 鄰近區

食蟲目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2 

  鼴鼠科 台灣鼴鼠 Mogera insularis insularis E     1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5 9 

囓齒目 鼠科 溝鼠 Rattus norvegicus    1 1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thaiwanensis      1 

3 目 5 科 5 種 1 種 0 種 
2 5 

6 14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20 0.49 

註 1：特有性之「E」代表臺灣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表 4-7、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兩生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09.03.2-4 

計畫區 鄰近區

無尾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3 5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1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1 2 

1 目 3 科 3 種 0 種 0 種 
2  3  

4  8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24 0.39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2：單位為隻次。 
 

表 4-8、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爬蟲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

性

保育

等級 

109.03.2-4 

計畫區 鄰近區

有鱗目 壁虎科 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2 3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1 2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E     1 

1 目 2 科 3 種 1 種 0 種 
2 3 

3 6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28  0.44 

註 1：特有性之「E」代表臺灣特有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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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蝶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

性 
保育

等級 

109.03.2-4 

計畫區 鄰近區

鱗翅目 鳳蝶科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1 

  粉蝶科 黑點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Es    3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4 5 

  蛺蝶科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1 1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Es   2 2 

    樹蔭蝶 Melanitis leda       1 

  小灰蝶科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3 4 

  弄蝶科 狹翅弄蝶 Isoteinon lamprospilus formosanus      1 

1 目 5 科 8 種 2 種 0 種 
4 8 

10 18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56 0.81 

註 1：特有性之「Es」代表臺灣特有亞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表 4-10、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魚類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09.03.3-4 

鯉形目 鯉科 羅漢魚 Pseudorasbora parva    4 

  鰍科 泥鰍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2 

鱂形目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Ais   4 

鱸形目 麗魚科 吳郭魚 Oreochromis sp. Ais   8 

  鰕虎科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3 

3 目 5 科 5 種 0 種 0 種 
5 

21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65  

 
註 1：特有性之「Ais」代表外來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表 4-11、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底棲生物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09.03.3-4

中腹足目 田螺科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2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Ais   3 

基眼目 椎實螺科 臺灣椎實螺 Radix auriculari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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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09.03.3-4

  囊螺科 囊螺 Physa acuta  Ais   2 

簾蛤目 蜆科 臺灣蜆 Corbicula fluminea     1 

十足目 匙指蝦科 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13 

  溪蟹科 黃綠澤蟹 Geothelphusa olea E   1 

4 目 7 科 7 種 1 種 0 種 
7 

24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64  

 
註 1：「Ais」代表外來種。 
註 2：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3：單位為隻次。 
 

 
表 4-12、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蜻蜓成蟲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計畫地區 鄰近地區

蜻蛉目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2 1 

  蜻蜓科 侏儒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1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3 

    霜白蜻蜓 Orthetrum pruinosum    1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4 9 

1 目 2 科 5 種 0 種 0 種 
3 4 

7 14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42  0.43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2：單位為隻次。 

 
表 4-13、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水生昆蟲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109.03.3-4 

蜻蛉目 蜻蜓科 水蠆 Odonata sp     1 

半翅目 水黽科 黽椿 Gerris sp.     4 

2 目 2 科 2 種 0 種 0 種 
2 

5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42  

註 1：保育類屬性依據 108 年 1 月 9 日農委會公告。 
註 2：單位為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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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態檢核 
 
    水域樣站旱溝排水樣站，前段的兩岸為土堤，後段為水泥化溝渠，水域型態為深潭、

緩流與淺瀨，行水區底床多為卵石與礫石，周邊以竹林、農耕地、廠房與道路為主，水

流後段有高度約 2m 之橫向水工結構物。  

依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檢核旱溝排水生態環境現況，針對不同棲地特

性做檢核： 

(一)、水的特性  

1.水域型態多樣性：主要意義為檢視現況棲地的多樣性狀態。於本次調查範圍內

旱溝排水樣站前段出現3種水域型態，有深潭、緩流與淺瀨等，後段為水泥化

溝渠，僅有淺瀨型態。  

(1) 增加水流型態多樣化 

(2) 避免施作 

(3) 增加水流自大量硬體設施然擺盪之機會 

(4) 縮小工程量體或規模 

2.水域廊道連續性：主要意義為檢視水域生物可否在水路上中下游通行無阻。本

調查範圍水域廊道除旱溝排水前段兩岸為草生土堤，後段為人工化水泥溝渠，

有高度約1m之橫向水工結構物，未來可配合辦理之棲地維護工作如：  

(1) 降低橫向結構物高差 

(2) 避免橫向結構物完全橫跨斷面 

(3) 縮減橫向結構物體量體 

 (二)、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  

1.水陸域過渡帶：主要意義為檢視水路內及其邊界的人工構造物是否造成蟹類、

兩生類及爬蟲類移動困難。本調查旱溝排水樣站前段為草生土堤，兩岸的植被有竹

林，後段為水泥化溝渠，大部分無植被，未來可配合辦理之棲地維護工作如： 

(1) 加構造物表面孔隙、粗糙度 

(2) 河床底質增加礫石提供底棲生物微棲地。  

2.溪濱廊道連續性：主要意義為檢視蟹類、兩生類及爬蟲類可否於水陸域間通行無

阻。本調查範圍內旱溝排水樣站前段為土堤，後段為水泥化溝渠，因此後段連接

性遭人工構造物所阻斷，未來可配合辦理之棲地維護工作如：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2) 增加構造物表面孔隙與粗糙度  

(3) 增加生物通道或棲地營造  

(4) 降低縱向結構物的邊坡(緩坡化) 

3.底質多樣性：主要意義為檢視棲地多樣性是否足夠，以及底部被細沉積砂土覆蓋

與底部不透水面積比例。本調查範圍內底質旱溝排水樣站前段有卵、礫石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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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後段為水泥河床，或有些細沉積砂土覆蓋，未來可配合辦理之棲地維護

工作如：  

(1) 減少集水區內的不當土砂來源(如，工程施作或開發是否採用集水區外的

土砂材料等) 

(2) 減少高濁度水流流入  

(三)、生態特性  

1.水生動物豐富度(原生or外來)：主要意義為檢視河川生態系統現況。本調查範

圍共記錄有水棲昆蟲、螺貝類、魚類、兩棲類及爬蟲類，生物種類出現三種

以上，但魚類有外來種，未來可配合辦理之棲地維護工作如：  

(1) 縮減工程量體或規模  

(2) 保留左岸之樹木提供遮蔭。  

2.水域生產者：主要意義為檢視水體中藻類及浮游生物的含量與種類。本次調查

範圍內水呈現黃色，未來可配合辦理之棲地維護工作如：  

(1)  避免施工方法及過程造成濁度升高  

(2)  維持水路洪枯流量變動  

(3)  增加水流曝氣機會  

在水的特性方面，旱溝排水樣站前段出現3種水域型態，後段為水泥化溝渠，

造成環境較為單調，以緩流為主；在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方面，本河段除

旱溝排水樣站前段，後段為人工構造物，嚴重影響溪濱廊道之連續性，水中生物

較難於水陸域間通行；在生態特性方面，雖然本河段中記錄超過三種以上的生

物，但魚類仍有外來種，，故其生態環境屬於普通。  

(四)、現況及保育對策  

1.河床與水岸植物  

旱溝排水樣站後段為水泥河床，水岸植被稀少甚至無，而旱溝排水樣站前段

以礫石與卵石為主，較能提供幼魚、螺貝類與水生昆蟲棲息，如河床的卵礫石移除

或水泥化，將導致大部份的水生生物無棲息的場所。 

建議對策: 

保留旱溝排水前段原有礫石、卵石河床、水生植物提供適合小型生物躲避天敵

的孔隙空間；旱溝排水後段則以多樣化水域棲地之營造；保留濱水植物，提供適合

小型生物躲避天敵的孔隙空間；利用石塊堆疊產生的擾動瀨區，增加水體溶氧量與

提供生物棲息；。  

2.橫向水工結構物阻隔  

旱溝排水後段有人工結構物阻隔，因此阻隔水生生物上下溯。 

建議對策: 

