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主表(1/2)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工程名稱 
（編號） 沙河溪沙河橋改建工程 設計單位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110 年 01 月 08 日至 111 年 12 月 2 日 監造廠商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治理機關 苗栗縣政府 營造廠商 日泰營造有限公司 

基地位置 
地點：苗栗縣頭屋鄉 
水系：後龍溪 溪別：沙河溪 
TWD97 座標 X：234543.399 Y：2718095.234 

工程預算/
經費 58,330,169 元 

工程緣由目的 
本工程位於苗栗縣頭屋鄉沙河溪，因該段河岸受水流沖刷，權管單位經濟部水

利署第二河川局發現橋梁梁底高程低於計畫洪水位，故委由苗栗縣政府代辦施

作，以增加該區段之通洪斷面及防汛需求。 
工程類型 □自然復育、□坡地整治、□溪流整治、□清淤疏通、■結構物改善、□其他 

工程內容 工程施作包括改建橋梁長度為 52 公尺，並於左岸新建 250 公尺之防洪牆與護

岸、右岸新建 64 公尺之護岸銜接既有護岸。 

預期效益 
■保全對象(複選)：■民眾(■社區□學校□部落□____)、■產業(■農作物□果園□____)、 

                 ■交通(■橋梁■道路□____)、■工程設施（□水庫□攔砂壩□固床設施■護岸） 

□其他：  

核

定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109 年 2 月 27 日(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同意代辦) 

附表 
P-01 生態評估 

進行之項目：□現況概述、□生態影響、□保育對策(依據經濟部水利

署第二河川局 109 年 10 月辦理之「沙河溪二岡坪堤防防災減災工程、

沙河溪沙河橋下游左岸災減災工程及苗栗縣沙河溪沙河橋改建工程」生

態檢核報告(核定、規劃設計、施工間段)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設

計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109 年 6 月 8 日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28 日 

附表 
D-01 團隊組成 

□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進行生態評析(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09 年 10 月辦理之「沙河溪二岡坪堤防防災減災工程、沙河溪沙河橋

下游左岸災減災工程及苗栗縣沙河溪沙河橋改建工程」生態檢核報告

(核定、規劃設計、施工間段) 

生態評析 

進行之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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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09
年 10 月辦理之「沙河溪二岡坪堤防防災減災工程、沙河溪沙河橋下游

左岸災減災工程及苗栗縣沙河溪沙河橋改建工程」生態檢核報告(核

定、規劃設計、施工間段) 

附表 
D-02 
D-03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民眾參與 

□邀集關心當地生態環境之人士參與：□環保團體、□熟悉之當地民眾、 

□其他＿＿ 
附表 
D-04 

■否，說明：(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09 年 10 月辦理之「沙河

溪二岡坪堤防防災減災工程、沙河溪沙河橋下游左岸災減災工程及苗栗

縣沙河溪沙河橋改建工程」生態檢核報告(核定、規劃設計、施工間段) 

保育對策 進行之項目：□由工程及生態人員共同確認方案、□列入施工計畫書、

無(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09 年 10 月辦理之「沙河溪二岡坪堤
附表 
D-05 



防防災減災工程、沙河溪沙河橋下游左岸災減災工程及苗栗縣沙河溪沙

河橋改建工程」生態檢核報告(核定、規劃設計、施工間段)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保育對策摘要：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主表(2/2) 

施

工

階

段 

起訖時間 民國 110 年 01 月 08 日至民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附表 
C-01 團隊組成 ■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進行保育措施執行紀錄、生態監測及狀況處理 

民眾參與 
■邀集關心當地生態環境之人士參與：□熟悉之當地民眾□利害關係人 

■其他：專家學者 附表 
C-02 

□否，說明： 

生態監測及狀

況處理 

進行之項目：■現場勘查、■生態措施監測(生態調查)、■環境異常處

理 
附表 
C-03 
C-04 
C-05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保育措施執行

