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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及內容 

1.1 計畫緣起 

本計畫為「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泛亞工程」)」依

據工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

路第2、3期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及「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3期新建

工程」施工規範第0705章，委託「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觀察家」)」辦理「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3期新建工程」環境保護教

育訓練及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以期將生態保育的概念融入工程施工

過程並予以落實，降低施工過程對於工區周邊生態環境之影響，而能與

工程中採用之生態友善設計相互呼應。  

1.2 計畫範圍及工程內容 

本計畫範圍為「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3期新建工程」 (以下簡稱本

工程)之工區周邊，工程自台南市永康區大洲排水東邊起，沿鹽水溪北岸

至南科聯絡道西邊止 (里程5K+845至8K+526.703，長約2,681.7m) ，工程

範圍詳圖1.2-1。工程內容包含快速道路高架橋、平行主線上下匝道、橋

下平面道路及側車道、自行車道及人行道、其他附屬工程，設計斷面如

圖1.2-2，施工階段空拍照(110年2月)如圖1.2-3。 

 

圖 1.2-1 本計畫工程範圍示意圖 



 

2 

 
大州排水至中山高路段橫斷面配置圖(里程 5K+840~6K+520) 

 
中山高至南科樹谷聯絡道路匝道段橫斷面配置圖(里程 6K+630~6K+950) 

 
南科樹谷聯絡道以東高架路段橫斷面配置圖(里程 6K+950~7K+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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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洲里聯外道路以東至終點路段橫斷面配置圖(里程 7K+680~8K+400) 

圖片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3 期新建工程基本設計報告書 

圖 1.2-2 橫斷面配置圖 

 

 
圖片來源：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圖 1.2-3 施工階段空拍照(110 年 2 月)  

1.3 工程採用之生態友善設計 

本工程於設計階段雖尚無生態檢核機制，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於設計階段即已導入數項生態友善設計，包括(1)可加速完工後裸露

面植生回復之表土保存及回鋪規劃，(2)局部排水採用可增加雨水截留、

入滲及提供部分兩棲類微棲地之窪地植栽生態滯留設計，(3)隔離綠帶設

計採用較接近自然植被狀態之多層 次植生設計，並在樹種選擇上使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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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比例之原生誘鳥誘蝶種類，而可供鳥類、蝶類棲息及繁殖利用等；

相關設計說明如圖1.3-1、圖1.3-2、圖1.3-3。  

 
圖片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3 期新建工程細部設計圖說 

圖 1.3-1 表土保存配置圖 

 

 
圖片來源：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3 期新建工程細部設計圖說 

圖 1.3-2 生態滯留單元詳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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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層植栽示意圖 喬木植栽表 

圖片來源： 

複層植栽示意圖：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3 期新建工程基本設計報告書 

選用植栽表：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3 期新建工程細部設計圖說 

圖 1.3-3 複層植栽示意圖及喬木植栽表 

1.4 生態檢核執行重點 

生態檢核機制的核心概念著重於工程與生態之專業意見整合，主要透

過生態調查評估及溝通協商二項主軸(圖1.4-1)，由生態專業人員在蒐集調

查工區周圍的生態資料，據以提出減輕衝擊的策略與生態友善建議，提

供工程人員考量與執行，同時考量保育團體與在地民眾意見，提供溝通

機會與意見交流，提早瞭解在地特性，增加彼此互信基礎，減少後續爭

議發生。 

 

圖 1.4-1 生態調查評估及溝通協商為生態檢核之兩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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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執行項目及時間 

本計畫為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及環境保護教育訓練，執行期間為本

工程施工期間(預計為107年01月29日至110年8月22日，共約43個月，但因

COVID-19疫情三級警戒影響略有延長)，本計畫執行之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和生態檢核相關作業項目、頻度及完成時間詳表1.5-1。 

 

表 1.5-1  執行項目及完成時間 

項次 項目 頻度 完成時間 相關章節 

1 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108、109 年每年 1 次 

共計 2 次 

108/12/27 2.5 節 

附錄十 

附錄十一 109/12/30 

2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前補充辦理作業 
施工初期共計 1 次 107/09/14 2.1 節 