避免使用水工結構物，如需橫向水工結構物，則設計上避免選擇落差太大(高於

40cm)的橫向水工結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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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臺灣魚類資料庫 http://fishdb.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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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調查植物名錄 
一、蕨類植物  
1. DENNSTAEDTIACEAE 碗蕨科  
 1. Microlepia strigosa (Thunb.) C. Presl 粗毛鱗蓋蕨 (H,V,C)  
2. MARSILEACEAE 蘋科  
 2. Marsilea minuta L. 田字草 (H,V,C) ● 
3. OLEANDRACEAE 蓧蕨科  
 3. Nephrolepis cordifolia (L.) C.Presl 腎蕨 (H,V,C)  
4. POLYPODIACEAE 水龍骨科  
 4. Aglaomorpha fortunei (Kunze ex Mett.) Hovenkamp & S.Linds. 槲蕨 (H,V,R)  
5. PTERIDACEAE 鳳尾蕨科  
 5. Onychium japonicum (Thunb.) Kunze 日本金粉蕨 (H,V,M)  
 6. Pteris ensiformis Burm. 箭葉鳳尾蕨 (H,V,C)  
6. SCHIZAEACEAE 海金沙科  
 7.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C,V,C)  
7. THELYPTERIDACEAE 金星蕨科  
 8. Cyclosorus parasiticus (L.) Farw. 密毛小毛蕨 (H,V,C)  
二、裸子植物  
8. CUPRESSACEAE 柏科  
 9. Calocedrus macrolepis Kurz var. formosana (Florin) W. C. Cheng & L. K. Fu 台灣肖楠 (T,E,M)*  
 10. Juniperus chinensis L. var. kaizuka Hart. ex Endl. 龍柏 (T,D,C)  
9. PINACEAE 松科  
 11. Pinus sp. 松樹 (T,D,C)  
10. PODOCARPACEAE 羅漢松科  
 12. Podocarpus sp. 羅漢松 (T,D,C)  
三、雙子葉植物  
11. ACANTHACEAE 爵床科  
 13. Dicliptera chinensis (L.) Juss. 華九頭獅子草 (H,V,C)  
 14. Ruellia brittoniana Leonard 翠蘆莉 (H,R,M)  
12. AMARANTHACEAE 莧科  
 15. Achyranthes aspera L. var. indica L. 印度牛膝 (H,V,M)  
 16.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on 毛蓮子草 (H,R,C)  
 17.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空心蓮子草 (H,R,C) ● 
 18.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 蓮子草 (H,R,C) ● 
 19. Amaranthus dubius Mart. ex Thell. 假刺莧 (H,R,C)  
 20. Gomphrena celosioides Mart. 假千日紅 (H,R,C)  
13. ANACARDIACEAE 漆樹科  
 21.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黃連木 (T,V,M)*  
14. APIACEAE 繖形科  
 22. Centella asiatica (L.) Urb. 雷公根 (H,V,C)  
 23. Hydrocotyle verticillata Thunb. 銅錢草 (H,R,C) ● 
 24. Oenanthe javanica (Blume) DC. 水芹菜 (H,V,C) ● 
15. APOCYNACEAE 夾竹桃科  
 25. Allamanda cathartica L. 軟枝黃蟬 (S,D,C)  
 26. Trachelospermum gracilipes Hook. f. 細梗絡石 (C,V,C)  
 27.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Lindl.) Lemaire 絡石 (C,V,C)  
16. ASTERACEAE 菊科  
 28.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H,R,C)  
 29.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H,R,C)  
 30.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掃帚菊 (H,R,C) ● 
 31.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大花咸豐草 (H,R,C)  
 32. Calyptocarpus vialis Less. 金腰箭舅 (H,R,C)  
 33. Chromolaena odorata (L.) R.M.King & H.Rob. 香澤蘭 (H,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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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onyza bonariensis (L.) Cronq. 美洲假蓬 (H,R,C)  
 35.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加拿大蓬 (H,R,C)  
 36.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H,R,C)  
 37.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昭和草 (H,R,C)  
 38.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紫背草 (H,V,C)  
 39. Erechtites valerianifolia (Wolf ex Rchb.) DC. 飛機草 (H,R,M)  
 40. Gnaphalium pensylvanicum Willd. 匙葉鼠麴草 (H,R,C)  
 41.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兔仔菜 (H,V,C)  
 42. Mikania micrantha H. B. K. 小花蔓澤蘭 (C,R,C)  
 43. Pluchea sagittalis (Lam.) Cabrera 翼莖闊苞菊 (H,R,C) ● 
 44. Pterocypsela indica (L.) C. Shih 鵝仔草 (H,V,C)  
 45. Soliva anthemifolia (Juss.) R. Br. ex Less. 假吐金菊 (H,R,C)  
 46. Sonchus asper (L.) Hill 鬼苦苣菜 (H,R,C)  
 47. 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 A. Gray 王爺葵 (S,R,C)  
 48.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H,R,C)  
 49.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一枝香 (H,V,C)  
 50. Youngia japonica (L.) DC. 黃鵪菜 (H,V,C)  
17. BASELLACEAE 落葵科  
 51. Basella alba L. 落葵 (C,R,C)  
18. BIGNONIACEAE 紫葳科  
 52. Tabebuia chrysantha (Jacq.) & G.Nicholson 黃花風鈴木 (T,D,C)  
19. BORAGINACEAE 紫草科  
 53. Bothriospermum zeylanicum (J. Jacq.) Druce 細纍子草 (H,V,C)  
 54. Cordia dichotoma G. Forst. 破布子 (T,V,C)*  
20. BRASSICACEAE 十字花科  
 55.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 薺 (H,R,C)  
 56. Cardamine flexuosa With. 焊菜 (H,R,C) ● 
21. CAPPARACEAE 山柑科  
 57. Capparis sabiaefolia Hook. 毛瓣蝴蝶木 (S,V,M)  
22. CARICACEAE 番木瓜科  
 58. Carica papaya L. 木瓜 (T,D,C)  
23. CARYOPHYLLACEAE 石竹科  
 59. Drymaria diandra Blume 荷蓮豆草 (H,R,C) ● 
24. CHENOPODIACEAE 藜科  
 60.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L. 臭杏 (H,R,C)  
 61. Chenopodium serotinum L. 小葉藜 (H,V,C)  
25. COMBRETACEAE 使君子科  
 62.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T,V,C)*  
 63.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小葉欖仁樹 (T,D,C)  
26.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64. Cuscuta campestris Yunck. 平原菟絲子 (C,R,C)  
 65. Ipomoea batatas (L.) Lam. 甘藷 (H,D,M)  
 66.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番仔藤 (C,R,C)  
 67. Ipomoea indica (Burm. f.) Merr. 銳葉牽牛 (C,R,C)  
 68. Ipomoea obscura (L.) Ker Gawl. 野牽牛 (C,R,M)  
27. EBENACEAE 柿樹科  
 69. Diospyros kaki Thunb. 柿 (T,D,C)  
28. ERICACEAE 杜鵑花科  
 70. Rhododendron sp. 杜鵑花 (S,D,C)  
29.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71. Acalypha wilkesiana Muell.-Arg. 威氏鐵莧 (S,D,C)  
 72.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苳 (T,V,C)*  
 73. Breynia officinalis Hemsl. 紅仔珠 (S,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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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 土密樹 (S,V,C)  
 75.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飛揚草 (H,R,C)  
 76. Chamaesyce hypericifolia (L.) Millsp. 假紫斑大戟 (H,R,C)  
 77. Chamaesyce prostrata (Aiton) Small 伏生大戟 (H,V,C)  
 78. Chamaesyce serpens (H. B. & K.) Small 匍根大戟 (H,R,C)  
 79. Glochidion philippicum (Cavan.) C. B. Rob. 菲律賓饅頭果 (T,V,C)  
 80. Glochidion rubrum Blume 細葉饅頭果 (T,V,C)*  
 81. Macaranga tanarius (L.) Müll. Arg. 血桐 (T,V,M)  
 82. Mallotus repandus (Willd.) Müll. Arg. 扛香藤 (S,V,C)  
 83. Phyllanthus tenellus Roxb. 五蕊油柑 (H,R,C)  
 84.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S,R,M)  
 85. Sapium sebiferum (L.) Roxb. 烏臼 (T,R,M)  
30. FABACEAE 豆科  
 CAESALPINIOIDEAE 蘇木亞科  
 86. Cassia fistula L. 阿勃勒 (T,D,C)  
 MIMOSOIDEAE 含羞草亞科  
 87.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銀合歡 (T,R,M)  
 88.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美洲含羞草 (S,R,C)  
 89. Mimosa pudica L. 含羞草 (S,R,C)  
 PAPILIONOIDEAE 蝶形花亞科  
 90. Alysicarpus vaginalis (L.) DC. 煉莢豆 (H,V,C)  
 91. Callerya nitida (Benth.) R. Geesink 光葉魚藤 (C,V,M)  
 92.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H,V,C)  
 93. Lablab purpureus (L.) Sweet 鵲豆 (C,R,M)  
 94. Pongamia pinnata (L.) Pierre 水黃皮 (T,V,C)*  
 95. 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 山葛 (C,V,C)  
31. FAGACEAE 殼斗科  
 96. Quercus glauca Thunb. 青剛櫟 (T,V,C)*  
32. GOODENIACEAE 草海桐科  
 97. Scaevola sericea Forst. f. ex Vahl 草海桐 (S,V,C)*  
33. LAURACEAE 樟科  
 98. Cinnamomum burmannii (Nees) Blume 陰香 (T,R,C)  
 99. Cinnamomum camphora (L.) J. Presl 樟樹 (T,V,C)*  
 100. Lindera akoensis Hayata 內苳子 (T,E,C)*  
 101. Litsea hypophaea Hayata 黃肉樹 (T,E,C)  
 102.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香楠 (T,E,C)  
34. LYTHRACEAE 千屈菜科  
 103. Lagerstroemia subcostata Koehne 九芎 (T,V,C)  
35. MAGNOLIACEAE 木蘭科  
 104. Michelia compressa (Maxim.) Sargent var. lanyuensis S. Y. Lu et al. 蘭嶼烏心石 (T,V,C)*  
36. MALVACEAE 錦葵科  
 105.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朱槿 (S,D,M)  
 106. Sida rhombifolia L. 金午時花 (S,V,M)  
 107.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S,V,C)  
37. MELIACEAE 楝科  
 108. Aglaia odorata Lour. 樹蘭 (T,D,C)  
 109. Melia azedarach L. 楝 (T,V,C)  
38. MENISPERMACEAE 防己科  
 110. Stephania japonica (Thunb.) Miers 千金藤 (C,V,M)  
39. MORACEAE 桑科  
 111.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ér. ex Vent. 構樹 (T,V,C)  
 112. Ficus microcarpa L. f. 榕樹 (T,V,C)*  
 113. Ficus septica Burm. f. 稜果榕 (T,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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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Ficus superba (Miq.) Miq. var. japonica Miq. 雀榕 (T,V,C)  
 115.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C,V,C)  
 116.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葉桑 (T,V,C)  
40. MYRSINACEAE 紫金牛科  
 117. Ardisia sieboldii Miq. 樹杞 (S,V,M)  
41. MYRTACEAE 桃金孃科  
 118.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S,D,M)  
42. NYCTAGINACEAE 紫茉莉科  
 119. 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Willd. 九重葛 (S,R,M)  
43. OLEACEAE 木犀科  
 120. Fraxinus griffithii C. B. Clarke 白雞油 (T,V,C)*  
 121. Jasminum nervosum Lour. 山素英 (S,V,M)  
 122. Ligustrum liukiuense Koidz. 琉球女貞 (T,V,C)*  
 123.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桂花 (T,D,C)  
44. ONAGRACEAE 柳葉菜科  
 124. Ludwigia × taiwanensis C.I Peng 台灣水龍 (H,V,C) ● 
 125.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細葉水丁香 (H,V,C) ● 
45. OXALIDACEAE 酢漿草科  
 126.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漿草 (H,V,C)  
 127.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漿草 (H,R,C)  
46. PASSIFLORACEAE 西番蓮科  
 128. Passiflora suberosa L. 三角葉西番蓮 (C,R,C)  
47. POLYGONACEAE 蓼科  
 129. Persicaria barbata (L.) H. Hara var. barbata 毛蓼 (H,V,C) ● 
 130. Persicaria chinensis (L.) H. Gross 火炭母草 (H,V,C)  
 131. Persicaria longiseta (Bruijn) Kitag. 睫穗蓼 (H,V,M)  
 132. Rumex crispus L. var. japonicus (Houtt.) Makino 羊蹄 (H,R,C)  
 133. Rumex trisetifer Stokes 長刺酸模 (H,R,C)  
48. RANUNCULACEAE 毛茛科  
 134. Ranunculus sceleratus L. 石龍芮 (H,V,C) ● 
49. ROSACEAE 薔薇科  
 135. Prunus spp. 櫻花 (T,D,C)  
 136. Rhaphiolepis indica (L.) Lindl. ex Ker var. umbellate (Thunb. ex Murray) Ohashi 厚葉石斑木 (S,V,C)*  
 137. Rubus croceacanthus H. Lév. 虎婆刺 (S,V,C)  
50. RUBIACEAE 茜草科  
 138. Coffea arabica L. 咖啡 (S,D,M)  
 139.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山黃梔 (T,V,C)*  
 140.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繖花龍吐珠 (H,V,C)  
 141. Ixora 'Super Pink' 洋紅仙丹 (S,D,C)  
 142. Mussaenda pubescens W. T. Aiton 毛玉葉金花 (S,V,M)  
 143.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C,V,C)  
 144. Rubia akane Nakai 紅藤仔草 (H,V,M)  
51. RUTACEAE 芸香科  
 145. Citrus grandis Osbeck 柚 (T,D,M)  
 146. Citrus sp. 柑橘 (T,D,C)  
 147.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T,V,C)  
 148. Zanthoxylum nitidum (Roxb.) DC. 雙面刺 (C,V,M)  
52. SAPINDACEAE 無患子科  
 149.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C,R,C)  
 150.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 (T,R,C)  
 151.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台灣欒樹 (T,E,C)*  
 152.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無患子 (T,V,R)*  
53. SAPOTACEAE 山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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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ucuma nervosa A. DC. 蛋黃果 (T,D,C)  
 154.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葉山欖 (T,V,C)*  
54. SCROPHULARIACEAE 玄參科  
 155. Veronica undulata Wall. 水苦藚 (H,V,C) ● 
55. SOLANACEAE 茄科  
 156. Brugmansia suaveolens (Willd.) Bercht. & C. Presl 大花曼陀羅 (S,R,M)  
 157. Solanum americanum Miller 光果龍葵 (H,R,C)  
 158. Solanum torvum Sw. 萬桃花 (S,R,C)  
56. ULMACEAE 榆科  
 159. Aphananthe aspera (Thunb.) Planch. 糙葉樹 (T,V,M)  
 160. Celtis sinensis Pers. 朴樹 (T,V,C)  
 161. Trema cannabina Lour. 山黃麻 (T,V,C)  
 162. Trema tomentosa (Roxb.) H. Hara 山油麻 (T,V,C)  
 163. Ulmus parvifolia Jacq. 榔榆 (T,V,C)*  
 164. 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 櫸 (T,V,C)*  
57. URTICACEAE 蕁麻科  
 165.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nivea 苧麻 (H,R,C)  
 166.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小葉冷水麻 (H,R,C)  
58. VERBENACEAE 馬鞭草科  
 167. Lantana camara L. 馬纓丹 (S,R,C)  
59. VITACEAE 葡萄科  
 168.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Trautv. var. hancei (Planch.) Rehder 漢氏山葡萄 (C,V,C)  
 169.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虎葛 (C,V,C)  
 170. Tetrastigma formosanum (Hemsl.) Gagnep. 三葉崖爬藤 (C,V,C)  
四、單子葉植物  
60. AGAVACEAE 龍舌蘭科  
 171.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Laurentii' 黃邊虎尾蘭 (H,D,C)  
61. ARACEAE 天南星科  
 172. Alocasia odora (Lodd.) Spach. 姑婆芋 (H,V,C)  
 173. Pistia stratiotes L. 大萍 (H,R,M) ● 
 174. Syngonium podophyllum Schott 合果芋 (C,R,M)  
62. AREACACEAE 棕櫚科  
 175. Areca catechu L. 檳榔 (T,D,C)  
 176. Phoenix sp. 海棗 (T,D,C)  
63. COMMELINACEAE 鴨跖草科  
 177.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竹仔菜 (H,V,C)  
64. CYPERACEAE 莎草科  
 178. Cyperus involucratus Rottb. 輪傘莎草 (H,R,C) ● 
 179.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短葉水蜈蚣 (H,V,C)  
 180. Torulinium odoratum (L.) S. Hooper 斷節莎 (H,V,C)  
65. HYDROCHARITACEAE 水虌科  
 181. Egeria densa Planch. 水蘊草 (H,R,C) ● 
66. LEMNACEAE 浮萍科  
 182. Lemna aequinoctialis Welwitsch 青萍 (H,V,C) ● 
 183. Spirodela polyrhiza (L.) Schleid. 水萍 (H,V,C) ● 
67. MUSACEAE 芭蕉科  
 184.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H,D,C)  
68. POACEAE 禾本科  
 竹類  
 185. Bambusa dolichoclada Hayata 長枝竹 (T,V,C)*  
 186. Bambusa stenostachya Hackel 刺竹 (T,V,C)*  
 187.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Munro 麻竹 (T,D,C)  
 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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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Axonopus compressus (Sw.) P. Beauv. 地毯草 (H,R,C)  
 189. Brachiaria mutica (Forssk.) Stapf 巴拉草 (H,R,C)  
 190.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H,R,C)  
 191.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H,V,C)  
 192.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op. 馬唐 (H,R,C)  
 193.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稗 (H,V,C) ● 
 194.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牛筋草 (H,V,C)  
 195. Imperata cylindrica (L.) P. Beauv. var. major (Nees) C. E. Hubb. ex Hubb. & Vaughan 白茅 (H,V,C)  
 196. Leersia hexandra Sw. 李氏禾 (H,R,C) ● 
 197.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 芒 (H,V,C)  
 198. Oplismenus compositus (L.) P. Beauv. 竹葉草 (H,V,C)  
 199. Panicum bisulcatum Thunb. 糠稷 (H,V,C)  
 200. Panicum maximum Jacq. 大黍 (H,R,C)  
 201. Panicum repens L. 鋪地黍 (H,R,C)  
 202.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 兩耳草 (H,R,C)  
 203. Paspalum urvillei Steud. 吳氏雀稗 (H,R,C)  
 204.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H,R,C)  
 205. Polypogon fugax Nees ex Steud. 棒頭草 (H,V,C)  
 206.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紅毛草 (H,R,C)  
 207. Saccharum sp. 甘蔗 (H,D,C)  
 208.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H,V,C)  
 209. Sporobolus indicus (L.) R. Br. var. major (Buse) Baaijens 鼠尾粟 (H,V,C)  
69. ZINGIBERACEAE 薑科  
 210. Alpinia zerumbet (Pers.) B. L. Burtt & R. M. Sm. 月桃 (H,V,C)  

 
植物屬性代碼對照表 
屬性(A) T：木本 S：灌木 C：藤本 H：草本 
屬性(B) E：特有 V：原生 R：歸化 D：栽培 
屬性(C) C：普遍 M：中等 R：稀有 V：極稀有 E：瀕臨滅絕 X：已滅絕 
若屬性代碼後方出現*，代表該種為原生種或特有種，但在當地為栽培植物；屬性代碼後方出現●，代

表該種為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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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環境照、工作照及生物照 

 
環境照 環境照 

環境照 環境照 

環境照-旱溝排水 環境照-旱溝排水右岸竹林 

環境照-旱溝排水強勢外來入侵種-銅錢草 環境照 

 
環境照-中科后里基地園區 環境照-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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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照-計畫區上邊坡行道樹 環境照 

 
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 紅外線自動相機架設 

 

鳥類調查工作照 爬蟲類調查工作照 

 

蝶類調查工作照 植物調查工作照 

 

生物照-竹雞(自動相機拍攝) 生物照-貓(自動相機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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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照-大卷尾 生物照-鳥類優勢種-麻雀 

 

生物照-黑冠麻鷺 生物照-鳥類優勢種-白頭翁 

 

生物照-台灣鼴鼠活動痕跡 生物照-黑眶蟾蜍 

生物照-黃綠澤蟹 生物照-黽椿 

生物照-囊螺 生物照-多齒新米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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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照-福壽螺 生物照-臺灣蜆 

生物照-台灣椎實螺 生物照-石田螺 

生物照-泥鰍 生物照-食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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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生態檢核工程方案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旱溝排水水環境

改善計畫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03 月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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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民翔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張集益 
職稱：總經理。 
學歷：東海大學景觀研究所碩士。 
專業資歷：從事生態調查與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23 年、玉山國家公園解說志工 24 年、

社團法人台灣野鳥協會理事 
專長：景觀生態。 
參與勘查事項：保育對策研擬。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陸域生態資訊 
鳥類調查共記錄 7 目 17 科 24 種。 
哺乳類調查共記錄 3 目 5 科 5 種。 
兩生類調查共記錄 1 目 3 科 3 種。 
爬蟲類調查共記錄 1 目 2 科 3 種。 
蝶類記錄 1 目 5 科 8 種。 
生態議題 
  依據「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2019
年)，石虎發現位置在計畫區北側約僅 600 公尺之樹林(詳圖 1)。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計畫範圍位處台中市后里區義里里，主要聯外道路為后科南路，如圖 1-1。檢

核調查範圍為計畫區及鄰近區周圍 200 公尺，海拔高度約為 245~250 公尺，屬夏雨

型氣候，天然林帶屬榕楠林帶。基地內植被多人工所栽種，主要包括樟樹、台灣光

臘樹等，其中樟樹分佈在低窪地，鄰近區植被受中科園區開發所影響，自然度較高

處集中在基地東側，自生型喬木包括小桑樹、構樹、楝樹、相思樹等先驅植物。而

計畫區與鄰近區植被雖有連貫，但旱溝排水上游區域為水泥垂直護岸，高度達 2 公

尺以上，加上北側后科路橫貫，造成棲地切割與廊道不連續。 
4.棲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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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邊坡白雞油行道樹環境照 109.03.02 低窪地環境照樟樹群 109.03.04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圖 1、鄰近區相關文獻記錄石虎分布圖 
 
石虎發現位置在計畫區北側約僅 600 公尺之樹林，惟本計畫調查尚未發現石虎。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本計畫擬以現有低窪地設置景觀滯洪池，惟現有樹木將予以移植，從生態調查

結果顯示，區內野生動物(尤其是哺乳動物)多樣性低，因此對森林性哺乳動物(含石

虎)影響較小，但對樹木影響較大，尤其大徑木多集中在低窪處，並以樟樹居多。因

此要提高樹木移植後的存活率，則保育對策如下: 
1.移植前先行斷根，並做好根球綑綁以避免土塊脫落。 
2.將白雞油、黃花風鈴木等較小胸徑樹種上邊坡行道樹移至他處，而空出位置給大胸

徑樟樹。 
3.保留樟樹原樹形，利用大型吊車於現場作業吊掛至預留滯洪池上邊坡原白雞油等種

植位置，避免車輛運送過程損傷及過度修剪。 
 
階段 因應措施 

設計      工程設計以樹林型棲地保

留優先考量,必要時才進行樹木

移植,減少棲地破碎化情形。 

施工     減少干擾因子,架設施工圍

籬,降低噪音因子 ,夜間

1830-0700不施工。進行施工階

段生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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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  於維護管理期間植被的養護 

不使用除草劑、殺蟲劑及化學肥

料。為提供石虎食物來源,則不

進行滅鼠。 
 

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低窪地大徑木樟樹群 
 

填表說明：一、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張集益              日期：民國 109 年 0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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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填表/
繪圖

人員 
(單位/
職稱) 

張集益/民翔環境生態研

究有限公司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03 月 5 日 

類型 生態保全對象:基地內樹木群 
公告 
生態

保護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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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國家重要溼地 □保安林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術

研究 
動植

物棲

地地

點 

□重要生態系___________□保育類動物棲地______________ 
□珍稀植物、特殊植群________________□其他___________ 

民間

關切 
生態

地點 

□重要野鳥棲地(IBA) ________________ 
■其他_石虎在鄰近區有發現記錄，但本計畫未發現 

天然

植被 
■濱溪植群 □天然林 ■草澤 ■其他 區內多數為人造林

____________________ 

天然

水域

環境 
(人為

構造

物少) 