情況 

□是□否執行設計階段之保育對策 

附表 
C-06 

■否，說明：生態檢核團隊於施工階段中後期(工程進度 66.15%)進場 
保育措施執行摘要：於施工階段中期發現本工程範圍為一級保育類飯島

氏銀鮈之棲地，生態團隊遂進場執行施工階段生態檢核作業，擬定之生

態保育措施以盡速完成施工與避免擾動水域棲地為首要目標，簡述如下：

1.(迴避)拉設警示帶及設置警戒區，禁止施工人員與機具進入非施作範圍

與已完工區域，避免擾動水域環境與高灘地。 2.( 縮小 ) 取消

0K+664~0K+720 左岸護岸施作。3.(減輕)維持水流暢通，並設置臨時排水

路過濾汙水以避免染水質。4.(減輕)移除非施作範圍與已完工區域河道邊

與高灘地之鼎塊、資材與工程廢棄物；其餘施工機具、資材與工程廢棄

物遠離溪流並放置固定區域內。5.(減輕)完工後移除橋梁支撐平台與跨河

施工便道，復舊河道與高灘地。6.(減輕)加強宣導工區內勞工安全與環境

清潔。 

維

護

管

理 

起訖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 
M-01 

基本資料 
護管理單位： 
預計評估時間： 

生態評析 

進行之項目：□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課題分

析、□生態保育措施成效評估 
未作項目補充說明： 
後續建議： 

資訊公開 

■主動公開：工程相關之環境生態資訊（集水區、河段、棲地及保育措施

等）、生態檢核表於政府官方網站，網址：中央研究院研究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 
□被動公開：提供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相關實施要點申請之相關環境生態資

訊，說明：＿＿＿＿＿＿＿＿＿＿＿＿＿＿＿＿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2 民眾參與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高家敏(逐跡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4 月 25 日 

參與項目 

□訪談  □施工說明會  

□公聽會  □座談會  

■現場勘查 

參與日期 民國 111 年 04 月 22 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黃鈞漢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工地現場

勘查 
生態檢核團隊主持人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

勘查 

生態檢核團隊生態檢核機制

操作組組長 

劉奇璋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

暨資源學系/副教授 

提供水域

生態專業

意見 

林務局委託生態團隊計畫主

持人 

意見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劉奇璋(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

學系/副教授) 

1. 應確實拉設警示帶，避免施工人員與

機具擾動非施工範圍河川棲地。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待移除鼎塊後會重新拉設警示帶。 

 

劉奇璋(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

學系/副教授) 

2. 移除高灘地及河道內之鼎塊。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遵照辦理，已移除部分鼎塊。由於近

日大雨造成地面泥濘，卡車無法進入

工地搬運鼎塊，待天氣穩定，基地土

地乾燥後便會盡速移除剩餘鼎塊。 



 
劉奇璋(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

學系/副教授) 

3. 應盡速完工，勿再擾動河川。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3. 遵照辦理，已加派人力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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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11 年 04 月 22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4 月 25 日 

紀錄人員 高家敏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黃鈞漢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

理 
工地現場勘查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

畫專員 
工地現場勘查 

劉奇璋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

資源學系/副教授 
提供水域生態專業意見 

現勘意見 處理情形回覆 

黃鈞漢(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設置警戒區、布設警示帶，避免施工人員

與機具擾動非施工範圍河川棲地。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待移除鼎塊後會重新拉設警示帶。 

黃鈞漢(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施工機具、材料與工程廢棄物遠離溪流並

放置於固定區域內。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遵照辦理。 

 



 
黃鈞漢(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3. 移除高灘地及河道內之混凝土塊(鼎塊)。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3. 遵照辦理，已移除部分鼎塊。由於近日大

雨造成地面泥濘，卡車無法進入工地搬運

鼎塊，待天氣穩定，基地土地乾燥後便會

盡速移除剩餘鼎塊。 

黃鈞漢(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4. 加速橋樑施作，並於橋梁完工後儘速打除

支撐平台。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4. 遵照辦理，會於汛期來臨前儘速完工。 

 