3 生態資源盤點 施工初期共計 1 次 107/09/14 2.1.3 節 

4 確認環境友善方案 施工初期共計 1 次 107/09/14 
2.2 節 

附錄三 

5 
協助環境友善措施

自主檢查及查核 

泛亞工程自主檢查：

107.10~完工，每季 1 次 

預計 11 次 

107.10~完工 

每季 1 次 

2.3 節 

附錄四 

附錄五 

觀察家生態友善措施查核： 

109.01-完工前每半年 1 次， 

共計 4 次 

109/02/18 

2.3 節 

附錄六 

109/09/02 

110/03/22 

110/08/11(完工前) 

6 
處理生態環境異常

狀況 

生態異常狀況發生時啟動處

理機制 

109/03/10 2.4 節 

附錄二 

附錄七 

109/04/10 

11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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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執行 

2.1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前補充辦理作業 

2.1.1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前補充辦理作業依據及內容 

因應公共工程委員於108年5月10日函佈「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

新建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辦理受中央政府補助比

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需辦理生態檢核

作業」之要求，本工程於施工階段執行「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其

中工作項目包括「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前補充辦理作業」，以完善在

公共工程會發文前先行的設計階未執行生態檢核，所必要之前置基

礎作業，本計畫之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前辦理補充作業主要內容包含

以下兩點： 

(1)  生態議題蒐集及分析，確認「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2、3期

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2、3期工

程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執行計畫」其中所列之生態課題及生態保

全對象，評估是否有需要補充之生態課題及保全對象。 

(2)  邀集設計監造及施工單位會勘，釐清及確認施工階段可執行之

生態友善措施，研擬本工程之生態自主檢查表。 

2.1.2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前補充辦理作業執行成果 

本計畫依據前述兩份文獻內容及107年08月29日工區範圍現勘後，

確認工區及周邊環境包含有以下需保護之棲地範圍及保護目標(圖

2.1.2-1)，針對需保護棲地及目標研擬之生態友善措施及自主檢查表

詳2.3節： 

(1)  工區範圍南側為鹽水溪河道與高灘地，以高草叢及雜木林構成

濱溪植生帶，為鄰近區域內環頸雉(保育類二級)等野生動物之重

要棲息地及縱向通道；本計畫亦於109年3、4月間在此範圍發現

有草鴞(保育類一級)棲息。 

(2)  北側主要為農耕區及北邊寮聚落，人為開發干擾多，但仍為環

頸雉(保育類二級)及夏候鳥燕鴴(保育類三級)之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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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緊鄰工區北側零星林地及樹木。 

(4)  避免工區洗車台汙水直接排放至鹽水溪。 

 

 

 

 

全區範圍

局部範圍-1 

局部範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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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107/09 提供初版，109/04 依施工現況調整內容) 

圖 2.1.2-1 本計畫全區生態保護範圍及保護目標位置示意圖 

 

2.1.3 生態資源盤點 

本計畫蒐集工程位置及周邊1公里範圍之生態文獻，作為後續施

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之背景資料，評估生態棲地分布及環境營造需

求，生態資源盤點成果整理於表2.1.3-1，參考文獻詳表2.1.3-2。 

 

表 2.1.3-1 本計畫生態資源盤點成果 

生物類群 文獻物種數 保育類 特有、稀有物種 

植物 33 科 74 種 - 無特有、稀有物種 

鳥類 25 科 45 種 

1. 二級保育類 6 種：環頸雉、

鳳頭蒼鷹、大冠鷲、黑翅

鳶、領角鴞、彩鷸 

2. 三級保育類 2 種：燕鴴、紅

尾伯勞 

特有亞種 9 種：環頸雉、鳳頭

蒼鷹、大冠鷲、大卷尾、黑枕

藍鶲、小雨燕、領角鴞、褐頭

鷦鶯、白頭翁、樹鵲 

哺乳類 2 科 4 種 無保育類哺乳類紀錄 無特有、稀有物種 

兩棲類 6 科 14 種 二級保育類 1 種：諸羅樹蛙 特有種 1 種：諸羅樹蛙 

爬行類 6 科 11 種 
紅皮書物種： 

全球瀕危(EN)：斑龜 

特有種 1 種：斯文豪氏攀蜥 

蜻蛉類 3 科 11 種 無保育類蜻蛉類紀錄 特有亞種 1 種：粗腰蜻蜓 

蝶類 4 科 5 種 無保育類蝶類紀錄 無特有、稀有物種 

局部範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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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 6 科 6 種 無保育類魚類紀錄 無特有、稀有物種 