■天然溪流或溪溝 ■淺瀨 □岩盤 □溼地、水池 
□其他_________ 

其他 □其他_________ 
生態關注區域圖  ■(繪製日期：民國 109 年 0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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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設計 
潛在

影響

範圍 

Google 航照圖與生態關注區域圖套疊(繪製日期：民國 109 年 03 月 5 日) 
生態

關注

區域

圖 

 
說明： 
1.生態關注區域部分須由生態團隊進行分析。惟受限於生態環境之尺度及調查時間，較無法明確訂定其敏感程 
度，後續之保護對策則可配合迴避策略、影響較小之工法或棲地代償之機制來實施。 
2.應配合工程設計圖的範圍及比例尺進行繪製，比例尺約 1/1000。 
3.繪製範圍除了工程本體所在的地點，亦要將工程可能影響到的地方納入考量，如濱溪植被緩衝區、施工便道 
的範圍。若河溪附近有道路通過，亦可視道路為生態關注區域圖的劃設邊界。 
4.應標示包含施工時的臨時性工程預定位置，例如施工便道、堆置區等。 
5.依設計圖變更進度，應依次套疊圖示並填寫套疊之圖示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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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植栽保存及移植計畫 
(一)移植技術規範 

參考中華民國景觀工程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景觀樹木移植種植技術規則」，將

種樹移樹標準作業流程區分為 7 大類，分別為施工計畫、苗木準備、吊搬運送、植

穴準備、植栽種植、固定修飾及日常照護，另再細分 30 項實施項目(表 1)。本報告

將針對苗木準備及其實施細項進行討論。 

(二)移植適期 
一般狀況下，溫帶、亞熱帶常綠植物宜於春季回溫後進行移植，如光臘樹、樟

樹；溫帶、亞熱帶落葉植物宜於冬季落葉後至春季回溫間進行移植，如台灣欒樹、

楝；熱帶常綠植物宜於春季回溫後進行移植，如榕樹；熱帶落葉植物宜於冬季落葉

後至春季回溫間進行移植，如黃花風鈴木。 

(三)苗木準備 
1. 苗木複驗準備 

本計畫於調查時，已記錄之樹木約略於胸高位置皆已釘附蘭花牌，並書寫

其編號，報告之附件亦附有蘭花牌及植株完整照片，於移植工程前宜再次核對

樹種，以便採用適當移植方式。 
2. 補償修剪除葉 

樹木移植需切斷根系，以致植物缺乏水份來源，枝葉之水分蒸散量佔樹體

約 70%，因此建議修剪枝葉，以避免水分散失過快影響存活率。修剪時宜採用

三段修枝法(圖 4)，工法宜採用補償修剪法，先行修除不良枝(表 2)，再實施疏

刪修剪與短截修剪修除過密枝條、新生嫩枝、老葉，若遇有開花結果枝亦宜評

估後修除，枝條修剪位置如圖 5 所示。 
後續定植地點若鄰近車道，枝下高宜保持 4.6 公尺以上，若鄰近行人步道，

則宜保持 3 公尺以上。 
3. 斷根與否處置 

斷根作業係移植前先行切割較粗大之根系，以促進側根發展。然斷根作業

需考慮移植作業時期，多數文獻表示斷根後仍需原地養根一年以上，方能促使

側根發展完全，因此若無足夠時間，則無需進行斷根作業。 
實施斷根作業前，需先預估挖掘土球之直徑範圍，約為胸高直徑之 3-5 倍

距離，挖掘環狀溝。斷根宜採用環狀剝皮斷根法，剝皮長度應等同於根部粗細

直徑。胸高直徑介於 10-30 公分者得實施斷根 1 次，大於 30 公分者得斷根 2
次，每次間隔 90 天以上。 

另有研究指出，10 年生、胸徑約 20 公分之茄苳，斷根後根系生長速度以

夏季最快，春、秋季其次，冬季則最慢，惟夏季水分蒸散迅速，斷根後宜進行

水分控管，保持土壤濕潤。 
4. 挖掘根球部位 

大多數喬木之有效根系，多分佈於土深 50 公分內，因此土球挖掘深度宜

保持於 50-100 公分間。一般狀況下，可根據植物根部之淺根、中根、深根等

特性，來決定挖掘範圍。深根性植物宜以樹幹基部直徑大小 5 倍範圍挖掘，中

根性植物宜以樹幹基部直徑大小 4 倍範圍挖掘，淺根性植物宜以樹幹基部直徑

大小 3 倍範圍挖掘。 
5. 包裹保護處置 

搬運作業前，主幹宜以粗棉繩、多層麻布袋、厚棉被等包覆主幹，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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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索或鋼索傷及韌皮部，影響後續植物生長。 
根部土球宜以棉繩連續迴旋綑綁，或以網格安全網、塑膠網等綑綁根部土

球，避免運送時土球崩散傷及根部，並於栽植時拆除綑綁包材，以利定植後根

系生長。 
 

表 1、種樹移樹標準作業流程要點表 
實施項目 說明 

一、施工計畫 

1. 相關報備申請 
配合相關作業流程，於事前進行相關的報備與申請，如交通管制疏導通行、搬

運載具超限、停車格位等。 

2. 檢查驗苗標示 
檢查植栽品種規格、選擇檢驗苗木品質、標示記錄所選植栽，設立「停留檢查

點」，確認植栽施工計畫內容。 

3. 安全防護預措 
應事先調查與規劃移植地點；搬運動線、種植區域的施工範圍皆須適時進行安

全防護、警戒等預備措施。 

4. 周邊設施預措 
移植與種植區域的植栽周邊，若有舖面或設施或建物等干擾植栽移植種植作業

時，應事先予以拆除報備或相關預備措施。 

二、苗木準備 

5. 苗木複驗準備 
依據施工計畫將所需移植種植的植栽苗木加以檢驗、選定、標示，亦可於植栽

進場時再次進行驗收品種、規格、數量等。 

6. 補償修剪除葉 
進行「補償修剪」可減少枝葉的水分蒸散量：先以十二不良枝判定修剪後，再

以疏刪及短截修剪，最後再摘除嫩芽及老葉僅保留新鮮葉即可。 

7. 斷根與否處置 
謹慎規劃「移植適期」最關鍵，若是錯誤的斷根會增加失敗率，因此斷根要「適

時」、更要有一定長的時間來「養根」。 

8. 挖掘根球部位 
根球部挖掘的形狀可略依植栽樹冠形態而定，挖掘的大小可依幹基部的幹頭直

徑之 3-5 倍決定，挖掘的好壞會影響移植成活率。 

9. 包裹保護處置 
樹幹可以 PE 或 OP 保鮮膜包裹保護：根球部可以麻布與麻繩或聚乙烯收縮膜

包裹保護，可減少水分蒸散並避免吊搬運送時的損傷。 

三、吊搬運送 

10. 樹木重量計算 
先計算樹體莖幹密度，再乘以樹體體積即為「樹體重量」；後計算根球部體積

再乘上其土壤密度即得到「根球重量」；樹體重量+根球重量=吊搬總重量。

11. 路徑障礙排除 
先測量「吊搬路徑」，即自移植點到定植點的距離，並現勘記錄此搬運動線上

的各通行障礙點，於作業前進行排除。 

12. 吊搬裝載運送 
應依據吊搬總重量的數據，選擇有效吊搬及裝載機具、擇用耐荷重安全吊索吊

帶，並依序進行移植吊搬→裝載→運送→吊搬定植。 

四、植穴準備 

13. 放樣整地準備 
「放樣」應注意平面位置與立面高程標定；「整地」應將表土挖鬆到植栽根系

生長的深度，並清除 3 公分以上的土石塊等雜物。 

14. 植穴挖掘預備 
植栽穴的挖掘直徑，應大於植栽根球部直徑的 2 倍以上；挖掘深度應大於植栽

根球部深度的 1.3 倍以上。 

15. 客填土方改良 
應配合植栽生育特性以選擇如：砂質壤土、砂土、壤土等介質，並配合植栽根

部所需要的「最少需土厚度」。 

16. 穴底拌合基肥 
拌合基肥種類應以「緩效性有機質肥」為宜，並配合各種植栽氮磷鉀的需肥特

性加以選擇及適量施用。 

五、植栽種植 

17. 根端切削處理 
為利於根部組織新生順利及萌發成長，係將根球部各根系末端斷折或乾枯不良

處，貼齊表面剪削使切口平整。 

18. 置入朝向定位 
將植栽最具美感的一面轉到最佳觀賞方向，並將植栽樹體根球部輕輕置入放樣

定點的植穴中央位置。 

19. 調整種植深淺 
植栽樹體置入植穴中央之後，應以植栽根盤面與地表齊平為原則，切勿種植太

深或覆土太厚而影響日後的生長。 

20. 扶正覆土定植 
覆土種植前須將樹木扶持端正，須以東西及南北兩個 90 度角位置來進行兩次

調整，使其垂直端正後才能覆土固定。 

六、固定修飾 
21. 支架固定作業 

使用桂竹三支組立式的支架固定作業，其長度約為植栽全高度的 1/2 以上，綁

紮固定位置應於植栽全高度的 1/3 以上位置。 

22. 作植穴集水坑 
可依植栽根球部的直徑大小，於地面上以圓鍬施作環狀土丘成蓄水用的集水

坑，並依據蓄水狀態進行調節，直到樹木長出新葉後即可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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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項目 說明 

23. 修飾整枝修剪 
植栽定植完成後，續行「修飾整枝修剪」，可使植栽整齊性提高、樹形更具美

觀、減少水分蒸散提高種植成活率。 

24. 輔助藥劑施用 
莖幹用傷口保護藥劑、根部用開根劑或速效性營養劑，用保水劑可補充水分供

應。 

七、日常維護 

25. 澆水灌溉作業 
應配合各樹種的需水特性，於種植之後檢視當時的日照、溫濕度、基盤含水量

等條件，進行適量的澆水灌溉，並適當調整澆水的頻度與水量。 

26. 疏枝疏芽修整 
枝條末端大型傷口常會萌發密集而多的不定芽，因此須在種植後的每 1-3 個月

進行每一枝條末端的疏枝疏芽修剪，以促進新枝生長。 

27. 植穴基盤管理 
每月依循植栽樹冠垂直地面的投影範圍區域，進行植栽基盤區域的中耕培土

(翻鬆表土)或補充覆蓋土壤、清除雜草作業，遇有長期雨季則解開集水坑。 

28. 營養評估追肥 
每月評估植栽生長現況所呈現的營養缺肥徵狀，加以選擇適當的含氮磷鉀三要

素的「緩效性有機質肥」進行追給。 

29. 植栽健康管理 
每月評估植栽生長現況所呈現的病害、蟲害、生理障害的徵狀，加以鑑定、診

斷原因後，採取早期發現、早日治療的對症下藥防治處理措施。 

30. 枯株移除補植 
每月評估植栽的成活與否及生長情況，予以記錄、回報後再進行枯株的移除清

運處理，並適時進行植栽補植作業，以恢復原有景觀。 
資料來源：種樹移樹基礎全書(李碧峰，2013) 

 
表 2、不良枝定義對照表 

名稱 定義說明 處置原則 形成原因 不良影響 

1. 病蟲害枝 

係指已有病害或蟲害所感染

或危害嚴重的枝條，恐有高度

傳染之虞，若使用藥劑防治

時，其效果亦會不彰或治療後

也難以成為正常的枝條者。 

無法防治成功時，

可判定立即修除。

一般常因植栽樹冠的通風

或採光不良引發病蟲害之

姿生與寄宿，或有外力導致

之傷口而感染病原菌所致。 

持續感染或侵害而傷及植栽

器官組織，嚴重時個體會因

此死亡，且會傳播感染影響

周邊植栽。 

2. 枯乾枝 

係指枝條已呈現枯乾或死亡

或腐朽或斷裂者，已無法提供

即恢復其正常機能者。 

可判定立即修除。 因先前的病害或蟲害之危

害、或因日照不足所導致的

落葉而形成枯枝、或因外力

傷害而使枝幹枯死或斷

裂、或因養分水分的輸送障

礙等因素導致枝條呈現死

亡及枯乾情況者。 

將成為病蟲害源的寄宿淵

藪，並影響美感有礙觀瞻，

大型枝條恐有掉落傷人之公

安危險顧慮。 

3. 分蘗枝 

係指在「結構枝」及幹基根部

上所好發萌出的新生而短小

枝芽、或已成熟長成的枝條

者；由於其無法與既有枝條呈

現合理配置的非結構性枝條。 

若屬無須充作修補

用枝時，可判定立

即修除。 

常在生長旺季時期或是植

栽幹體內部或外部受到損

傷時，因為養分與水分的積

蓄而形成不定芽所萌生的

新生枝芽者稱之。 

分蘗枝具有妨礙植栽營養的

輸送分配、且會造成相互競

奪與破壞樹體的外型美觀之

虞，因此這種不良枝須於尚

未成熟時就應即刻剪除。 

4. 幹頭枝 

係指在先前的整枝修剪操作

不良後，所留下宿存的幹頭部

位再度萌生新的枝芽者。 

應連同宿存幹頭一

併修除必要時須進

行擴創手術。 

主要是人為的操作不當，未

能在修剪時自脊線到領環

的正確下刀所導致。 

幹頭會因萌生多芽而形成多

枝，並使枝葉密集生長而遮

蔽日照、影響通風易生病蟲

害，及易使落葉堆積。 

5. 徒長枝 

係指枝條呈現較直立向上伸

長、樹皮較光滑、節間距離較

長、枝條較粗大之徒長現象的

特徵者。 

非作為更新復壯用

枝時，或不用作修

補用枝時，即可判

定短截或立即修

除。 

常因植栽營養過剩良好、或

日照集中於某處或生長旺

季時，故促使萌生能力強

盛、生長極端快速所致。 

徒長枝若未修剪時將會強勢

的競奪植栽大量的養份與水

份，進而影響其它莖葉花果

籽部位的生長弱勢與不良。

6. 下垂枝 

係指枝條所生長呈現的角度

明顯與其它枝條的生長角

度，有極大的下垂角度之差異

者。 

得配合人車使用空

間大小予以短截修

剪，或判定立即修

除。 

常因為新生芽的萌生方向

角度較為朝下、或因成長過

程中受外力或枝葉重量影

響，而逐漸形成枝條向下狀

態。 

後續將嚴重影響整體樹型結

構的美觀，並且產生「形體

偏重現象」，容易產生倒伏及

有礙觀瞻之不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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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定義說明 處置原則 形成原因 不良影響 

7. 平行枝 

係指兩兩枝條的成長的方向

與位置，一枝條位於正上方

(即稱為「平行上枝」)，另一

枝條位於正下方(即稱為「平

行下枝」)，形成兩兩上下平

行不相交的生長情況時稱之。 

判定修除可視現況

留存：平行上枝或

下枝何者較能填補

樹體空間?較為健

壯?較能平衡偏重

現象? 