黃鈞漢(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5. 工區設置臨時排水路，逕流廢水經礫石過

濾後排放。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5. 遵照辦理，規劃於橋梁下游處右岸高灘地

設置臨時排水路。 

黃鈞漢(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6. 加強宣導工區內勞工安全與環境清潔。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6. 遵照辦理。 

說明： 

1. 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

稀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 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 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2 民眾參與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高家敏(逐跡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5 月 18 日 

參與項目 

□訪談  □施工說明會  

□公聽會  □座談會 

■現場勘查 

參與日期 民國 111 年 05 月 18 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黃鈞漢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工地現場

勘查 
生態檢核團隊主持人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

勘查 
生態檢核團隊計畫經理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

勘查 

生態檢核團隊生態檢核機制

操作組組長 

陳志豪 
東海大學環工系/助理

教授 

提供工程

生態友善

措施意見 

生態檢核案件顧問 

黃冠慈 
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專員 

提供工程

生態友善

措施意見 

生態檢核案件顧問 

涂聖明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解說工程

進度 
監造單位代表 

蕭善忠 
日泰營造有限公司/工

程師 

解說工程

進度 
施工單位代表 

意見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陳志豪(東海大學環工系/助理教授) 

1. 後續低水流路施作部份，應注意現

有因施工時之臨時平台所造淘刷出

之潭區予以復舊，注意流心導正，並

注意兩側高灘地之裸露地部份。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因目前仍在施工亦須使用施工便道

及臨時平台作業，對豪雨導致溪水

暴漲所淘刷之潭區，於竣工時會予

以復原及挖除施工便道回復河道；

至於裸露地則俟竣工後由業主依現

況或當地民眾需求再做植生作業，

現階段則於天晴乾燥時予以灑水避

免塵土飛揚。 



 
陳志豪(東海大學環工系/助理教授) 

2. 下游處覆蓋於現有堤上之土石方予

以移除。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河床上之混凝土塊已敲除運離，其

他土石於挖除便道時會一併清理以

回復河道、導正河心。 

黃冠慈(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專員) 

3. 已完工處可鋪設稻草蓆並灑水，加

速植生復原。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3. 目前施工廠商有不定期灑水避免塵

土飛揚，鋪設稻草蓆與植生復育的

部分則如之前會議結論會於本工程

結束後再研擬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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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11 年 05 月 18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5 月 18 日 

紀錄人員 高家敏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黃鈞漢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工地現場勘查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勘查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勘查 

陳志豪 
東海大學環工系/助理教

授 
提供工程生態友善措施意見 

黃冠慈 
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專員 
提供工程生態友善措施意見 

涂聖明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解說工程進度與方案 

蕭善忠 
日泰營造有限公司/工程

師 
解說工程進度與方案 

現勘意見 處理情形回覆 

黃鈞漢(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設置警戒區、布設警示帶，避免施工人

員與機具擾動非施工範圍河川棲地。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先前已有設置警戒區，後因梅雨溪水暴

漲淹沒，目前左岸鋪排尚須取用部分塊

石，俟作業完成會再設置警戒區。 



黃鈞漢(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右岸採加勁工法盡速施作完畢，待本工

程結束後再進一步討論其他生態保育措

施。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右岸工程俟業主及各單位、老師定案後會

依時程趕做。 

林偉正(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3. 應注意左岸下游沖刷問題，需覆土回填

避免中油管線外露。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3. 已有先行回填，俟便道挖除回復河道時

會再針對此處加強回填，並導正河心。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2 民眾參與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高家敏(逐跡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6 月 13 日 

參與項目 

□訪談  □施工說明會  

□公聽會  □座談會 

■現場勘查 

參與日期 民國 111 年 06 月 13 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

勘查 
生態檢核團隊計畫經理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

勘查 

生態檢核團隊生態檢核機制

操作組組長 

莊銘豐 
國立中興大學生科系/

助理教授 

提供工程

生態友善

措施意見 

生態檢核案件顧問 

徐金泉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解說工程

進度 
監造單位代表 

廖健源 
日泰營造有限公司/工

程師 

解說工程

進度 
施工單位代表 

意見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莊銘豐(中興大學生科系/助理教授) 