底棲生物 無資料紀錄 無保育類底棲蝦蟹螺貝類紀錄 無特稀有底棲蝦蟹螺貝類紀錄 

 

表 2.1.3-2 本計畫蒐集之生態文獻 

文獻 

類型 
出版單位/蒐集單位 

年份

(西元) 
參考文獻/參考範圍 

報告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艾

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13 鹽水溪(含支流)河川情勢調查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東達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 
2014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2、3 期工程

環境影響說明書 

網路資

料庫 

eBird 
2010-

2020 
工區周邊約 1 公里範圍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2010-

2020 
工區周邊約 1 公里範圍 

iNaturalist - 工區周邊約 1 公里範圍 

 

2.2 環境友善措施 

2.2.1 環境友善方案原則 

施工階段的生態檢核作業，於施工前透過施工計畫、工程圖說

文件審視及現場勘查，確認工程對環境的衝擊及環境友善作為的生

態效益，同時藉由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會同現場勘察，協助工

程單位確認環境友善措施、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並向施工單位

說明環境友善措施執行內容及方法。施工過程則應注意工程對生態

之影響，以適時調整生態保育措施，並視需求辦理監造、施工、生

態人員三方會勘，討論及確認環境友善措施調整方式。施工執行狀

況納入相關工程督導重點，完工後列入檢核項目。 

具體保育措施依循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之優先順序考量與

實施(圖2.2.1-1)，四項保育策略定義如下： 

(1)  迴避：迴避負面影響之產生，大尺度之應用包括停止開發計畫、

選用替代方案等；較小尺度之應用則包含工程量體與臨時設施

物（如施工便道等）之設置應避開有生態保全對象或生態敏感

性較高的區域；施工過程避開動物大量遷徙或繁殖的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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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縮小：修改設計縮小工程量體（如縮減車道數、減少路寬等）、 

施工期間限制臨時設施物對工程周圍環境的影響。 

(3)  減輕：經過評估工程影響生態環境程度，進行減輕工程對環境

與生態系功能衝擊的措施，如：保護施工範圍內之既有植被與

水域環境、設置臨時動物通道、研擬可執行之環境回復計畫等，

或採對環境生態傷害較小的工法（如設置大型或小型動物通道

的建置、資材自然化等)。 

(4)  補償：為補償工程造成的重要生態損失，以人為方式於他處重

建相似或等同之生態環境（如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手段，加速

植生與自然棲地復育）。 

 

 

圖 2.2.1-1 生態保育原則及策略方向 

 

2.2.2 施工階段環境友善措施 

本計畫藉由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前補充辦理作業及生態資源盤點

過程確認工區及周邊重要生態資源，並與泛亞工程共同確認以下環

境友善方案並標註保護範圍及保護目標明確位置，後續依施工過程

實際現地狀況提出以下修正及說明： 

(1)  迴避：工程車輛、機具行駛及人員活動應侷限於工區範圍內，

限制進入鹽水溪高灘地及工區北側農耕區(保護範圍1、2，位置

詳圖2.1.2-1，現況如圖2.2.2-1)： 

(a) 保護範圍1(草鴞及環頸雉棲息地)：工區(5K+845~8K+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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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側鹽水溪高灘地 

此處原列為施工階段不應干擾之環頸雉棲地，施工期

間因預計於此範圍內取土，於取土前現勘過程中，發現該

處有文獻資料未曾紀錄之草鴞(保育類一級)棲息，生態檢核

團隊隨即建議應完全為迴避此區，保留草鴞棲地完整性；

詳細草鴞發現過程詳2.4節及附錄二之附表C-05-1「施工階

段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記錄表(一)」，後續相關會議記錄

詳附錄八、附錄九。 

(b) 保護範圍2(環頸雉及燕鴴棲息地)：工區(7K+800~8K+526.7)

北側以甘蔗田為主之農耕地 

 

保護範圍 1(草鴞及環頸雉棲息地)：工區 (5K+845~8K+526.7)南側鹽水溪高灘地 

  