常因為兩兩新生枝芽，後續

所萌生形成的枝條生長方

向角度，恰巧成為上下平行

狀態。 

其兩兩上下平行的枝條，其

「平行上枝」會影響「平行

下枝」的日照採光，而「平

行下枝」會競奪「平行上枝」

的養分水份，日久常兩敗俱

傷。 

8. 交叉枝 

係指兩兩枝條，呈現略為 X
狀的交叉接觸者稱之。 

較瘦小或已受損之

枝條者，可判定立

即修除。 

常因為兩兩枝條的生長方

向角度，恰巧成為 X 狀的

交叉接觸，或因兩兩徒長枝

持續生長成 X 狀交叉接觸

所致。 

其交叉接觸會使韌皮部受損

而影響養份輸送、或因受傷

枯乾破壞整體美觀，也會使

樹冠枝葉密度增加影響採光

與通風，易形成病蟲害源滋

生淵藪，並且會干擾其它枝

條生長的空間。 

9. 叉生枝 

係指位於兩兩「同等優勢枝

條」之中央部位所萌生的單一

或多數枝條者稱之。 

可判定立即修除，

必要時須進行擴創

手術。 

常因為兩兩同等優勢枝條

中間萌生新芽，並持續萌發

生長而成。 

其最終將使枝條密度增加而

影響樹冠內部的採光與通

風，而形成病蟲害源寄宿淵

藪，並危害樹木生長；且會

破壞同等優勢枝條的結構

性，使其易受風力或外力侵

害而斷折或岔裂。 

10. 陰生枝 

係指位於兩兩枝條之兩外側

位置，如同腋下部位所萌生的

單一或多數枝條者稱之。 

可判定立即修除。 常因為兩兩枝條之兩外側

如同腋下部位所萌生新

芽，並持續萌發生長而成。 

陰生枝會競奪上方枝條的營

養水分與生長空間，且會影

響整體樹型結構的美觀，也

容易產生植栽「形體偏重現

象」。 

11. 逆行枝 

係指枝條呈現出先由正常方

向生長後，再發生方向改變的

逆行方向生長，故呈現出枝條

迴轉彎折的奇特生長現象

者，稱之。 

可判定立即修除，

或予以短截修剪成

側枝狀態。 

常因原生長方向正常的新

芽或枝條，在成長階段或因

外力或因氣候干擾，而使其

發生逆行方向改變，造成枝

條迴轉彎折的奇特生長現

象。 

逆行枝將嚴重影響整體樹型

的美觀，並干擾其它枝條的

合理生長空間，大型枝條於

其構造上恐有易生斷折、掉

落傷人之公安危險之虞。 

12. 忌生枝 

係指枝條呈現了直接向樹冠

中心方向生長的極端不良之

忌諱生長型態者，稱之。 

可判定立即修除，

或予以短截修剪成

側枝狀態 

一般正常的新生芽所萌生

方向是背向樹冠中心部位

而向外開張生長，但是忌生

枝是在幼芽萌發初期即發

生向樹冠中心方向生長的

情況。 

忌生枝會造成樹體枝條密

集、樹冠內部枝葉密度增

加、嚴重影響整體樹型結構

美觀。 

資料來源：景觀樹木移植種植技術規則(中華民國景觀工程公會全國聯合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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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樹木三段修枝法 

 
 
 
 
 
 
 
 
 
 
 
 
 
 
 
 
 
 

圖 4、樹木枝幹適當修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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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植栽移植通則 
進行移植作業時，應以植栽的生理情況及環境氣候情形作評估，而定植的地點

則以：環境協調性、植栽適植性、生態衝突性等各項因素評估後再進行定植點的擇

定。進行移植作業時，需先選定適當季節，如能選擇於移植適期進行作業，即使未

經過事前斷根作業，也能有效的提高移植成活率。 

(五)移植作業流程 
1. 安全防護措施： 

施工作業範圍，適度採用安全防護措施，例如：安全圍籬、或安全錐、圍

杆、或警示布條等，予以界定區隔工作範圍後，才能進行後續施工作業程序。 
2. 斷根與否處置： 

於進行「移植作業」前，須先進行「斷根與否判定」，並依此進行「斷根

與否處置」，若能擇定「移植作業適期」期間進行移植時，則可以「直接逕行

移植」而不必進行「事前斷根作業」。而若於「非移植作業適期」期間須進行

移植時，則可以採取「事前斷根作業」以利後續移植作業的植栽成活率。 
3. 挖掘根球部位： 

植栽進行「挖掘根球部」時須要考量植栽的生長特性(圖 6)，並應盡量配

合「移植作業適期」及「植栽根系特性」等因素，於適植時期挖掘適當大小的

根球部。 
通常可依據各樹種的根生特性(淺、中、深)，決定挖掘根球部的形狀，並以樹

木的幹基部(與地面正常接觸的部位)之直徑大小的 3-5 倍作為判斷挖掘根球部

直徑大小的依據。 
依根生特性可分為： 

(1)具有開張型樹冠，根生多為淺根性，以幹基部直徑大小的 5 倍為挖掘根

球直徑，並挖掘呈「扁圓形」。 
(2)具有圓形樹冠，根生多為中根性，以幹基部直徑大小的 4 倍為挖掘根球

直徑，並挖掘呈「圓球形」。 
(3)具有尖錐型樹冠，根生多為深根性，以幹基部直徑大小的 3 倍為挖掘根

球直徑，並挖掘呈「倒卵形」。 
如幹基部呈現不對稱，或是因地形、地質差異，則依據實際現況判定調整。另

外根球部的深度則須視根系生長狀況現場判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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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來源：種樹移樹基礎全書(李碧峰，2013) 

圖 5、樹木根系與挖掘根球部判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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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裹保護處置：  
植栽包裹保護處置，是針對植栽的根球部位、主幹部位及枝葉樹冠部位進

行包裝捆紮的保護措施。 
枝葉部為避免受損斷折、水分蒸散及日光曝曬的傷害，可用塑膠繩捆紮集

束、黑網覆蓋或以保鮮膜(PE、OP)捲繞包裹保護。 
樹幹部為避免樹幹表皮損傷、水分蒸散、日光曝曬及冬季禦寒保暖，可使

用稻草、報紙包裹，並以捆草繩或保鮮膜(PE、OP)捲繞包裹保護。 
根球部為避免根球損傷、水分蒸散及日光曝曬，亦可用黑網及塑膠繩覆蓋

包裹，或用麻布、麻繩或聚乙烯收縮膜包裹保護。 
5. 補償修剪除葉： 

於植栽移植作業時，應考量：搬運植栽的動線空間的需要、或為減低植栽

水分蒸散量以提高移植成活率等，必須進行植栽的「補償修剪」，補償修剪意

即摘除嫩芽及部分的老葉，減少水分因蒸散作用而流失，或以「短截修剪」、「疏

刪修剪」、「摘除葉片」等方式修剪，修剪時須以達到「有效移植極大規格」與

「保有完整樹型美觀」為目標。 
6. 吊搬裝載運送： 

進行移植作業的「吊搬裝載運送」前，應先進行植栽的「吊搬重量計算」、

「選擇有效吊搬載具」、「擇用荷重安全吊索」、「妥善固定植栽吊搬」等， 並
考量相關動線高度及寬度限制，詳圖 7。 

當需移植的樹木米高徑大於 15 cm 以上時，即須計算樹木重量，作為吊搬

載運前的參考依據，等待根球部挖掘完成後，可再計算一次「樹木移植重量」，

將更能提高其移植重量的準確度。 
吊搬載運樹木時，需選用適當的保護材料以保護植栽的枝葉部、樹幹部及

根球部，「吊索」與「樹幹」的接觸部位應以襯墊加強保護，避免樹皮剝裂分

離導致韌皮部功能受損，進而影響成活率。 
7. 放樣整地準備： 

經選擇後的預定「定植點」區域，須先進行「放樣作業」，以標示植栽移

植定點，並予以進行初步「整地作業」，以針對基盤裡不利栽植使用的磚土石

塊雜物進行清除，之後再進行「整地」，依序為「大略整地、初步整地、細部

整地」的整地模式，將區內表土挖鬆至「各類植栽適植深度」後，再清除土層

內直徑大於 3 cm 的石塊、混凝土塊、雜草根及其他有害生長的雜物。最後進

行「高程整地」，以不積水並符合自然降雨的地表排水坡度為施作準則。 
8. 植穴挖掘預備： 

於植栽移植作業的「預定定植點」上，經「放樣整地客土」後，可預先進

行「植穴挖掘準備」作業，以利植栽移植時的迅速而順利實施。「植穴挖掘準

備」作業應配合植栽根系特性(圖 8)，如：深根系、中根系、淺根系等，採取

適當的「植穴規格大小」挖掘準備，植穴挖掘直徑寬度應大於植栽根球部直徑

的 2 倍以上，植穴挖掘的深度應大於植栽根球部直徑深度的 1.3 倍以上，以利

植栽後續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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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用起重機吊搬裝載運送 

 

 
圖資來源：種樹移樹基礎全書(李碧峰，2013) 

圖 7、植栽根球部與合理植穴大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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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植穴拌合基肥： 
為了使植栽定植後於生長初期能充分獲取適當的養分，應酌量給予「基

肥」，並拌合於植穴中與所客填的土方進行充分拌合後使用。 
種樹時施用的基肥常以「穴底拌合基肥」方式作業，主要為植栽定植後的

生長初期應充分獲取適當養分以維持正常發育，種植時酌量給予基肥並與植穴

中的栽培介質做充分拌合。 
10. 植栽定植種植：  

植栽於定植點定植種植時，係將植栽定點置放於「植穴」中，並將備用土

壤介質予以回填，詳圖 9。 
11. 支架固定作業： 

為避免植栽定植後於根系未生長發育完整的期間，或因風力或其它外力影

響使其倒伏、或鬆動根球部而損傷新生根生組織，進而影響其生長發育，因此

必須以「支架固定」植栽，以替代根部原有的「支持作用」，詳圖 10。 
12. 澆水灌溉作業： 

植栽定植完成後，應視植栽的需水特性立即給予適當充足的水分，以供應

植栽的生理與生長所需。 
13. 中耕除草追肥：  

於移植初期植栽維護管理期間，如遇有雜草叢生情況時，可隨時進行拔除

作業。而針對植栽需肥特性，須適時給予「追肥」，並以中耕拌合方式將「有

機質肥」與土壤進行充分拌合。 
14. 病蟲障害防治： 

於移植初期植栽維護管理期間，須定期進行檢查有無病害、蟲害或生理障

害的侵害情形，並尋求專業諮詢單位人員，以提供相關解決對策或技術意見，

並依此進行病蟲害或生理障害的防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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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樹木種植方法 

 

 
圖 9、三腳八字型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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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樹木移植建議 
適合移植期之判斷，依據植物習性可區分為常綠與落葉物種，常綠植物以 4-10 月

雨季或生長旺季移植較為恰當，落葉植物以冬季落葉期及休眠期較為恰當。 
栽植樹種宜選用適合當地環境氣候之原生樹種為主，具有景觀視覺效果植物為佳。

喬木類觀葉植物如楓香、白雞油、無患子、烏心石、台灣櫸等，觀花或觀果喬木有水黃

皮、台灣海桐、楝、台灣欒樹、毛柿等。 
 
表 1、樹木移植建議 

性
狀 

生長習性 植物種類 
移植適宜期 
判斷通則 

移植適宜季節 

喬

木 

溫帶、亞熱帶常綠闊葉 樟樹、光臘樹、水黃皮 生長旺季：萌芽前期 
春節後回溫至清明期

間 

溫帶、亞熱帶落葉闊葉 無患子、茄苳、苦楝、黃花風鈴木 
休眠期間：落葉後萌

芽前 
冬季落葉後至早春萌

芽前 
資料來源：景觀樹木移植種植技術規則(2014) 

註：植栽「強剪及移植、斷根、種植作業適期」的判定方式，主要是依據植栽樹種的「休眠期間」與「生長旺季」之特性

作為判斷依據，得以下列三項概略判定： 
1. 落葉性(針葉及闊葉)植物，宜擇「休眠期間」：即落葉後到萌芽前的時期。 
2. 常綠性針葉植物，宜擇「休眠期間」：即冬季寒流冷鋒過境後的時期。 
3. 常綠性闊葉植物，宜擇「生長旺季」：亦即枝葉萌芽時即屬其生長旺季之徵狀。其中又可分為：(1)萌芽期長者：於「萌

芽期間內」皆宜。(2)萌芽期短者：於「萌芽前一個月期間」最佳。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檢核報告 

54  

 

附錄七、樹籍資料表 
編號 名稱 座標(台灣二度分帶 TWD97) 胸徑(cm) 分枝數 

001 樟樹 222764, 2689936 18.7   
002 樟樹 222769, 2689934 22.6+22.2 2 分枝 

003 樟樹 222774, 2689931 20.9+18.9 2 分枝 

004 楝 222776, 2689932 26.3+19.2 2 分枝 

005 樟樹 222777, 2689929 22.3   
006 樟樹 222778, 2689926 23.7   
007 樟樹 222783, 2689925 17.4+11.7+8.1 3 分枝 

008 相思樹 222784, 2689927 21.7+7.4 2 分枝 

009 樟樹 222784, 2689924 22.3+15.8+9.8+8.8+5.7 5 分枝 

010 樟樹 222787, 2689923 19.8   
011 樟樹 222794, 2689921 22.9+15.4 2 分枝 

012 樟樹 222794, 2689919 25.7   
013 樟樹 222792, 2689913 14.0+8.9 2 分枝 

014 樟樹 222798, 2689915 23.9+8.1 2 分枝 

015 樟樹 222797, 2689917 24.5+21.8 2 分枝 

016 相思樹 222801, 2689920 17.6   
017 相思樹 222799, 2689923 20.1   
018 相思樹 222797, 2689926 17.4   
019 相思樹 222799, 2689921 25.9   
020 樟樹 222801, 2689918 24.1   
021 樟樹 222800, 2689917 36.0+6.2 2 分枝 

022 樟樹 222802, 2689911 28.8   
023 樟樹 222799, 2689908 39.9+30.8+7.7 3 分枝 

024 樟樹 222813, 2689904 30.7+18.0 2 分枝 

025 樟樹 222815, 2689904 41.2+8.8 2 分枝 

026 樟樹 222825, 2689904 35.0+8.8 2 分枝 

027 樟樹 222829, 2689904 50.1+12.2 2 分枝 

028 樟樹 222831, 2689904 30.0+24.3+13.3 3 分枝 

029 樟樹 222839, 2689904 38.3+13.2 2 分枝 

030 樟樹 222844, 2689902 31.8+26.5 2 分枝 

031 樟樹 222845, 2689904 25.7+13.3 2 分枝 

032 樟樹 222847, 2689903 45.5+16.8 2 分枝 

033 樟樹 222858, 2689902 21.1+18.2 2 分枝 

034 樟樹 222856, 2689902 31.2   
035 樟樹 222856, 2689905 22.4   
036 樟樹 222854, 2689906 30.7   
037 樟樹 222852, 2689905 22.1+14.2 2 分枝 

038 樟樹 222847, 2689906 31.1   
039 樟樹 222841, 2689905 30.8   
040 樟樹 222836, 2689906 23.4+19.1+18.0 3 分枝 

041 樟樹 222831, 2689906 25.2+21.7 2 分枝 

042 樟樹 222811, 2689909 28.7+20.1 2 分枝 

043 樟樹 222811, 2689911 29.3   
044 樟樹 222810, 2689910 34.6+29.6+9.4 3 分枝 

045 樟樹 222816, 2689910 19.6   
046 樟樹 222819, 2689911 31.5   
047 樟樹 222813, 2689911 38.3   
048 樟樹 222821, 2689909 34.6+25.1 2 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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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座標(台灣二度分帶 TWD97) 胸徑(cm) 分枝數 

049 樟樹 222822, 2689915 25.4   
050 樟樹 222820, 2689921 38.0+26.9 2 分枝 

051 樟樹 222820, 2689925 48.9   
052 樟樹 222822, 2689931 42.4   
053 樟樹 222823, 2689941 27.6+23.6 2 分枝 

054 樟樹 222824, 2689934 22.1   
055 樟樹 222823, 2689927 60.0   
056 樟樹 222823, 2689923 32.7   
057 樟樹 222817, 2689923 27.4+25.7 2 分枝 

058 樟樹 222816, 2689921 41.1   
059 樟樹 222820, 2689921 57.9   
060 樟樹 222825, 2689928 51.6   
061 無患子 222827, 2689933 51.1   
062 茄苳 222829, 2689935 35.0   
063 樟樹 222833, 2689939 28.1+27.4 2 分枝 

064 白雞油 222839, 2689919 36.0+17.5+12.1+11.8 4 分枝 

065 樟樹 222839, 2689931 8.3   
066 樟樹 222840, 2689934 18.3   
067 相思樹 222842, 2689937 23.2+20.4+16.0+15.5 4 分枝 

068 朴樹 222843, 2689940 8.4   
069 香楠 222844, 2689934 9.9   
070 樟樹 222845, 2689919 35.3+28.7 2 分枝 

071 樟樹 222846, 2689920 27.2   
072 樟樹 222850, 2689924 48.7+18.8 2 分枝 

073 樟樹 222853, 2689919 36.0   
074 樟樹 222856, 2689919 38.1+32.5+31.7 3 分枝 

075 樟樹 222864, 2689916 24.6   
076 樟樹 222869, 2689917 27.1   
077 樟樹 222861, 2689921 30.7+23.8 2 分枝 