1. 護岸缺口施作期間應妥善處理土石

排放問題，且機具應減少擾動河床，

避免造成溪流混濁。 

 

徐金泉(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謝謝莊教授之指導，本工程於土石

方開挖或載運時會別注意，避免土

石掉落汙染水體或路面。本日現場

勘查所見溪水混濁，為右岸擋土牆

基礎坑因日前豪雨溪水暴漲淹沒，

工地於天候放晴時抽除基礎坑積水

所致。日後若再次有類似情形，會於

下游處設置沉澱坑，抽除基礎坑積

水時先於沉澱坑暫置，俟泥砂沉澱

後再排放，避免溪水混濁。 

 

 



莊銘豐(中興大學生科系/助理教授) 

2. 右岸高灘地完工後應進行復舊。 

 

徐金泉(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右岸高灘地於防汛道路擋土牆結構

體施工完成後，會將地貌整理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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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11 年 06 月 13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6 月 13 日 

紀錄人員 高家敏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勘查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勘查 

莊銘豐 國立中興大學生科系/助

理教授 
提供工程生態友善措施意見 

徐金泉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解說工程進度與方案 

廖健源 日泰營造有限公司/工程

師 
解說工程進度與方案 

現勘意見 處理情形回覆 



高家敏(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1. 左岸封牆收尾應集中施作，且機具不可

下溪床，避免擾動河床。 

 

徐金泉(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左岸端強於本次變更設計完成後再行施

工，施工時會儘量利用鄰側之農路做為

施工通道，然最下側之施工無可避免施

工機具會自農路下至河床，但會避免擾

動河床，控制施工機具在最小範圍活

動。 

高家敏(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2. 完工後應移除水下涵管，進行河道復

舊。 

 

徐金泉(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工程竣工後會將施工便道挖除，屆時會

將臨時排水涵管一併挖除，回復河道。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11 年 06 月 30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7 月 01 日 

紀錄人員 高家敏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黃鈞漢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工地現場勘查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勘查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勘查 

徐金泉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解說工程進度與方案 

涂聖明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解說工程進度與方案 

廖健源 日泰營造有限公司/工程

師 
解說工程進度與方案 

現勘意見 處理情形回覆 



黃鈞漢(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拉設警戒線於施工便道上游側(如下圖

所示)，禁止施工機具、人員進入擾動

已完工之上游區域。若左岸上游之封牆

仍需收尾，應盡速施作工程，且機具不

可進入溪床，避免擾動河床底質影響水

質，並於施作完畢後重新拉設警戒線。

若逢大雨，可暫時撤離警戒線，於大雨

過後重新拉設警戒線。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 目前已將兩側便道挖除，以利施作便道

處防洪牆，近期無臨河作業。俟變更設

計確定堤前坡形式後，再重新拉設警戒

線，進行堤前坡施工。 

黃鈞漢(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完工後移除水下涵管，減少河道中人工

構造物設施；並自下游往上游進行河道

復舊工作，導正河心，亦可提供更多水

域空間。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2. 原有便道下涵管將於完工前移除，以減

少河道中工構造物設施；並自下游往上

游進行河道復舊工作，導正河心，減小

對河川之擾動。 

黃鈞漢(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3. 針對二河局所關注之植生復育議題，本

團隊建議採自然復育。若欲加速自然復

育之速度，可於完工後於高灘地釘設稻

草蓆並灑水，但須注意洪水可能將稻草

蓆沖走；而漿砌石護岸由於水泥孔隙

小，目前無基質可供植物生長，建議覆

土以利於植生復育。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3. 經整合各單位建議並考量目前正值雨

季，常有豪雨、溪水暴漲之情形，不利

於稻草蓆之鋪設，目前規劃將原基礎開

挖之土方回填在基礎護岸上方，以保護

堤防基礎並利於植生復育。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2 民眾參與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高家敏(逐跡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7 月 28 日 