保護範圍 1：原預計取土範圍 保護範圍 1：原預計取土範圍 

  

保護範圍 1：原預計取土範圍 保護範圍 1：調整後取土位置 

保護範圍 2(環頸雉及燕鴴棲息地)：工區(7K+800~8K+526.7)北側甘蔗田及農耕地 

109/02/18 110/03/26 

11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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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範圍 2 之甘蔗田 保護範圍 2 之甘蔗田 

圖 2.2.2-1 本計畫生態保護範圍 

 

(2)  縮小與減輕：工區緊鄰鹽水溪，工區洗車台及地面逕流水排放

前應進行濁度控制，經沉澱後抽導排至臨近排水溝，避免排水

流入鹽水溪(現況如圖2.2.2-2)。 

原計畫設置A、B、C等三處洗車台，實際施工過程僅設置

一處(洗車台C)，未設置洗車台A、B。洗車台清洗機具所產生之

廢水收集於洗車台下方集水井，另請專業人員清淤，不排入鹽

水溪。 

 

  

洗車台 C 所產生廢水收集至集水井中 洗車台 C 於工程後期已撤除 

圖 2.2.2-2 洗車台 C 設置狀況 

 

(3)  迴避、縮小與減輕：不得傷害或移除鄰近工區之既有林地及樹

木(保護目標1~6，位置詳圖2.1.2-1，現況如圖2.2.2-3)： 

110/03/26 109/09/02 

109/02/18 110/03/26 

 



 

14 

(a) 保護目標1a：林地A (5K+845) 

因工程排水箱涵施工需求，移除林地A(5K+845)部分

樹林，其餘林地於工程期間未受傷害或移除，完工後進行

植生補償。 

(b) 保護目標1b：移植榕樹 

原位於鄰近林地B東側之榕樹，因工程興建擋土牆結構

開挖將影響其根系，基於工程施工及結構安全考量，請園

藝專業人員移植至林地A處旁，並將此處置記錄至「施工

階段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記錄表(二)」(詳2.4節及附錄二

之附表C-05-2)，同時於自主檢查表及查核表內容增列「保

護目標1b：移植榕樹」項目，以利移植後持續進行植株的

保護與觀察。 

(c) 保護目標2：林地B (7K+260) 

(d) 保護目標3：林地C (7K+540～7K+690) 

此林地屬私有地，地主自行清除其上之果樹，非本工

程施工之影響，除私有地遭清除區域，其餘樹木未受工程

影響，此狀況已記錄至「施工階段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記錄表(三)」(詳2.4節及附錄二之附表C-05-3)，並調整自主

檢查表及查核表內容。 

(e) 保護目標4：林地D (7K+820) 

(f) 保護目標5：樹木A (8K+520) 

因應工程施工需求，修剪部分竹枝以利工程進行，保

留原有竹叢，待完工後自行生長回復，將持續觀察紀錄植

株生長情形。 

(g) 保護目標6： 樹木B(7K+135) 

為109年2月18日會同現勘時所增列之保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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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目標 1 a：林地 A (5K+845) 保護目標 1 a：林地 A(未移除部分) 

  

保護目標 1b：榕樹移植前 保護目標 1b：榕樹移植後 

  

保護目標 2：林地 B (7K+260) 保護目標 2：林地 B (7K+260) 

  

保護目標 3：林地 C (7K+540～7K+690) 保護目標 3：林地 C 遭地主移除 

底圖日期：107/06/28 

109/02/18 

底圖日期：107/06/28 110/03/26 

底圖日期：107/06/28 109/02/18 

110/03/26 

109/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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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目標 4：林地 D (7K+820)  保護目標 4：林地 D 現況 

  

保護目標 5：樹木 A (8K+520) 保護目標 5：樹木 A 現況 

  

保護目標 6： 樹木 B(7K+135) 保護目標 6： 樹木 B(7K+135) 