078 樟樹 222872, 2689926 12.1   
079 樟樹 222870, 2689925 15.6   
080 樟樹 222873, 2689925 18.5   
081 菲律賓饅頭果 222875, 2689931 9.2   
082 樟樹 222876, 2689940 19.6   
083 山黃麻 222880, 2689936 14.1   
084 樟樹 222880, 2689940 14.0   
085 樟樹 222882, 2689944 20.7   
086 樟樹 222893, 2689952 13.4   
087 樟樹 222896, 2689957 14.9   
088 樟樹 222901, 2689957 24.8   
089 樟樹 222903, 2689961 24.5   
090 朴樹 222904, 2689961 16.5   
091 小葉桑 222885, 2689958 7.5+5.6+4.5 3 分枝 

092 朴樹 222886, 2689954 9.4+9.3 2 分枝 

093 小葉桑 222880, 2689956 9.6   
094 相思樹 222874, 2689939 22.2   
095 相思樹 222860, 2689946 26.0   
096 相思樹 222819, 2689940 11.9   
097 相思樹 222808, 2689938 12.5+9.2+7.9 3 分枝 

098 相思樹 222807, 2689935 31.7+12.9 2 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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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座標(台灣二度分帶 TWD97) 胸徑(cm) 分枝數 

099 相思樹 222808, 2689932 22.6+12.9 2 分枝 

100 菲律賓饅頭果 222877, 2689935 7.3   
101 樟樹 222881, 2689938 6.4   
102 樟樹 222857, 2689942 6.1   
103 香楠 222843, 2689939 5.5   
104 樟樹 222846, 2689934 5.9   
105 香楠 222843, 2689932 6.9   
106 樟樹 222844, 2689926 5.5   
107 樟樹 222829, 2689938 5.9   
108 菲律賓饅頭果 222811, 2689936 7.1   
109 樟樹 222810, 2689924 5.8   
110 相思樹 222806, 2689925 7.4+4.9 2 分枝 

111 樟樹 222791, 2689939 7.1   
112 樟樹 222913, 2689978 7.3   
113 黃花風鈴木 222909, 2689981 23.7   
114 樟樹 222906, 2689980 12.5   
115 黃花風鈴木 222903, 2689980 22.0   
116 黃花風鈴木 222901, 2689978 19.4   
117 黃花風鈴木 222894, 2689974 15.9   
118 白雞油 222889, 2689976 9.2   
119 白雞油 222889, 2689974 9.3   
120 白雞油 222881, 2689970 7.3   
121 黃花風鈴木 222877, 2689969 20.7   
122 白雞油 222873, 2689968 9.9   
123 白雞油 222871, 2689968 8.2   
124 白雞油 222867, 2689967 8.2   
125 黃花風鈴木 222866, 2689966 11.7   
126 白雞油 222863, 2689967 6.0   
127 白雞油 222861, 2689965 8.4   
128 白雞油 222858, 2689964 9.4   
129 白雞油 222853, 2689963 7.9   
130 黃花風鈴木 222849, 2689962 24.4   
131 白雞油 222843, 2689961 9.1   
132 白雞油 222840, 2689960 8.9   
133 白雞油 222838, 2689959 9.4   
134 白雞油 222835, 2689958 9.8   
135 白雞油 222832, 2689958 9.5   
136 白雞油 222829, 2689957 10.4   
137 白雞油 222821, 2689956 9.3   
138 白雞油 222816, 2689955 9.0   
139 黃花風鈴木 222813, 2689954 19.4   
140 白雞油 222810, 2689954 9.5   
141 白雞油 222804, 2689953 10.3   
142 白雞油 222800, 2689952 7.2   
143 白雞油 222798, 2689951 7.9   
144 白雞油 222794, 2689951 7.1   
145 白雞油 222791, 2689950 8.1   
146 白雞油 222789, 2689951 6.5   
147 白雞油 222788, 2689951 8.3   
148 白雞油 222784, 268995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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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座標(台灣二度分帶 TWD97) 胸徑(cm) 分枝數 

149 白雞油 222780, 2689950 6.4   
150 黃花風鈴木 222779, 2689950 16.3   
151 白雞油 222775, 2689950 10.5   
152 白雞油 222772, 2689950 8.2   
153 白雞油 222769, 2689950 6.5+6.2+6.1 3 分枝 

154 白雞油 222766, 2689950 7.5+6.7+5.5 3 分枝 

155 白雞油 222759, 2689949 9.4   
156 黃花風鈴木 222752, 2689948 12.4   
157 白雞油 222749, 2689950 7.2   
158 黃花風鈴木 222745, 2689949 12.5   
159 黃花風鈴木 222883, 2689974 9.5   
160 黃花風鈴木 222877, 2689973 17.6   
161 白雞油 222874, 2689973 8.5   
162 白雞油 222871, 2689971 5.1   
163 黃花風鈴木 222867, 2689971 18.3   
164 白雞油 222862, 2689968 5.6+3.9 2 分枝 

165 黃花風鈴木 222859, 2689966 15.6   
166 白雞油 222856, 2689966 6.7+4.5 2 分枝 

167 白雞油 222851, 2689966 9.1   
168 黃花風鈴木 222849, 2689966 23.3   
169 白雞油 222846, 2689964 8.0   
170 白雞油 222836, 2689962 7.5   
171 白雞油 222834, 2689961 9.8   
172 白雞油 222831, 2689961 7.9   
173 黃花風鈴木 222829, 2689960 11.6+6.4 2 分枝 

174 白雞油 222820, 2689957 6.7   
175 黃花風鈴木 222818, 2689958 11.1   
176 白雞油 222815, 2689957 9.2   
177 白雞油 222812, 2689957 7.3   
178 白雞油 222808, 2689958 9.6   
179 白雞油 222806, 2689956 6.2   
180 白雞油 222803, 2689956 6.3   
181 黃花風鈴木 222800, 2689956 10.5   
182 黃花風鈴木 222796, 2689955 13.2   
183 白雞油 222793, 2689954 7.8   
184 白雞油 222790, 2689953 8.7   
185 白雞油 222787, 2689954 9.7   
186 白雞油 222785, 2689953 8.4   
187 黃花風鈴木 222782, 2689953 13.9   
188 白雞油 222781, 2689953 5.9+4.7+4.4+3.2 4 分枝 

189 白雞油 222777, 2689954 8.8   
190 白雞油 222773, 2689953 7.5   
191 白雞油 222768, 2689953 6.1+5.9 2 分枝 

192 白雞油 222766, 2689952 9.6   
193 黃花風鈴木 222757, 2689952 18.2   
194 黃花風鈴木 222753, 2689952 16.6   
195 黃花風鈴木 222748, 2689953 11.6   

 
 





 

 

 

 

 

 

 

 

 

 

 

 

附錄 2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環境生態異常狀況處理表 

狀況類型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暴斃 □施工便道闢設不當 □水質混濁 

□生態保育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生態友善措施未執行 

□生態保全對象遭破壞 □其他(請說明)：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

國 
年 月 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異常狀況

發現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生態疑義/ 
異常狀況說明 

 解決對策  

會勘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會勘者  

會勘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說明： 

1. 環境生態異常狀況處理需依次填寫。 

2. 會勘結果及應採行動可依不同會勘者意見，自行增加欄列。 

3. 複查行動可自行增加欄列至達複查完成。 

4. 原則上一項異常狀況獨立一張表格，避免混亂，不同異常狀況依次在表單上依序編號。 

 
  



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填表日期 民國年月日 

狀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狀況發生

地點 
 

項目  檢  查  內  容 
檢查結果 

缺 失 說 明 
是  否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環
境
保
護 

1.是否有擴大剷除植被之情事       

2.是否有任意捕捉及傷害野生動物之情事？       

3.階段完工後是否有進行植被復育？       

4.是否有捕捉水域生物之行為？       

5.工程進行中是否使用化學藥品？       

6.工程人員是否辦理環境教育生態講習？       

7.保全對象是否設置相關標誌或警戒？       

其他 
1.是否有民眾或任何單位、團體進行陳情？       

2.是否有環保主管機關檢查不合格且予以告發       

改善對策 

 

複查結果及 

應採行動 

 

複查者    複查日期 民國年月日 

現場檢查人員：                              工地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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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審查情形 

  





旱溝案件第一次審查意見修正情形回覆表 

 

工程名稱：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委託技術服

務 

契約編號： 

 書面審查日期：109.03.18 

 序號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回覆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 

圖 2本計畫鄰近區石虎出現位

置圖資料來源不應敘為「民翔

環境生態研究有限公司」，而

係「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

輸水工程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2019)」 

 遵照辦理。已修為「大安大甲溪

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第二階段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2019)」。詳生態

保育措施計畫書 P3。 

 

 2 

 P.2 及 P.3 所敘「工程計畫範

圍環境現況」之內容，與 P.5

「工程計畫內及周邊區域以

往生態資料研析」之內容，甚

多重複，建議再加改敘(如工

程計畫內生態資料如前環境

現況所述，周邊區域以往生態

資料，則宜參考第一點意見所

提之環評報告內之生態資料

予以摘錄。若附近中科(后里)

園區亦有相關環評之相關資

料可供參考，自可一併加以彙

整後進行研析) 

   遵照辦理。已修訂。詳生態保

育措施計畫書 P5。 

     

 

 3 

前述生態資料之彙整，能以

圖、表表示者，建議盡量以

圖、表方式加以呈現，以利於

對照瞭解。 

 遵照辦理。本案引用鄰近區環評

調查資料包括「大安大甲溪水源聯

合運用輸水工程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2019)」及「中科后里基

地環境影響說明書」，結果摘要詳

生態保育措施計畫書附錄 3。 

    

 

   



旱溝案件第一次審查意見修正情形回覆表 

 

工程名稱：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委託技術服

務 

契約編號： 

 審查日期： 

 序號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回覆 

 4 

本案計畫名稱為生態保育措

施計畫，只談生態保育原則及

生態保育對策是不夠的，建議

補充更加具體可行之相關保

育作為 

 遵照辦理。保育作為之保育措施

以利他、迴避、減輕及補償為原則，

具體作為以補充。詳生態保育措施

計畫書 P14~15。 

 5 

P.24~P.25 所敘之「預期成果

及效益」，似為本案溪畔景觀

池工程(施工後)之預期成果

及效益，而非生態保育措施計

畫之預期成果及效益。 

 遵照辦理，已修正補充。 

 6 

P.25 之「七、附錄」目前所敘

之內容，宜修正為「七、附錄：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生態關

注區域圖繪製」。另外，建議

將本案之生態關注區域圖單

獨列圖呈現。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生態保育

措施計畫書附錄 1。 

 

 



 

 

 

 

 

 

 

 

 

 

 

 

附錄 4 
 民眾參與、工作坊及工作說明會會議紀錄 





附 4-1 

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生態檢核表規劃

設計階段附表 

附表 D-04 民眾參與紀錄表 

編號:01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謝傳鎧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8 年 9月 5日 

參與項目 
□訪談      □設計說明會   

□公聽會    □座談會   

其他：工程預定地現勘

參與日期 民國 108 年 9月 5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鄧麗珠  臺中市水利局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治理工程 

承辦人員 

治理工程承辦人員 

張豐年  臺灣生態學會  關注團體  關注中部地區環境議題 NGO 

鄭清海  臺灣自然硏究學會 

常務監事 

關注團體  關注中部地區環境議題 NGO 

游永滄  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

分會長 

關注團體  關注中部地區環境議題 NGO 

楊政穎  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

鄉土關懷小組長 

關注團體  關注中部地區環境議題 NGO 

林笈克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技術經理 

生態檢核 

團隊 

台中市生態檢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協同主持人

謝傳鎧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生態檢核 

團隊 

台中市生態檢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工作人員

原田洸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實習生 

生態檢核 

團隊 

台中市生態檢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委託專業服務工作人員

生態意見摘要，提出人員：鄭清海（台灣自然硏究學會常務監事） 

1. 綠 10‐2內相思樹若位於開挖或工程施作區，不一定需保留，也可考慮以現地

種源繁殖。雜木林成形後，可成為很多物種之微形棲地。 

2. 建議溪畔景觀池不封底。在旱溝排水鄰綠 10‐2區段，已記錄到台灣馬口魚、

台灣石魚賓。維持自然性的溪畔景觀池與溪流，未來可妥善規劃成為親水環

境教育場域，提昇公眾環境意識。 

3. 建議進行區域範圍內之簡易物種調查，以了解目前生態狀況，作為工程規劃

時降低生物擾動之參考，更有助於工程施作後生態之恢復。 

4. 建議工程規劃時以溪畔景觀池生態公園為基礎，營造可提供科學園區員工休

閒運動環境學習之環境教育場域，以免日後成為另一髒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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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意見摘要，提出人員：張豐年（台灣生態學會） 

1. 現地樟科物種請進行移植。也增加樹種多樣性，包括桑科榕屬物種，使濱溪
可形成楠、榕樹林帶。 

2. 建議溪畔景觀池不封底，並讓植被帶沿著池邊生長，形成環形綠帶。 
3. 建議本溪畔景觀池規劃，應考量與中科后里園區既有溪畔景觀池之連結性，

以達流域內排水、滯洪系統之最大效益。 
4. 若有設置溪畔景觀池之必要，應最大化滯洪能力，妥善考量深度、旱溝排水

溢流設計，以發揮滯洪功能。 
5. 建議溪畔景觀池設計規劃以現況綠地形式為主，節省施作成本，並保留溪畔

景觀池作為綠地之用途。 
6. 溪畔景觀池之土方開挖應審慎處理。

生態意見摘要，提出人員：游永滄（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分會長） 

1. 建議池內盡量減少水泥結構、維持既有土壤與基質結構，使地下水可下滲補

充。 

2. 建議在邊坡進行樹木補植與移植，提供多種生物的棲地、或擴散為周邊土地

植物種源，同時也能鞏固斜坡。邊坡與植底若能是草生地或樹林，大水來時

亦有池內緩流的功能。 

3. 濱溪竹林作為鷺鷥科棲地很重要，建議進行保留。 

4. 旱溝排水本區段內有常流水，冬天不會全乾，又有多樣流速水深組合，是溪

流魚類良好棲地，施工時應盡量避免影響旱溝排水棲地環境 

生態意見摘要，提出人員：楊政穎（荒野保護協會臺中分會鄉土關懷小組長） 

1. 建議盡量保留旱溝於綠 10‐2周邊的溪段，以及濱溪刺竹林。 

2. 旱溝排水緊鄰綠 10‐2 的基質、邊坡較自然區段，應與溪畔景觀池工程切割，

以陸域工區的施作營造為主，維持旱溝排水此區段之自然性與動植物多樣

性。 

3. 建議盡量減少本案內水泥的量體。 

現勘結論 

1. 建議本案盡量降低水泥構造量體，保留現地景觀與植被狀況，以利植生復

育、地下水補充、以及地景自然性。 

2. 建議本案內溪畔景觀池邊坡綠化原則：(1)移植現地樟科（樟樹、香楠等）樹

種，並維持現地種源，使雜木林自然回復；(2)補植原生適地適種物種，以增

加地區植物社會多樣性；(3)增加綠帶之植物垂直多樣性，建立多樣微型動物

棲地。 

3. 建議緊鄰本案之旱溝排水自然邊坡、刺竹叢、以及較自然之河段基質，於本

案或未來開發中，盡可能保留，維持自然之溪流環境。 

4. 建議本案應兼顧最大化滯洪能力、維持現地生態功能與地景自然性。將來配

合多樣適地原生植物營造，可朝向環境教育場域規劃，提供園區與周邊民眾

親近自然與學習的空間。 

說明： 
1.參與人員資格限制依照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以及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

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項辦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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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民眾參與紀錄須依次整理成表格內容。 



附 4-3 

現勘照片： 

1. 生態檢核團隊說明環境狀況 2. 生態檢核團隊說明環境狀況 

3. 關注 NGO 提問與互動 4. 關注 NGO 提問與互動 
 

5. 關注 NGO 提問與互動  

 

  



附 4-4 

現勘簽到表： 



附 4-5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四批次工作坊及工作說明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 年 09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陽明市政大樓 6樓 6-2 會議室 

主持人：韓副局長乃斌          紀錄：方于芸 

委員與各單位意見：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一 綠川工坊 

(一) 

筏子溪應是鵝卵石灘地，不具備濕地不

透水層與窪地的雙重條件，規劃可行性

請再考量。 

感謝先進提供意見，針對濕地主要為在既

有灘地上補植現地已有之臨水植栽，提供

相關團體能進行生態導覽等教育性質使

用，非大面積之濕地布設。 

(二) 
四好溪枯豐水量變化較大，如規劃濕地

公園請考量水量是否足夠。 

感謝先進提供意見： 

1. 經檢討用地取得期程與計畫推動時間

無法同步配合，故先縮減工程範圍取消濕

地公地之提案計畫。 

2. 未來若有濕地公園計畫，會將四好溪枯

水期之水量變化一併納入考量。 

(三) 

臺中市川圳水網文化融創共生計畫中水

質淨化設施處理優化、水環境景觀調適

工程的作法為何? 