參與項目 

□訪談  □施工說明會  

□公聽會  □座談會 

■現場勘查 

參與日期 民國 111 年 07 月 27 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

勘查 

生態檢核團隊生態檢核機制

操作組組長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

勘查 
生態檢核團隊計畫經理 

孫成瑄 
中興大學生科系/研究

助理 

提供工程

生態友善

措施意見 

生態檢核案件顧問 

黃冠慈 
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專員 

提供工程

生態友善

措施意見 

生態檢核案件顧問 

涂聖明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解說工程

進度 
監造單位代表 

江昇鴻 
日泰營造有限公司/工

程師 

解說工程

進度 
施工單位代表 

意見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黃冠慈(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專員) 

1. 右岸濱溪帶植被保留，其狀態如同

前次會勘，無擾動情形；而此範圍

濱溪帶植被及水體狀態，於竣工前

皆為重點保全項目，請監造單位按

時檢查。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河道已施工完成，機具已撤離，

左、右岸濱溪帶植被保留，無擾動

情形。



  
黃冠慈(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專員) 

2. 左岸高灘地作為施工便道致頻繁輾

壓，使植被生長狀態不良，除了機

具撤離外不得進入干擾。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左岸工作項目皆已完成，無機具再

進入。 

黃冠慈(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專員) 

3. 建議集中施工期程，盡早竣工，除迴

避颱風季節，亦減少機具再次擾動河

道。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3. 目前河道內工作已施作完成並無其

他之工作項目。 

孫成瑄(中興大學生科系/研究助理) 

4. 完工後應移除所有施工資材與廢棄

物。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4. 已於日前陸續將機具及資材撤離工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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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11 年 07 月 27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7 月 28 日 

紀錄人員 高家敏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勘查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勘查 

孫成瑄 
中興大學生科系/研究助

理 
提供工程生態友善措施意見 

黃冠慈 
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專員 

提供工程生態友善措施意見 

涂聖明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解說工程進度 

江昇鴻 
日泰營造有限公司/工程

師 
解說工程進度 

現勘意見 處理情形回覆 

高家敏(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1. 水泥攪拌作業應遠離溪流，且避免溢

流或潑灑至灘地上。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現場置放之土桶僅為接盛混凝土料，

並無現場攪拌，已要求施工人員在不

妨礙施工動線情況下，拖離河道邊確

保不影響水質。

 



高家敏(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2. 左岸封牆收尾完成後，機具勿再進入

左岸高灘地。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河道已無施工項目，機具已撤離。 

 
林偉正(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3. 護岸施作完工後應敲除臨時平台、移除

跨河便道和進行高灘地復舊。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3. 河道工作已施作完成，便道已移除。

 
林偉正(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4. 可將敲除臨時平台之混凝土塊吊至橋

梁下游尚未覆土區域之基腳，作為攻擊

面消能之用和後續覆土的基礎；後續是

否進一步覆土或採用其他植生復育手

段待汛期過後再研議。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4. 已將方型混凝土塊置於左岸裸露處。 

 

高家敏(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5. 完工後吊離機具應從左岸之既有道路

作業，避免影響高灘地。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5. 河道已無施工項目，機具已撤離。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2 民眾參與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高家敏(逐跡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8 月 19 日 

參與項目 

□訪談  □施工說明會  

□公聽會  □座談會 

■現場勘查 

參與日期 民國 111 年 08 月 22 日 

參與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角色 相關資歷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

勘查 

生態檢核團隊生態檢核機制

操作組組長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

勘查 
生態檢核團隊計畫經理 

徐菀佐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研究員 

提供工程

生態友善

措施意見 

生態檢核團隊合作廠商研究

員 

陳志豪 
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

究中心/助理教授 

提供工程

生態友善

措施意見 

生態檢核案件顧問 

莊銘豐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

系/助理教授 

提供工程

生態友善

措施意見 

生態檢核案件顧問 

溫展華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

局 

工地現場

勘查 
第二河川局代表 

劉繼仁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

局 

工地現場

勘查 
第二河川局代表 

陳昇德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

局 

工地現場

勘查 
第二河川局代表 

徐金泉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 

解說工程

進度 
監造單位代表 

廖健源 
日泰營造有限公司/工

程師 

解說工程

進度 
施工單位代表 

意見摘要 處理情形回覆 



陳志豪(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1. 考量保全中油管線與水利河防安全

之故，建議堆置鼎塊於橋梁下游左岸

裸露處；鼎塊堆置以緊靠岸邊、間距

約三十公分、兩排交錯為原則，其餘

多餘鼎塊需運離現場。吊掛過程應避

免機具直接入水造成水體混濁，並注

意相關工安規劃。施作時以盡速施作

完畢為原則，減少擾動水域環境。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已依意見將方型混凝土塊置於左岸