圖 2.2.3-3 保護目標及位置 

2.3 環境友善措施自主檢查及定期查核 

本計畫針對經討論以確認執行之環境友善措施，參考公共工程

會頒布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一)，由觀察家協助擬

定環境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表2.3-1、附錄五)，後由泛亞工程現地

人員自107年9月起每季填報，生態檢核團隊自109年起每半年至工區

範圍查核確認(表2.3-2)，並依實際生態檢核辦理狀況填寫公共工程

底圖日期：107/06/28 110/03/26 

底圖日期：107/06/28 110/03/26 

109/02/18 11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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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自評表、施工階段附表及友善措施查核表(表2.3-1、附錄二、

附錄五)。 

表 2.3-1 環境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及查核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擬定(107/09 初版，109/04 依施工現況調整內容) 

 

表 2.3-2 環境友善措施自主檢查及查核時間 

季別 施工單位自主檢查 生態檢核團隊查核 

107 
07-09 ■是□否 

107.08.29 

生態檢核執行前勘查 

10-12 ■是 □否 - 

108 

01-03 ■是 □否 - 

04-06 ■是 □否 - 

07-09 ■是 □否 - 

10-12 ■是 □否 - 

109 01-03 ■是 □否 

109.02.18 查核 

記錄三項生態異常狀況 

詳附錄二之附表 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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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6 ■是 □否 - 

07-09 ■是 □否 109.09.02 查核 

10-12 ■是 □否 - 

110 

01-03 ■是 □否 110.03.26 查核 

04-06 ■是 □否  

07-09 ■是 □否 110.08.11 查核 

2.4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2.4.1 施工階段生態環境異常處理機制 

本計畫透過施工期間自主檢查表填寫內容檢視及現地勘查狀況，

掌握施工過程發生的生態環境異常，發現生態異常狀況時，須第一

時間依「生態異常處理程序」(圖2.4.1-1)向泛亞工程生態友善專責人

員於與生態檢核團隊通報，生態檢核團隊視異常狀況內容協助研擬

解決對策，或邀集相關單位或學者專家召開會議，共同提出改善措

施進行改善，改善期間須填寫「施工階段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記

錄表」持續記錄及追蹤改善措施執行狀況，直至生態異常狀況改善

或排除(附錄七)。 

 

圖 2.4.1-1 生態異常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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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施工階段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 

本工程於施工期間，共紀錄有四項生態異常狀況，各異常狀況

皆依生態環境異常處理機制進行處置，相關說明及處置簡述如下： 

(1)  異常狀況一：工程預計於鹽水溪高灘地(保護範圍1)取土，但於

取土前會勘時發現有草鴞(保育類一級)棲息，相關記錄於「施工

階段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記錄表(一)」(圖2.4.2-1、附錄二之

附表C-05-1)，簡要歷程如下： 

(a) 108年12月30日：施工單位於告知生態檢核團隊，預計將於

工區約7K處南側鹽水溪高灘地(保護範圍1)取土。 

(b) 109年02月18日：生態檢核團隊會同監造及施工單位，於預

計取土區進行初步棲地勘查，認為有進行植被調查之必要，

以提供施工單位較明確之保全範圍建議。 

(c) 109年03月10日：生態檢核團隊邀請台南社區大學環境行動

小組吳仁邦研究員參與預計取土區會勘，於進行保全範圍確

認時發現該處有草鴞棲息，隨即建議施工單位應暫緩取土計

畫，並安排在地關注草鴞之專家學者進行工作會議，確認棲

地狀況後再行調整取土區位置或範圍(附錄二之附表C-02)。 

(d) 109年03月19日：施工單位與生態檢核團隊討論將取土區調

整至工區5K+845西側新設橋墩處周邊，並辦理專家學者工

作會議確認替代方案可行性(會議記錄詳附錄八)。 

(e) 109年04月27日：生態檢核團隊協助施工單位邀請台南市野

生動物保育學會曾翌碩總幹事、台南社區大學環境行動小組

吳仁邦研究員、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蔡若師助理教授

及台南市野鳥學會(請假)等在地關注草鴞之學者專家，召開

工作會議及現場勘查，出席委員皆認同前述替代方案將降低

對草鴞之影響(會議記錄詳附錄九)。 

(f) 109年09月02日：生態檢核團隊進行109年度下半年度查核，

確認施工單位確實調整取土位置，保留草鴞棲息之原預計取

土區，未受工程干擾(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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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10年03月26日：生態檢核團隊進行110年度上半年度查核，