本案因涉及多項工程內容，相關工程措施

後續將於整體規劃成果中提出完整說明。 

(四) 
筏子溪規劃輕艇的水位是否足夠與安

全?展館後續如何維護? 

1. 經輕艇協會協助測量，筏子溪規劃輕艇

場域範圍內僅少部分需從 40~60 公分深，

浚深至 1公尺深。且輕艇場域水道筆直，

再加上下游既有王田圳攔水堰的影響，此

處平時流速不大，無安全之虞。 

2. 因市府與魚市場租用之空間，整體建築

物由魚市場進行維護，展場內部空間之相

關展覽設施將由市府委外經營並定期進

行維護及維修。 

(五) 旱溝排水規劃滯洪池之必要性(災害頻
感謝指導，本次景觀池針對綠化環境為主，

另因極端氣候導致強降雨頻發，景觀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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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率)，請再行考量。 綠化環境外，兼具逕流分擔之功能。  

二 臺中市文教公益慈善會 

(一) 

臺中市水環境營造表現亮眼，建議可強

化軟體方面(例如：文化等)與水環境的

關聯，可加強水與人的互動。 

感謝先進提供意見，本計畫預計於現有魚

市場內設立「筏子溪環境探索導覽場所」，

結合台中魚市場內所屬鄰近筏子溪的既有

建物，在內部增設筏子溪相關動植物等解

說導覽設施，透過合作關係推廣筏子溪環

境教育，策展內容將參採委員意見強化軟

體方面(歷史、人文、生態)與水環境的關

聯，並將展場透過跨橋與筏子溪水岸連

結，拉近民眾與筏子溪的距離。另本批次

提出「臺中市水環境文化網絡融創共生營

造計畫」，即為秉持此理念，希望水環境營

造在硬體建設之上，更可以增加軟體建設

(如：文化等)，以加強水與人的互動。 

(二) 

水環境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水的整治

比道路整治困難許多，卻是每個城市工

程設計的重點項目。 

感謝先進肯定，本府將持續致力於河川整

治及環境改善工程。 

(三) 

水環境營造建議因地制宜並兼具多元性

功能，如水上活動或供民眾休閒遊憩等

功能。 

感謝先進肯定，本批次提案選定 TAICHUNG

巨型地景段，進行筏子溪輕艇水域營造，

推廣全民運動風氣及增添迎賓水岸豐富休

閒內涵，並於下游鄰近營造水岸濕地，引

導民眾走覽筏子溪豐富生態資源。 

三 社團法人臺灣自然研究學會 

(一) 

旱溝排水 10-2 滯洪池工程進行前，應

先進行生態調查，例如是否為石虎棲

地，作為滯洪池園區內植栽選定之參

考。各案亦可進行周遭環境生態調查，

考量營造微型棲地。 

感謝先進指導，本計畫已進行生態調查，

調查結果如附件二及三所示。綠 10-2 雖位

於石虎重要棲息地範圍邊，但仍屬重要棲

息地，因此後續本工程將以對環境干擾最

小之方向進行規劃，並保留既有長草區以

利石虎棲息，並將營造微型棲地納入考

量。 

(二) 
水利局的工程規劃，越來越多可以提供

民眾親水之設施。 

感謝先進肯定，本府將持續致力於河川整

治及環境改善工程。 

四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一) 
建議再次評估旱溝排水滯洪池的必要

性。 

感謝指導，本次景觀池針對綠化環境為

主，另因極端氣候導致強降雨頻發，景觀

池除了綠化環境外，兼具逕流分擔之功

能。 

五 主席 

(一) 
水環境營造未來將會在水環境營造及維

護費用中斟酌取得最佳平衡。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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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二) 

未來水環境建設將朝向加強軟體層面的

建設，如生態導覽或相關水環境教育，

讓市民更親近河川、更了解臺中水環境

相關文化及生態。 

本批次所提的「筏子溪環境探索導覽場所

」、「臺中市水環境文化網絡融創共生營造

計畫」，即是秉持這種理念精神，以軟體建

設來增強市民對臺中水環境相關文化及生

態的進一步瞭解。 

結論 

感謝各與會先進之寶貴意見，讓水環境改善計畫更臻完善，目前本府正積極爭取前瞻經

費，經費如獲核定，後續將納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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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四批次（第二場次）現勘紀錄 

現勘時間：108 年 09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00 分 

現勘地點：旱溝排水、四好溪 

主持人：韓副局長乃斌           紀錄：方于

芸 

委員與各單位意見： 

現勘意見 辦理情形 

一 許委員少華 

(一)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須有現況空照圖與規劃設計圖重疊比較才

能圈劃出那些大樹可以就地保留，那些須

移植至邊緣。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將套疊現況空照圖與

規劃設計圖並比對，除將以現況樹木最大

可能保留為原則，並將保留樹木圈選，以

為後續施工前核對。 

2 

滯洪池的出流、入流控制設計須有水理計

算，說明何種頻率的降雨，可降低下游災區

多少公分的排水水深。 

感謝委員指導，經初步計算，設置溪畔景

觀池後，可分擔逕流體積達 14,600 m
3，本

次景觀池針對綠化環境及逕流分擔為主，

降低下游災區水深將視後續評估另案提報

處理。 

3 

旱溝排水斷面勿繪成一成不變的梯形斷

面，許多區段可保留目前的竹林邊岸。若干

區段可向內陸挖凹，形成親水以及水生態

觀察的區域。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溪畔景觀池將結合

既有旱溝排水現況斷面進行整體規劃，儘

量保留溪邊竹林，營造適生水域生態。 

4 目前的水質、生態不錯，應思維如何維持？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溪畔景觀池將結合

既有旱溝排水現況斷面進行整體水域生態

規劃，並將研擬完善之維護管理措施，以

維持環境。 

5 
勿以球場為目標規劃，應以自然環境教育、

生態觀察、散步放鬆等需求為方向。 

感謝委員指導，本案將取消球場規劃，另

相關硬鋪面設施將降到最低，以維護生態

環境。 

6 
既然未來有維護保養經費，應更進一步尋

求在地環教團體認養營運。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完工後，後續操作

維護工作由臺中市政府委託廠商辦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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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意見 辦理情形 

鼓勵民眾及校方能認養設施結合環境教

育，以永續經營本溪畔景觀池以正常使

用。 

 

(二)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若下游並無淹水災害，則擴充水池勿稱為

蓄洪池，可稱為生態池。 

感謝委員指導，經檢討用地取得期程與計畫

推動時間無法同步配合，故本計畫先縮減工

程範圍取消濕地公地之提案計畫。 

2 

水質雖中度污染但仍清澈見底，且有許多

原生魚類，故蓄水後，可種植挺水性植物以

助其水體之水質改善。 

感謝委員指導，現階段水質改善措施將以跨

單位整合源頭管制措施為主，減少污染源排

入四好溪以助其水質改善。 

3 

部份漿砌護岸打掉，擴充為水池時，邊坡可

再予以調成更緩之坡度，則毋再以漿砌而

改以乾砌護岸，即夠穩定，且可增加孔隙及

透水性，更有利於生態。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若有相關濕地公園計

畫，將依委員意見配合現地地勢依現況地勢

低窪區域配合地勢以增加孔隙及透水性工

法以利生態環境營造。 

4 

目標既然是給社區人們走動，則自行車步

道毋須強調與外界全省性自行車道的銜

接，以維護步道內人車間的安全。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規劃設計將妥善考量自

行車及人行之安全區隔，設計時依相關自行

車道設計規範施設安全設施。 

5 

目前的橋樑未落墩，未來也不應落墩。且拓

寬後，兩邊應墊高人行通道，以保護行人安

全，且可站在人行道上觀水景。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改善之青一橋亦將單跨

不落墩之型式設計，並施設人行通道以確保

人車分隔，提高安全性，以利民眾駐足觀賞

水景。 

6 
生態水池北邊之步道應與其旁之既有公園

加以連結，以增加使用之方便性。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若有相關濕地公園計

畫，生態水池將與幼獅工業區之既有公園作

串聯，以增加其使用之方便性及多樣性。 

二 李委員訓煌 

(一)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案工程有無涉及排水治理計畫事宜？請

釐清確認。 

感謝委員指導，本工程以綠化環境為主，

無涉及排水治理計畫。  

2 

案內資料 P.附 2-9 中生態檢核自評表

(3/5)之「關注物種及重要棲地」欄中勾選

「否」，既敘是石虎之重要棲地，顯非一致。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關注物種及重要棲

地」更正為「是」。 

3 
既有樹木若能保留者，建議仍宜儘最大可

能保留。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規劃設計將以現況樹

木最大可能保留為原則。  

4 

承上，欲加移植者亦無列出其明細，最好能

移植於滯洪池週遭規劃進行綠(美)化區

域，並以聚植方式營造複層林。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規劃設計將移植樹木

移植於景觀池週遭，並以聚植方式營造複

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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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意見 辦理情形 

5 

案內資料 P.附 4-2 中所敘之魚類中文名為

「台灣馬口鱲」者，是否為台灣馬口魚(或

稱台灣鬚鱲)之誤植？請查明確認之。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台灣馬口鱲」更正

為「台灣馬口魚」。 

(二)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缺生態檢核表及地方說明會相關資料，請

補附。 

感謝委員指導，本案將補充提案階段之生態

檢核作業，另工作坊及工作說明會議已於

108 年 9 月 17 日辦理，請另詳附錄。 

2 
水質改善有無一併列入考量之必要？請加

以評估。 

感謝委員指導，依「臺中市市管區域排水四

好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105 年 1月之生態

調查報告，本計畫區段之水質污染源主是因

為工業及家庭廢水較為集中。未來擬透過市

府間跨機關(經濟部工業局)合作，展開整治

河段集污區污染源調查，研擬各類污染源最

佳之污染削減計畫，推動各類污染源的削減

方案，降低流達至計畫河段之污染量，同時

招募熱心的在地民眾成立河川巡守隊協助

巡守，並透過設置水質自動連續監測設施，

即時監測水體水質，傳達與市民，吸引民眾

關注政府改善河川水體環境之用心，並有效

掌握計畫區域內水質變化情形，如有異常污

染狀況，能第一時間應變處理，遏止不法排

放，有效維護計畫河段之水體水質。 

3 基地內之大樹建議儘最大可能予以保留。

感謝委員指導。 

1. 經檢討用地取得期程與計畫推動時間

無法同步配合，故本計畫先縮減工程範圍

取消濕地公地之提案計畫。 

2. 另保留之提案計畫範圍內如有大樹，將

儘可能的以保留。 

4 

所記錄之彩鷸及黑羽鳶等鳥種均喜好草地

及短草之開闊地，在工程規劃設計上能多

加予以重視。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規劃設計階段將由生態

專家提出適宜之措施以利彩鷸及黑羽鳶等

鳥種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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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意見 辦理情形 

5 
承上，設若基地週遭具存類此棲地，亦儘最

大可能加以保留。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規劃設計階段將持續辦

理生態檢核作業，如有發現彩鷸及黑羽鳶，

將由生態專家提出適宜之措施以利生態物

種棲息。 

三 楊委員斯閔 

(一)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基地優勢為現況環境與生態狀況佳、水

質狀況佳，且親水潛力高，未來適合做為生

態觀察與教育場域。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溪畔景觀池規劃設計

執行將朝向生態教育場域進行設計。 

2 

雖周邊屬於高度開發之產業園區，但集水

區內相關排水引流設施已屬完善，建議採

用現地保留方式處理，將現有植栽多數原

地保留之設計原則，並且以生態土堤(或是

維持現況竹林邊坡)方式設計，僅變動上游

與下游之局部區域，作為洪泛期間分流滯

洪功能使用。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溪畔景觀池規劃設計

將以植栽多數原地保留為原則，並盡可能

維持現況竹林邊坡，結合旱溝現況水域環

境進行設計，營造水域生態環境。 

3 

下游洪泛期若有淹水問題，可透過上游滯

洪或是延緩流速之方式改善，本案可利用

此基地作為大雨時之滲透與滯留空間，應

減少河道區域水泥工法，以維持現有綠地

文理或局部增加景觀設施，考量此區周邊

人文環境使用量不高，應不須太多人工設

施物，亦可減少日後維護成本。 

感謝委員指導 

1.本次景觀池針對綠化環境及逕流分擔為

主，降低下游災區水深將視後續評估另案

提報處理。 

2.本案將取消球場規劃，另相關硬鋪面設

施將降到最低，並以低衝擊工法設計溪畔

景觀池、減少人工設施物，以維護生態環

境。 

4 

建議透過水文水理模型，先計算本區所需

要之滯洪量，作為現況自然環境變動範圍

之參考依據。 

感謝委員指導，經初步計算於設置溪畔景

觀池，分擔逕流體積達 14,600 m3，可達到

逕流分擔之精神，後續規劃設計階段將進

行更詳盡之水文水理分析。 

(二)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基地鄰近周邊住宅區域，鄰里住戶使用

率高，水質狀況尚可，於水域內發現本土魚

種，但因水泥邊坡設計，雖鄰近水道但現況

親水效益較差。河岸與人行道邊，有大量當

地居民種植之蔬果，未來設計可以考慮結

合在地認養，提供綠帶空間給當地居民發

揮，適度留白讓在地特色自然發展。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規劃設計將委員意見納

入考量，先與在地團體溝通認養可行性，適

度留白讓在地特色自然發展。 

2 
本區河道斷面寬度較窄，濕地滯洪的設計

方式建議可延續工業區綠地範圍，增加寬

感謝委員指導， 

1. 經檢討用地取得期程與計畫推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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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意見 辦理情形 

度與減緩使用者親水動線之坡度，透過結

合周邊可利用空間，提升本案未來效益。

無法同步配合，故本計畫先縮減工程範圍

取消濕地公地之提案計畫。 

2. 未來若有相關濕地公園計畫，將委員之

建議納入規劃設計意見。並將依現況地勢

低窪區域配合地勢採緩坡之動線坡度，增

加透水性及多孔隙以利生態環境營造。 

3 

自行車動線之設計，需先評估是以當地鄰

里通勤或運動目的，抑或是以區域觀光與

休閒導向為目的。兩者設計形式與連貫節

點評估方式不同，且對於當地鄰里之密度

與假日車流與人流之影響衝擊亦須評估。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規劃設計階段將辦理工

程說明會，廣納在地民眾之意見。並進行當

地鄰里之密度與假日車流與人流之影響衝

擊，作為後續規劃設計依據。 

結論 

請各單位依據委員現勘意見修正整體計畫工作

計畫書內容，並納入後續工程規劃設計參考。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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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27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四批次提案計畫審查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 年 09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15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9樓政風處會議室 

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          紀錄：方于芸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一 許委員少華 

(一)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全透水渠底是個正確的方向，然因此段

綠川是人為拉直並轉 90 角，未來的河床

自然變動需加以改良，如沖刷淤積、彎

道沙洲、低水期的長草等，應部分順其

自然，再加以修正，因上游水質改善後，

此區之生態很令人期待。 

感謝委員指導，爾後工程將順其自然生態為

主，另綠川水環境改善工程(民權路至復興

路)延續計畫係為合作橋及民生綠橋改建工

程為主，其中合作橋改建將移除既有橋梁墩

座，以大幅減少沖刷淤積行為。 

2 

河床有可能產生交互沙洲，勿執著一定

要以工程方式剷平，也不要一直以固床

工來保護，因固床工下游易沖刷，且又

造成魚類無法上溯。 

感謝委員指導，綠川水環境改善工程(民權

路至復興路)延續計畫未辦理固床工法等改

善。 

3 
合作橋由落墩至不落墩，對河床自然很

有助益，可加以強調。 
感謝委員指導，將於計畫書補充相關敘述。

(二)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目前水質與生態皆佳，若以自然環境教

育、生態觀察為主，則未來可望繼續維

持其水質與生態。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溪畔景觀池將結合既

有旱溝排水現況斷面做整體規劃，儘量保留

溪邊竹林，營造適生水域生態，期未來可作

為自然環境教育場域。 

(三)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輕艇的利用應有但書或退場機制，若未

來對水生態或鳥類有很不利的影響時，

則應停用。 

感謝委員指導，原子計畫名稱「筏子溪輕艇

水域營造計畫」，修改為「筏子溪水域活動營

造」。後續並將一併研擬退場機制及因應措

施。 

2 

堤內堤外種植喬木構想佳，然以往與三

河局相關計畫之民眾交流經驗中，當地

居民大多希望種植在堤外，與三河局想

法較無法達成共識，建議加強溝通。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將加強與當地民眾溝

通，以達成共識。 

(四) 臺中市水環境文化網絡融創共生營造計畫 

1 可將歷史圳路考量進來。 

感謝委員指導，本次提案係先以已核定之水

環境改善計畫為範圍，後續計畫可以持續串

連延伸至台中地區各種川圳溪溝等歷史意

涵之水路。 

2 舊南屯溪是個機會去營造。 感謝委員指導，本次提案係先以已核定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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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改善計畫為範圍，後續計畫可以持續串