裸露處。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2. 考量水利河防安全之故，將橋樑下游

右岸堆疊高於水面的沙土挖除堆靠

至岸邊，使水位上升時能較快擴大行

水區寬度來減緩流速。施作時不可擾

動水體。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河道工作已施作完成，依建議將橋

樑下游右岸堆疊高於水面的沙土挖

除堆靠至岸邊。 

 

莊銘豐(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

授) 

3. 臨時水道涵管的消除應移動到灘地

無水處再行處理，不得在目前放置處

直接擊碎而擾動混濁溪流。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3. 河道工作已施作完成，便道涵管已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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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 111 年 08 月 19 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8 月 22 日 

紀錄人員 高家敏 勘查地點 工地現場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勘查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工地現場勘查 

徐菀佐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研究員 
工地現場勘查 

陳志豪 
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

中心/助理教授 
工地現場勘查 

莊銘豐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助理教授 
工地現場勘查 

溫展華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工地現場勘查 

劉繼仁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工地現場勘查 

陳昇德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工地現場勘查 

徐金泉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經理 
解說工程進度與方案 

廖健源 
日泰營造有限公司/工程

師 
解說工程進度與方案 

現勘意見 處理情形回覆 

高家敏(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1. 移除河道中之涵管與跨河之施工便

道。施作時以盡速施作完畢為原則，

減少擾動水域環境。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1. 河道工作已施作完成，便道涵管已移

除。 

高家敏(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2. 施工完畢後撤離所有工程機具、資材

與廢棄物。 

涂聖明(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經理) 

2. 河道已無施工項目，機具已撤離。 



說明： 

1.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4 生態監測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沙河溪沙河橋改建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8 月 01 日 

1. 生態團隊組成： 

姓

名 
單位/職稱 學歷/專業資歷 專長/參與勘查事項 

黃

鈞

漢 

逐跡生態顧

問有限公司/

經理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生

物學系碩士/專業資

歷 10年 

水域生態調查、跨領域資訊整合、

資料蒐集彙整、工程影響評析、提

供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林

偉

正 

逐跡生態顧

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

洋生物研究所碩士/

專業資歷 3年 

水域生態調查、資料蒐集彙整、工

程影響評析、提供生態友善措施建

議 

高

家

敏 

逐跡生態顧

問有限公司/

計畫專員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

學研究所碩士/專業

資歷 2年 

生物資訊分析、資料蒐集彙整、工

程影響評析、提供生態友善措施建

議 
 

2.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陸域生態：工區為一級保育類石虎重要棲地(林，2016；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2020)，工區周遭曾有赤腰燕、磯鷸、臺灣畫眉(第二級保育類)、黃嘴角鴞

(第二級保育類)、領角鴞(第二級保育類)等鳥類紀錄(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資料