確認草鴞棲息之原預計取土區未受工程干擾(附錄六)。 

(h) 110年08月11日：生態檢核團隊進行完工前查核，確認草鴞

棲息之原預計取土區未受工程干擾(附錄六)。 

 

  

原預計取土區現勘 發現草鴞(保育類一級)棲息 

  

草鴞日棲點 草鴞專家學者座談會及現勘 

  

調整後取土區取土前狀況 原預計取土區後續狀況(109/09/02) 

109/03/10 

 

109/03/10 

 

109/03/10 

 

109/04/27 

 

109/04/10 

 

109/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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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預計取土區後續狀況(110/03/26) 原預計取土區後續狀況(110/08/11) 

圖 2.4.2-1 鹽水溪高灘地草鴞棲息地狀況 

 

(2)  異常狀況二：鄰近保護目標2 林地B (7K+260) 處之榕樹移植，相

關記錄於「施工階段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記錄表(二)」(圖

2.2.3-3、附錄二之附表C-05-2)，簡要歷程如下： 

(a) 109年02月18日：生態檢核團隊會同監造及施工單位進行109

年度上半年度查核時，施工單位告知鄰近保護目標2 林地B 

(7K+260) 處之廠房旁有一棵榕樹，因其根系會影響興擋土

牆結構，基於不影響結構安全之考量，將委由園藝公司進行

移植至鄰近保護目標1林地A處。 

(b) 109年09月02日：生態檢核團隊進行109年度下半年度查核，

確認移植後之榕樹存活，但受攀附植物覆蓋，建議施工單位

清除其上之攀附植物(圖2.2.3-3)。 

(c) 110年03月26日：生態檢核團隊進行110年度上半年度查核，

確認移植後之榕樹存活良好，且前次覆蓋其上之攀附植物已

清除(圖2.4.2-2)。 

(d) 110年08月11日：生態檢核團隊進行完工前查核，確認移植

後之榕樹存活良好(圖2.4.2-2)。 

 

110/03/26 

 

11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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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榕樹後續狀況(110/03/26) 移植榕樹後續狀況(110/08/11) 

圖 2.4.2-2 移植榕樹後續狀況 

 

(3)  異常狀況三：保護目標3 林地C (7K+540～7K+690)因地主整地

清除(圖2.2.3-3)，簡要歷程說明如下： 

(a) 109年02月18日：生態檢核團隊會同監造及施工單位進行109

年度上半年度查核時，施工單位告知保護目標3 林地C 

(7K+540～7K+690)因地主整地清除，生態檢核團隊現勘確

認其非本工程責任，將其記錄於「施工階段生態環境異常狀

況處理記錄表(三)」(附錄二之附表C-05-3)。 

(4)  異常狀況四：110年09月08日於工區發現疑似受傷環頸雉一隻

(圖2.4.2-2、附錄二之附表C-05-4)，簡要歷程說明如下： 

(a) 上午約10:30：泛亞工程人員與監造單位巡視工地狀況時，

於本工程匝道R3及R4銜接平面道路位置(約為P59橋墩)，發

現一隻疑似受傷之環頸雉，隨即聯絡觀察家生態檢核團隊，

本團隊建議直接聯繫台南市野鳥學會救傷組，並依救傷組指

示進行初步安置及後送。 

(b) 上午約11:30：環頸雉經臨時安置後，隨即後送至台南市野

鳥學會救傷組，並由救傷組人員進行初步檢傷，後續亦由救

傷組進行照護及治療，並評估未來是否適合原棲地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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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發現之疑似受傷環頸雉 環頸雉臨時安置 

  

環頸雉後送台南市野鳥學會救傷組 救傷組人員進行初步檢傷 

照片來源：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圖 2.4.2-3 發現疑似受傷環頸雉及後送過程 

2.5 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本計畫為期工程相關人員瞭解本工程周邊生態概況、環境友善

措施及生態檢核相關機制，分別於108年12月27日(五)及109年12月30

日(三) 於泛亞工程永康工務所二樓會議室，各辦理1場次環境保護教

育訓練(共計2場次)，各場次課程相關內容及記錄詳表2.5-1及圖2.5-1，

詳細課程議程表及簽到表詳附錄十、附錄十一。 

 