連延伸至台中地區各種川圳溪溝等歷史意

涵之水路。 

3 
溪流對都市空氣流通、降溫的功能也可

強調。 

感謝委員建議，此等有助於現代都市的持續

發展功能，可以納入整體規劃之建議思考。

(五) 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橋梁拓寬建議勿讓汽車可通行，否則大

大影響其休閒品質。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規劃設計主要供行人及

機踏車分隔通行。 

2 

規劃成濕地公園的生態池，其幾何形狀

可多變，若有大樹建議可以原地保留，

以凹凸岸或中央島來規劃。 

感謝委員指導。 

1. 經檢討用地取得期程與計畫推動時間

無法同步配合，故本計畫先縮減工程範圍

取消濕地公地之提案計畫。 

2. 另保留之提案計畫範圍內如有大樹，將

儘可能的予以保留並配合地形規劃凹凸

岸或中央島進行規劃。 

(六) 臺中市梅川週邊人行道改善工程第二期計畫 

1 需以改善水質來做訴求。 
感謝委員指導，如獲核定，將邀集相關專家

級單位研議。 

(七) 臺中市旱溪河岸暨橋梁景觀美化改善第三期工程 

1 
第一、二期皆無透水性鋪面，第三期是

一大進步。 
感謝委員肯定。 

(八) 臺中市麻園頭溪流域人本空間改善第一期工程 

1 
沿混凝土護岸上可種植爬藤蔓類植物，

可下垂至護岸。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將依現況空間條件，擇

適當地點設計爬藤蔓類植物。 

二 李委員訓煌 

(一) 通案意見 

1 未辦理生態檢核案件應儘速辦理。 
感謝委員指導，尚未辦理生態檢核案件將儘

速補充。 

2 

目前生態檢核自評表所填內容，與計畫

內文所敘及簡報資料不一致之處，請逐

一查核修正之。 

感謝委員指導，各案生態檢核自評表已重新

檢視並修正。 

3 
民眾參與部分尚未辦理說明會之計畫，

應儘速辦理。 

感謝委員指導，尚未辦理說明會之計畫將儘

速補充。 

4 已辦過說明會之案件，請補附其相關現感謝委員指導，將於計畫書補充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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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或會議紀錄。 

(二)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生態檢核上如記錄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在生態保育對策應針對關注物種之棲地

需求有所著墨。 

感謝委員指導，因綠川水環境改善工程(民

權路至復興路)延續計畫以改善既有橋梁為

主，不僅保留既有大喬木，並適當種植水生

植物優化水域，對於原既有區域環境造成影

響甚微，將提供野生動植物更良好的生態環

境。 

(三)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位於石虎之潛在棲地範圍內，於生態保

育對策上應有詳盡的因應。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溪畔景觀池設計將以對

環境干擾最小之方向進行規劃，並保留既有

長草區以利石虎棲息。 

2 
基地內之大樹及長草區應盡最大可能設

法保留。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規劃設計時將以現況空

照圖與規劃設計圖套疊方式，除將以現況樹

木最大可能保留為原則，並將保留樹木圈選

，以為後續施工前核對。 

(四)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計畫內所敘生態資源過少(僅是 107 年

之調查資料)，應加強蒐集彙總。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將補充計畫區域相關生

態調查資料，提案階段僅呈現近年調查結果

。 

2 
辦過工作坊，生態保育團體之建議意見，

宜審慎考量。 

感謝委員指導，生態保育團體之建議未來將

參酌納入規劃設計辦理。 

3 

案內碼頭及艇庫(櫃)之建置量體過大，

就筏子溪係屬都會區之自然河川，於其

上佈設過多工程與設施，並非妥適。 

感謝委員指導，本案碼頭及艇庫(櫃)僅為呈

現規劃概念之用，未來將於計畫執行過程中

，以最小化需求進行設計。 

4 

承上，該等建物設施之建置涉及河川管

理辦法之相關規定，更應進一步評估申

請許可之可能性。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將依相關法規辦理。 

(五) 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目前所記錄之保育類物種中，彩鷸及黑

翅蒼均喜好草生地(尤其是短草區域)，

基地上既存者建議予以保留。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規劃設計階段將由生態

專家提出適宜之措施以利彩鷸及黑羽鳶等

鳥種棲息。 

2 

其他計畫均涉及植栽之規劃，建議在種

植上應選取當地之原生植物，並儘可能

以聚植方式營造複層林，增強其生物多

樣性保育。 

感謝委員指導。 

1. 經檢討用地取得期程與計畫推動時間

無法同步配合，故本計畫先縮減工程範圍

取消濕地公地之提案計畫。 

2. 本案後續規劃設計若有植栽規劃將以

原生植物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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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王委員小璘 

(一)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建議陸橋景觀透過色彩計畫，將周邊歷

史、文化、生態、產業等元素納入考量

。 

感謝委員指導，考量基地歷史文化背景、景

點特色及產業資源等元素(詳第二章現況環

境概述)，為再現綠川風華，「新盛綠川水岸

廊道計畫」以水質改善為核心，綠川合作橋

及民生綠橋改善將以”川流不息”為主軸，

象徵綠川水源及週圍歷史人文永續，合作橋

藉由綠意盎然之”綠”川為色系；民生綠橋

則藉由旁邊綠空鐵道之舊鐵路為色系，以營

造駐足的水域環境，找回綠川流動的旋律，

延續城市旅人水與綠的樂活空間。 

2 
考量使用者之安全及維護管理，建議橋

上欄杆以立柱型式施設。 

感謝委員指導，民生綠橋及合作橋上欄杆將

採立柱型式設計(詳圖 9及 10)，以增加使用

者安全及未來管理維護。 

3 

善用綠川資源，建議橋面兩側，配合人

行步道寬度，規劃觀景平台，以供觀賞

綠川之美。 

感謝委員指導，考量合作橋旁已設置一座觀

景平台(詳圖 6)，未來將於民生綠橋及合作

橋面增設墊高之人行步道，以提供人行安全

空間，使民眾觀賞及體驗橫跨綠川之美。 

4 建議加強利用水生植物改善水質。 

感謝委員指導，計畫範圍河道內原有大量聚

藻，為本區域優勢水生植物種類，亦可見零

星布袋蓮飄浮於水面，已含淨水之功效(惟

需注意布袋蓮繁植速度)，未來將考量種植

紅辣蓼、野薑花、傘草等水生植物(詳圖 11)

，不僅增加綠川觀瞻，同時也淨化水質，提

高水環境之生態、環教、親水及觀光遊憩效

益。 

(二)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基地位於非城市核心區而較近自然環境

，建議以保留現有植物，將其他如動線

步道、設施等與之配合設置。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溪畔景觀池設計將以對

環境干擾最小之方向進行規劃。 

2 
建議加強與旱溝的鏈結，如步道調整動

線、水邊設置座椅等休憩觀賞設施。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溪畔景觀池將結合既

有旱溝排水現況斷面做整體規劃，儘量保留

溪邊竹林，營造適生水域生態。 

3 入口廣場面積建議酌減。 
感謝委員指導，相關硬鋪面設施將朝向最小

化進行後續設計，以維護生態環境。 

(三)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生態棲地營造建議納入蝶類。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生態棲地營造將考量適

合蝶類棲息之環境。 

2 
輕艇體驗區建議延伸綠帶及生態廊道之

建構。 

感謝委員指導，提案中之”生態廊道營造”

擬定範圍為東海橋至高鐵烏日站。 

3 人行陸橋有其環教功能，有其必要性，感謝委員指導，人行跨橋未來將以輕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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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以輕巧、視覺穿透性及景觀減量為

原則。 

量設計及融入周邊環境之色彩及視覺為原

則。 

4 
儘可能保留現有自然植生之地被，並利

用水生植物改善水質。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將朝向干擾最小之方案

進行規劃，並採用具淨化水質功能之水生植

物。 

(四) 臺中市水環境文化網絡融創共生營造計畫 

1 建議呈現水圳與台中都市發展之關係。

感謝委員指導，本次提案係先以已核定之水

環境改善計畫為範圍，各個水路對台中都市

的發展貢獻與影響，都可納入整體規劃之水

文化敘事經營題材採集工項，以彰顯川圳溪

溝等水路之歷史意涵。 

(五) 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生態棲地營造不僅在斷面，宜將平面納

入考量，亦即增加水域周邊之曲度。 

感謝委員指導。 

1. 經檢討用地取得期程與計畫推動時間

無法同步配合，故本計畫先縮減工程範圍

取消濕地公地之提案計畫。 

2. 未來若有相關濕地公園計畫，將委員之

建議納入規劃設計意見。 

2 加強步道與水域之關係。 
感謝委員指導，於規劃設計階段將加強此部

份規劃構想。 

3 儘可能保留現況。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將於規劃設計階段納入

考量，以對環境干擾最小方案為原則。 

(六) 臺中市梅川週邊人行道改善工程第二期計畫 

1 

加強與梅川之鏈結，建議利用導覽及解

說設施將梅川之昨日、今生和未來，作

「敘事性」的呈現。 

感謝委員指導，設計前將配合地方意見收集

相關歷史文化資料，在設計時將地方特殊特

色及文化內涵在步道及設施中展現，並利用

導覽及解說設施讓民眾能更強化印象及感

受。 

2 
利用水生植物改善水質，提高水環境之

生態、環教、親水及觀光遊憩效益。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與河面高差較大，未

來將評估現地環境與親水之可能性後，再行

規劃設計。 

(七) 臺中市旱溪河岸暨橋梁景觀美化改善第三期工程 

1 
防洪牆之功能請再確認，是否影響步道

行走之安全。 

感謝委員指導，設計前將與三河局及區公所

了解溝渠原有使用方式，在不影響現在及未

來使用的原則下進行設計。 

2 保留現有植物。 

感謝委員指導，計畫區內未來設計將以保留

現有植栽為主，移植或移除之考量及移植計

畫將會在施工前經臺中市政府植栽委員會

認可後再行施工。 

(八) 臺中市麻園頭溪流域人本空間改善第一期工程 

1 機車停車空間「破口」的可能性?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將研議取消停車格之規

劃處理方案，如漸進式規劃執行等。 

2 LOGO 宜與在地歷史、文化、產業、生態感謝委員指導，將依委員建議納入在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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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關聯。 、文化、產業、生態於 LOGO 設計思考中。

四 經濟部水利署 

(一) 通案意見 

1 

請市府依經濟部 108 年 7 月 15 日召開「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八次複評及考

核小組作業會議紀錄之推動時程，於

108年 9月 30日前辦理本批次提報作業

(包含召開工作坊)，並於 108 年 10 月 1

日~10 月 31 日將府內實質審查、現勘紀

錄及擬提案計畫辦理資訊公開，參酌外

界建議檢討修正提案計畫內容後再提送

河川局辦理評分作業。 

感謝指導，將依規劃期程辦理相關作業。 

2 

本署已於 108 年 5 月 17 日核定補助各

縣市政府辦理第二期水環境改善輔導顧

問團計畫，其工作至少包含辦理公民參

與、資料收集、生態調查、生態檢核、

資訊公開等。請市府善用顧問團隊，發

揮其輔導功能，協助整合府內各局處提

案內容，俾利提案計畫符合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目標且更具亮點。 

感謝指導。 

3 

本署已於 108 年 6 月 14 日函頒本計畫

修正後執行作業注意事項，明確指出工

程各生命週期辦理生態檢核、公民參與

、資訊公開等工作應注意事項，請市府

落實辦理。 

感謝指導，將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4 

第四批提案條件需符合「重要政策推動

類」、「生態環境友善類」、「水環境大賞

加碼類」、「其他水環境改善類」等四類

，請市府檢視各提案計畫內容，並於“

工作明細表”中註明提案類別。 

感謝指導，將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5 
第四批次提報案件以可在 109 年底前完

工案件為原則，研提案件請再檢討。 
感謝指導。 

(二)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生態檢核自評表參與團隊資料，請加註

於生態檢核自評表中，並請補充工作明

細表。 

感謝指導，將再行補充及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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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畫主要考量因素為使橋梁符合河道

通洪斷面而進行改建，與水環境改善關

聯性較低，建議改向前瞻水安全或其它

相關計畫爭取經費辦理。 

本次第四批次案件提報條件如下： 

1. 「重要政策推動類」：具結合地方創生

計畫內涵、精神。 

2. 「生態環境友善類」：具營造友善生態

環境，增加棲地復育功能。 

3. 「水環境大賞加碼類」：屬「2019 全國

水環境大賞」競賽獲獎加碼補助之提案。

4. 「其他水環境改善類」：現況水質條件

屬中度污染以下或已列計畫改善，無辦理

水質改善之必要者。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復興路-愛國街)榮獲

「2019 全國水環境大賞」，綠川水環境改善

工程(民權路至復興路)延續計畫為「2019 全

國水環境大賞」競賽獲獎加碼補助之提案，

因改善移除既有橋梁墩座，亦符合上敘「生

態環境友善類」及「其他水環境改善類」。另

橋梁改建也進一步增設人行步道及種植水

生植栽，提升人行安全空間，使民眾觀賞及

體驗橫跨綠川之美，並進一步改善水質，故

符合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內「營造優質生活

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及「改善水質污

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生態環

境」目標。 

3 

橋梁施作型式、寬度與預計施作期程，

因涉及民眾日常出入動線，建議再與地

方民眾協調溝通，以降低後續施作阻力

。 

感謝指導，將於後續設計階段加強地方溝通

，以降低後續施作阻力。 

(三) 旱溪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計畫目標為改善旱溝排水下游淹水問

題，似未符合水環境改善計畫目標。 

感謝指導，已修改計畫方向，本次溪畔景觀

池將朝向自然環境教育場域進行設計，同時

景觀池兼具逕流分擔之功效，承容極端氣候

強降雨所帶來之洪水。  

2 

本計畫範圍內林相完整，且旱溝溪床生

物豐富，應避免開挖及擾動旱溝既有自

然棲地環境；其中辦理滯洪池工程，建

議儘量保留既有喬木及降低影響旱溝自

然環境與水質污染問題；另因本計畫範

圍為石虎潛在棲地，請加強研擬生態保

育對策。 

感謝指導： 

1. 本計畫溪畔景觀池將結合既有旱溝排

水現況斷面做整體規劃，儘量保留溪邊竹

林，營造適生水域生態。 

2. 後續溪畔景觀池設計將以對環境干擾

最小之方向進行規劃，並儘可能保留適合

石虎棲息之長草區，以維護石虎潛在棲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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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計畫周邊大部分為公司(非住宅)，民