庫，2022)。 

 水域生態：沙河溪為後龍溪中下游右岸支流，河床以細粒徑底質為主。根據 105
年《後龍溪水資源環境觀測及調查計畫-淺山溪流生態系統保育調查評估》報告

指出，沙河橋過去曾紀錄之水域生物包含 13 種臺灣特有種臺灣石𩼧𩼧、臺灣石

鮒、臺灣鬚鱲、飯島氏銀鮈、高身小鰾鮈、短吻小鰾鮈、粗首馬口鱲、臺灣間

爬岩鰍、纓口臺鰍、明潭吻鰕虎、臺灣鮠、凱達格蘭新米蝦、臺灣米蝦等；此

外，亦有 10 種洄游性物種極樂吻鰕虎、湯鯉、花鰻鱺、字紋弓蟹、日本絨螯

蟹、日本沼蝦、細額沼蝦、掌寬沼蝦、毛指沼蝦、臺灣沼蝦。洄游性物種對於

水質的要求極高，是重要的河川生物指標物種，代表著過去沙河溪的河川條件

相當良好。外來種包含雜交吳郭魚和線鱧，其中線鱧生性兇猛可能獵食如飯島

氏銀鮈這種小型魚類。魚類以臺灣鬚鱲、粗首馬口鱲、明潭吻鰕虎、長鰭馬口

鱲及臺灣石𩼧𩼧最為優勢。沙河溪沙河橋水域生態物種多樣性高，且近年持續發

現穩定存在的第一級瀕臨絕種保育類飯島氏銀鮈族群。根據 108 年《瀕危淡水

魚種的繁養殖保種規劃與生態調查研究》報告指出，108 年沙河溪仍為第一級瀕

臨絕種保育類飯島氏銀鮈的棲息地之一。111 年 1 月，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委託之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生態團隊調查，確認工區上游為飯

島氏銀鮈之熱點。 

  



 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魚類學會，2016，後龍溪水資源環境觀測及調查計畫─淺山溪流生態

系統保育調查評估，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陳義雄，2019，瀕危淡水魚種的繁養殖保種規劃與生態調查研究，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2020，瀕危野生動物保育行動研討會手冊

暨瀕危野生動物保育行動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2022，https://www.tbn.org.tw/。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 

 關注團體：山貓森林、台灣石虎保育協會、臺灣生態學會、苗栗縣自然生態學

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3.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工程位於苗栗縣頭屋鄉沙河溪，工區之生態保全對象為水域環境與高灘地之濱

溪植被。 

 施工中(中後期)：現勘時工程已進入工期後段(工程進度 66.15%)，橋梁橋墩柱結

構體已施做完畢，橋梁面版施作中；兩側漿砌石護岸僅餘橋梁上游處缺口約

25~30 公尺尚未施作。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普通，以細粒徑的卵礫石與泥沙質為

主，水量豐沛，逢大雨則溪水呈混濁狀。施工期間鋪設兩處跨河施工便道(埋設

涵管)與橋梁支撐平台，致使工區下游之河道向左偏移且流速減緩，水深流速組

合多為淺瀨、淺流與岸邊緩流。工區左岸高灘地之濱溪植被多數已遭剷除，工

區右岸下游近橋樑施作區高灘地臨岸側之植被亦遭剷除，保留右岸上游非施作

區高灘地與右岸下游近橋樑施作區高灘地臨溪側之植被；且施工機具先前往返

於高灘地，加上施工資材與鼎塊暫置，兩岸堤岸植生差，植生帶寬度小。溪床

內無橫向構造物阻隔，縱向連結性良好，而兩岸皆為垂直漿砌石護岸，橫向連

結性差。現勘時曾目視赤腰燕、磯鷸、臺灣畫眉、吳郭魚與臺灣鬚鱲、日本絨

螯蟹等。 

 完工後：完工後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普通，以細粒徑的卵礫石與泥沙質為主，

水量豐沛，逢大雨則溪水呈混濁狀。完工後移除兩處跨河施工便道(涵管)與橋梁

支撐平台，並將部分塊石堆置於遭河水淘刷之橋梁下游左岸裸露處，經河道復

舊後，工區下游之河道由原先向左偏移導正至中央，水深流速組合具淺瀨、淺

流與岸邊緩流等。工區內兩岸高灘地除原保留之高草叢外，有零星草本植物復

生，但總體而言兩岸堤岸植生仍差，植生帶寬度小，尚需較長的時間回復植

生。溪床內無橫向構造物阻隔，縱向連結性良好，而兩岸皆為垂直漿砌石護

岸，橫向連結性差。 

 

 

 

 



 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 
施工中 施工後 
111.03.25 111.08.31 