表 2.5-1 環境保護教育訓練各場次課程內容 

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概要 授課講師 

108/12/27(五) 

13:30-17:30 

共計 4 小時 

什麼是生態檢核？ 

重不重要？能吃嗎？ 

 生態檢核機制發展歷程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省道公路工程生態檢核 

 生態調查≠生態檢核 

 表單填寫與呈現 

田  

 

 

110/09/08 

 

110/09/08 

 

110/09/08 

 

11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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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常見生態議題 

與環境友善對策 

 常見生態議題 

 迴避、縮小、減輕、補償 

工區周邊的精靈 

 環頸雉與其他關注物種 

 行為、棲地、重要性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 

周  

 

本工程施工階段 

如何執行生態檢核？ 

 本工程生態檢核重點 

 環境友善措施自主查核 

 生態環境異常狀況 

 關心本工程的 NGO 

田  

 

 

綜合討論 

109/12/30(三) 

10:00-12:00 

13:30-15:30 

共計 4 小時 

環境友善措施 

概念及運用 

 環境友善措施的概念 

 道路工程中的環境友善措施 

周  

 

工程植生 

與後續棲地營造 

 植生種植建議 

 施工中植物的保護 

 如何在現有工程上加分 

蔡  

 

工程的生態異常狀況 

與危機處理 

 異常狀況處理 

 人為抗爭的避免與處理 

 本工程所遭遇的案例 

田  

 

 
綜合討論 

 

108年度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109年度環境保護教育訓練  

  

圖 2.5-1  環境保護教育訓練各場次課程現場影像紀錄 

109/12/30 

108/12/27 

10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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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討論與建議 

「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3期新建工程」已接近完工，以下就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過程及後續營運維管階段提供以下討論及建議：  

(1)  施工階段生態檢核： 

(a) 泛亞工程於施工過程落實生態檢核機制，尤其在規劃於被列

為環頸雉棲地之鹽水溪高灘地取土時，即與生態檢核團隊討

論友善對策，辦理共同現勘及保全對象評估，並且於發現草

鴞棲息後，隨即調整取土位置，降低對草鴞棲地之影響，實

為工程友善生態之良好案例。 

(b) 泛亞工程於施工期間重視環境保護教育訓練，包括監造主

任、工務所主任皆共同參與，讓現場主管及工程人員對工區

周邊之關注物種有初步認識，因此工程人員在發現疑似受傷

之環頸雉後，即時聯絡生態檢核團隊尋求協助，最後得以在

最短時間內將該環頸雉個體安然後送至台南鳥會救傷組接受

救治。 

(c) 工程周邊被列入生態保全對象或範圍之樹木及林地，部分位

於私人土地，施工期間部分遭地主自行整地移除，非因工程

施工刻意造成，後續皆已列入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記錄表

中釐清。 

(d) 本工程所採用之表土保存及回鋪規劃，於施工過程確實設置

表土保存區，並於完工後回鋪植栽區(圖2.6-1)。 

(e) 生態滯留溝及多層次植生景觀設計皆已確實施作，並皆已接

近完工(圖2.6-1)。 

 

  

施工中表土保存區位置 施工中表土保存區位置 

107/06/28 10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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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滯留溝 多層次植生景觀設計 

圖 2.6-1 表土保存區、生態滯留溝及多層次植生景觀設計 

 

(2)  營運維管階段： 

(a) 建議執行營運維管階段生態監測或生態檢核，追蹤入侵外來

種植物擴散狀況，同時加強生態滯留溝及多層次植生景觀等

友善設計之生態效益，以此作為營運管理之參考，亦可回饋

於國內道路工程設計之生態友善案例。 

(b) 本工程周邊為草鴞、環頸雉及燕鴴等保育類動物棲地，建議

持續監測草鴞、環頸雉及燕鴴等關注物種在車流、噪音及夜

間燈光影響下之棲息狀況。 

(c) 施工階段已有環頸雉在工區受傷(可能被車撞或驚嚇)，建議

營運管理階段應注意本案道路阻隔所造成之路殺狀況，並參

考高公局經驗，滾動式檢討道路工程對上述物種之影響，必

要時限制速限、增設野生動物告示牌、動物通道與隔離網等

設施。 

  

110/08/11 11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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