眾使用需求及維護管理工作，應妥適考

量。 

感謝指導，本計畫完工後，後續操作維護工

作由市政府委託廠商辦理，並鼓勵民眾及校

方能認養設施結合環境教育，以永續經營本

溪畔景觀池以正常使用。 

4 計畫書章節格式有誤，請再檢視修正。 感謝指導，已進行修正。 

5 
本計畫請以 109 年可完工為目標，相關

提案工作項目請再檢討。 

感謝指導，本計畫完工期限已調整至 109 年

底前完工。 

(四)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計畫如對應部會為本署，請將計畫名

稱修正符合本署權責之計畫名稱。另規

劃申請相關硬體設施於堤防上，請先行

洽本署第三河川局同意，俾利後續計畫

之推行。 

感謝指導。 

2 

本計畫鄰近重要景點(如東海大學、彩虹

眷村及張家祖廟等)，建議補充地圖並標

註點位，俾利了解與本計畫相互依存關

係。 

感謝指導，將補充本計畫鄰近重要景點位置

。 

3 

環境探索導覽館建議可結合於筏子溪舉

辦環境教育活動，並有適當的解說位置，

以擴大辦理成效；另環境探索導覽館產

權之 50%係屬中華民國全國漁會所有，

有無涉及產權與維護管理等權責事宜，

應妥適納入考量。 

感謝指導。 

4 

輕艇水域營造區域下游已有王田圳攔水

堰，是否會再施作相關攔水設施，請補

充說明；另枯水期是否仍能進行輕艇活

動，請一併補充說明。另因筏子溪生態

資源豐富，於輕艇活動範圍辦理疏濬會

否影響暨有生態棲地環境，請再妥適調

查及評估。 

感謝指導： 

1. 本案係利用王田圳攔水堰之蓄水空間

進行水域活動，因此不會另行施設攔水設

施。 

2. 依生態盤點資料顯示（圖 11），水域活

動營造範圍（迎賓河段）並非位於有大量

濱溪樹林及沙洲植被區，對生態干擾相對

較少。本案之疏濬僅位於左岸下水碼頭區

鄰近範圍，並不影響左岸的深水濱溪樹林

生態。 

5 
有關計畫書 P.13 表 4，筏子溪 100 年洪

水位數據似有誤，請再查明。 
感謝指導，表 4為誤植，已刪除。 

6 
請於計畫書第三章前置作業辦理進度一

節補充說明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感謝指導，已於第三章前置作業辦理進度補

充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7 
本計畫是否已辦理工作說明會、工作坊，

請補充佐證資料。 

感謝指導，本案已辦理工作說明會、工作坊

，將補充資料。 

8 

本計畫預計於筏子溪下游設置生態木棧

道(寬 3m)，其施作位置是位於堤防還是

高灘地上，請補充說明。 

感謝指導，本案步道位置設置於左岸高灘地

，生態木棧道目的在銜接迎賓河道之步道及

下游左岸之既有步道，可由高鐵橋至永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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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子溪橋成為較完整的步道系統。 

9 

計畫書第五章計畫經費表 1 經費有誤，

請再確認；另第七章計畫可行性所述計

畫總經費與第五章有出入，請再確認。

感謝指導，已重新確認後並修正。 

(五) 臺中市水環境文化網絡融創共生營造計畫 

1 

本計畫部分工作(如水質淨化設施處理

優化工程及水環境景觀調適工程)似屬

維護管理階段工作，且計畫書中說明先

前計畫施作設施與永續管理有差異，因

貴府所辦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三批次

案件尚執行中，如確屬必要，可採變更

設計方式辦理。 

感謝指導，本次提案係先以已核定之水環境

改善計畫為範圍，維護管理階段工作將根據

各前期實際已完工之操作經驗，再提出各項

優化建議。本批次申請整體規劃工作之水環

境配套優化調適規劃工項，將秉持工程生命

週期之完整進程，使水環境改善計畫成效得

以更加持續。 

2 

另本計畫預計辦理「水岸周邊文化資產

再現工程」，涵括台中市各水系；建議集

中資源先行辦理某一水系，確定成效後

再續辦。 

感謝指導，本次提案係以已核定之水環境改

善計畫為範圍，將先以整體規劃為推動重點

。倘補助經費充裕，再考慮於整體規劃階段

成果中，另外擴充以實體案例示範方式，優

先展現。 

3 
本計畫研擬水環境文化再現項目，並不

具體，請補充說明。 

感謝指導，本次提案係以已核定之水環境改

善計畫為範圍，將先以整體規劃為推動重點

。有關工程建置計畫內之水環境文化再現項

目，將視整體規劃成果建議，再予以補實編

列，納入後期補助申請。 

4 

另本計畫所附先前提報計畫所辦理生態

檢核自評表查填資料請更新及補查填至

各計畫目前施作進度。 

感謝指導，本計畫書所附生態檢核自評表資

料已更新至目前進度。 

(六) 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計畫範圍水質屬中度污染，因計畫區

內預計辦理濕地公園，其水質改善成效

將影響濕地公園民眾佇足使用率，建議

補充水質改善預期成效及期程。 

感謝指導： 

1. 經檢討用地取得期程與計畫推動時間

無法同步配合，故本計畫先縮減工程範圍

取消濕地公地之提案計畫。 

2. 現階段水質改善措施將以跨單位整合

源頭管制措施為主，減少污染源排入四好

溪以助其水質改善。 

2 

本計畫預計施作自行車道(建議修正休

憩廊道)與人行道共構，現況腹地有限，

應召開地方說明會及工作坊等會議，了

解地方民眾需求並達成共識後納入後續

規劃構想，並於提送河川局審查前完成。

感謝指導，已完成說明會及工作坊會議。未

來規劃設計階段將進行當地鄰里之密度與

假日車流與人流之影響衝擊，作為後續規劃

設計依據，並再辦理說明會，廣納在地民眾

之意見。 

3 

本計畫用地涉及貴府、經濟部工業局及

交通部公路總局等單位，用地取得辦理

情形，請補充說明。 

感謝指導，經檢討用地取得期程與計畫推動

時間無法同步配合，故本計畫先縮減工程範

圍取消濕地公地之提案計畫。 

4 相關生態檢核資料，請補充說明，另現感謝指導，本案生態檢核作業將於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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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植被完整且有保育類動物活動足跡，

其生態保育對策為何，應詳加說明。 

階段辦理，於規劃設計階段將先辦理生態檢

核作業，並由生態專家提出適宜之措施以利

彩鷸及黑羽鳶等鳥種棲息，將儘可能的予以

現況做最大保留。 

(七) 臺中市梅川週邊人行道改善工程第二期計畫 

1 本計畫名稱與水環境改善內涵不符。 感謝指導，將再研議適合案名。 

2 

本計畫案僅施作人行道改善設施且基地

範圍看不到水域環境，與水環境營造關

聯性甚低，建議由內政部城鎮之心計畫

爭取經費辦理。 

感謝指導，將再評估提案計畫。 

3 

計畫書格式，請依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5

日函送計畫書格式撰寫及補充相關佐證

資料，建議可參考貴府水利局所擬計畫

書格式內容；另請一併補充航空照片圖、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生態檢核相關資料

及水質環境現況資料。 

感謝指導，依意見納入計畫書調整。 

4 

公民參與辦理日期均為 106 年，不符合經

濟部函頒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所規定須

檢附 107 年 7 月以後辦理場次，請市府補

辦地方說明會並參酌納入本計畫推動。 

感謝指導，依意見納入計畫書調整。 

5 

本計畫所查填評分表，在環境生態景觀

關聯性中水質良好或計畫改善部分自評

7分，施作內容請補充於本計畫書內；另

重要政策推動情形如逕流分擔、出流管

制自評 10 分，請於計畫書第四章補充本

計畫推動的具體措施。 

感謝指導，依意見納入計畫書調整。 

(八) 臺中市旱溪河岸暨橋梁景觀美化改善第三期工程 

1 本計畫名稱與水環境改善內涵不符。 感謝指導，將再研議適合案名。 

2 

本計畫案僅施作人行道改善設施，與水

環境營造關聯性較低，建議由內政部城

鎮之心計畫爭取經費辦理。 

感謝指導，將再評估提案計畫。 

3 

計畫書格式，請依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5

日函送計畫書格式撰寫及補充相關佐證

資料，建議可參考貴府水利局所擬計畫

書格式內容；另請一併補充航空照片圖、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生態檢核相關資料

及水質環境現況資料。 

感謝指導，依意見納入計畫書調整。 

4 

公民參與辦理日期均為 106 年，不符合

經濟部函頒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所規定

須檢附 107 年 7 月以後辦理場次，請市

府補辦地方說明會並參酌納入本計畫推

動。 

感謝指導，依意見納入計畫書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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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計畫所查填評分表，在環境生態景觀

關聯性中水質良好或計畫改善部分自評

7分，施作內容請補充於本計畫書內；另

重要政策推動情形如逕流分擔、出流管

制自評 10 分，請於計畫書第四章補充本

計畫推動的具體措施。 

感謝指導，依意見納入計畫書調整。 

(九) 臺中市麻園頭溪流域人本空間改善第一期工程 

1 本計畫名稱與水環境改善內涵不符。 
感謝指導，「人本空間」將改為「水綠空間」

。 

2 

本計畫案僅施作人行道改善設施，與水

環境營造關聯性較低，建議由內政部城

鎮之心計畫爭取經費辦理。 

感謝指導，溪流兩岸之人行環境改善亦有助

於水環境營造，依意見納入評估。 

3 

計畫書格式，請依經濟部 107 年 12 月 5

日函送計畫書格式撰寫及補充相關佐證

資料，建議可參考貴府水利局所擬計畫

書格式內容；另請一併補充航空照片圖、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生態檢核相關資料

及水質環境現況資料。 

感謝指導，依意見納入計畫書調整。 

4 

本計畫所查填評分表，在環境生態景觀

關聯性中水質良好或計畫改善部分自評

7 分，其施作內容請在補充於本計畫書

內，另重要政策推動情形如逕流分擔、

出流管制自評 10 分，請再於計畫書第四

章節補充本計畫推動的具體措施。 

感謝指導，逕流分擔具體措施如既有老舊鋪

面改為透水鋪面、增加植栽區面積等，將納

入計畫書補充說明。 

5 

公民參與辦理日期均為 106 年，不符合

經濟部函頒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所規定

須檢附 107 年 7 月以後辦理場次，請市

府補辦地方說明會並參酌納入本計畫推

動。 

感謝指導，已補充 107 至 108 年辦理之公民

參與於計畫書中。 

6 

本計畫人行道工程 1m2 單價 1，760 元與

旱溪河岸計畫施作人行道工程 2m2 單價

1，800 元有所落差，請再補充說明兩案

人行道施作差異。 

感謝指導，將納入計畫書補充說明。 

7 請再補充生態檢核資料。 感謝指導，將於計畫書補充生態檢核資料。

五 內政部營建署 

(一) 通案意見 

1 
第四批次本署經費無餘裕可補助，請洽

其他單位申請補助。 
感謝指導。 

(二)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水環境第一批次計畫符合本署補助宗

旨，與水質相關之計畫，然第四批次提

感謝指導，倘綠川興大路調整後之經費可補

助綠川水環境改善工程(民權路至復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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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稱更改後，倘綠川興大路調整後有

多餘的經費，本署可斟酌補助。 

延續計畫，將進一步優化綠川水環境。 

(三)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今年 6 月 5 日洪慈庸委員召開會勘時提

到此案較符合水與安全範圍，第四批次

本署也無餘裕可補助，可再洽水利署就

水與安全方面申請補助。 

感謝指導，溪畔景觀池將朝向自然環境教育

場域進行設計，符合水環境改善之精神。 

六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一)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針對本次所提計畫相較於前期核定計畫

的相對關係與地理位置應加強說明整體

性框架。 

感謝指導，綠川水環境改善工程(民權路至

復興路)延續計畫係為綠川排水環境營造第

一期工程延續作業，施作範圍為民權路至復

興路段，主要以改善既有橋樑為主，考量改

建期間交通影響及所需經費等條件因素，以

先行改建施工影響較小之民生綠橋及合作

橋，不僅可於較短時間內減緩通洪瓶頸問

題，移除既有橋梁墩座，提升防洪安全(詳第

四、(一)節)，並適當種植水生植物，同時也

淨化水質，並新增橋梁人行空間提升綠川觀

瞻環境，提高水環境之生態、環教、親水及

觀光遊憩效益。 

2 
橋梁的改建是否符合(適合)水環境提報

相關規定? 

本次第四批次案件提報條件如下： 

5. 「重要政策推動類」：具結合地方創生

計畫內涵、精神。 

6. 「生態環境友善類」：具營造友善生態

環境，增加棲地復育功能。 

7. 「水環境大賞加碼類」：屬「2019 全國

水環境大賞」競賽獲獎加碼補助之提案。

8. 「其他水環境改善類」：現況水質條件

屬中度污染以下或已列計畫改善，無辦理

水質改善之必要者。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復興路-愛國街)榮獲

「2019 全國水環境大賞」，綠川水環境改善

工程(民權路至復興路)延續計畫為「2019 全

國水環境大賞」競賽獲獎加碼補助之提案，

因改善移除既有橋梁墩座，亦符合上敘「生

態環境友善類」及「其他水環境改善類」。另

橋梁改建也進一步增設人行步道及種植水

生植栽，提升人行安全空間，使民眾觀賞及

體驗橫跨綠川之美，並進一步改善水質，故

符合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內「營造優質生活

環境，打造樂活水岸風貌」及「改善水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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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生態環

境」目標。 

(二)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旱溝滯洪池應非屬中科園區在開發後所

產生逕流量消減滯洪設施，應屬旱溝排

水本身治理工程內容一部分，對於旱溝

與滯洪池之操作關係應要界訂清楚。 

感謝指導，本次景觀池針對綠化環境及逕流

分擔為主，旱溝排水治理工程將視後續評估

另案提報處理。 

2 
本案涉石虎棲地範圍，對後續工程施作

應要減量處理。 

感謝指導，後續溪畔景觀池設計將以對環境

干擾最小之方向進行規劃，並儘可能保留適

合石虎棲息之長草區，以維護石虎潛在棲

地。 

(三)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次所提輕艇體驗區與野鳥棲地之間如

何配合而不互相干擾。 

感謝指導，依生態盤點資料顯示（圖 11），

水域活動營造範圍（迎賓河段）並非位於有

大量濱溪樹林及沙洲植被區，對生態干擾相

對較少。本案之疏濬僅位於左岸下水碼頭區

鄰近範圍，並不影響深水濱溪樹林生態。 

2 
所設生態綠廊位置如為河道內，是否有

調查該溪歷年的洪氾區。 

感謝指導，本計畫生態綠廊位置大部分為堤

內，部分堤上，故不影響河道內通洪量。 

(四) 臺中市水環境文化網絡融創共生營造計畫 

1 

本案係蒐集前批次所核定計畫進行歷史

文化與都市生活進行整合規劃，所估經

費約 741 萬是否過高? 

感謝指導，本批次提案係以已核定之水環境

改善計畫為範圍，將先以整體規劃為推動重

點，經費調整為 400 萬元。 

2 預期成果及效益內容請再加強。 

感謝指導，本次提案係導入文化思維於水環

境改善計畫，結合水環境周邊的文化資產，

融入在地文史的敘事經營，將水環境改善的

硬體建設成效，擴延成水文化融創的軟體建

構影響，勢必將成為水環境改善的新里程

碑。使接續完成的水環境改善空間，成為民

眾易聚集、環境易維護、故事易傳承的在地

文化環境教育的場所，成為國內水環境營造

之新典範。 

(五) 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目前渠道附近均有佔用種植，針對該案

是否有召開說明會讓當地民眾瞭解? 

感謝指導，未來規劃設計階段，將再辦理說

明會，廣納在地民眾之意見。 

2 
施設濕地營造建議應優先改善水質，才

不會有惡臭之虞。 

感謝指導： 

3. 經檢討用地取得期程與計畫推動時間

無法同步配合，故本計畫先縮減工程範圍

取消濕地公地之提案計畫。 

1. 現階段水質改善措施將以跨單位整合

源頭管制措施為主，減少污染源排入四好

溪以助其水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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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臺中市梅川週邊人行道改善工程第二期計畫 

1 

計畫範圍渠道均為箱涵型式，而提報計

畫內容均為箱涵上方景觀營造，進行串

接既有園道，對於改善梅川水環境似乎

較無相關。 

感謝指導，箱涵上方亦為水環境一部分，故

提案申請改善。 

(七) 臺中市旱溪河岸暨橋梁景觀美化改善第三期工程 

1 

所提河岸景觀施作範圍與現況自行車道

後續如何結合發揮最高效益串成休憩廊

道。 

感謝指導，未來本段施作以延續第二期工程

模式，新增人行道及整合自行車道和植栽設

施帶的方式，提供行人及自行車騎乘舒適及

安全的通行賞景動線。 

結論 

一、 感謝委員與各中央長官蒞臨臺中市政府給予指導，請各提案單位依據委員及各中央部

會意見修正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內容，並納入後續工程設計參考。 

二、 有關第四批次計畫之優先順序，透過府內機制排列後，於指定時間內函送經濟部水利署

第三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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