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 
基質天然，底質以卵礫

石、泥沙質為主，約佔河

床 30%。(10/20) 

基質天然，底質以卵礫

石、泥沙質為主，約佔河

床 30%。(10/20) 

河床床質包覆度 
卵礫石被土砂包圍約

<70%。(10/20) 
卵礫石被土砂包圍約

<70%。(10/20) 

流速水深組合 
以淺瀨、淺流與岸邊緩流

為主。(13/20) 
以淺瀨、淺流與岸邊緩流

為主。(14/20) 

湍瀨出現頻率 
無連續湍賴，且無巨石等

天然物於河道中。(9/20) 
無連續湍賴，且無巨石等

天然物於河道中。(9/20) 

河道水流狀態 
流量豐沛連續，水深超過

30 cm。(16/20) 
流量豐沛連續，水深超過

30 cm。(17/20) 

堤岸的植生保護 

左岸：因施工移除植被，

為大面積裸露地，受人為

干擾嚴重。(0/10) 

左岸：因施工移除植被，

為大面積裸露地，植生自

然復育中。(1/10) 
右岸：因施工移除工區下

游臨岸側植被，保留臨溪

側高草叢。(5/10) 

右岸：因施工移除工區下

游臨岸側植被，保留臨溪

側高草叢。(5/10) 

河岸植生帶寬度 

左岸：因施工移除植被，

為大面積裸露地。(0/10) 

左岸：因施工移除植被，

為大面積裸露地，植生自

然復育中。(1/10) 
右岸：因施工移除工區下

游臨岸側植被，保留臨溪

側高草叢，植被寬度小於

6 公尺。(2/10) 

右岸：因施工移除工區下

游臨岸側植被，保留臨溪

側高草叢，植被寬度小於

6 公尺。(3/10) 

溪床寬度變化 施工比例為 1。(20/20) 完工比例為 1。(20/20) 

縱向連結性 
溪床底質天然，幾乎無人

工構造物，且坡度和緩。

(20/20) 

溪床底質天然，幾乎無人

工構造物，且坡度和緩。

(20/20) 

橫向連結性 

左岸：垂直 RC 護岸。

(0/10) 
左岸：垂直 RC 護岸。

(0/10) 
右岸：垂直 RC 護岸。

(0/10) 
右岸：垂直 RC 護岸。

(0/10) 
 



4. 棲地影像紀錄： 

111/03/25 工區上游 111/03/25 工區下游 

111/03/25 橋梁上游 111/03/25 橋梁下游 

111/03/25 跨河施工便道與橋梁支撐

平台皆埋設涵管 

111/03/25 上游兩岸高灘地堆置多餘

鼎塊尚未移除 



 
111/04/22 工區下游左岸護岸缺口 111/04/22 工區下游右岸護岸缺口 

111/04/22 橋梁支撐平台與橋樑下方

跨河施工便道 
111/04/22 橋梁上游跨河施工便道 

111/05/18 橋梁支撐平台拆除中，橋

梁下方跨河施工便道遭大水淹沒 

111/05/18 橋梁上游跨河施工便道已

拆除，部分左岸高灘地遭大水淹沒 



111/06/13 橋梁支撐平台已拆除，下

方跨河施工便道遭大水淹沒 
111/06/13 部分左岸高灘地遭大水淹

沒 

111/07/27 橋梁上游河道 111/07/27 橋梁下游河道 

111/08/31 工區上游 111/08/31 工區下游 



111/08/23 橋梁上游 111/08/31 橋梁下游 

 
111/04/27 工區上游釣客釣獲臺灣鬚

鱲 

 
111/04/29 目視工區上游日本絨螯蟹

死亡個體 

111/05/18 目視工區下游磯鷸 111/04/29 目視工區下游左岸旁農地

鼩鼱死亡個體 
 

5. 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111/04/22 工區上游右岸石籠區為已

知一級保育魚類飯島氏銀鮈分布熱

點，施工期間不予擾動 

 

111/04/22 全工區屬沙河溪流域，為

一級保育魚類飯島氏銀鮈與其他臺灣

特有種魚類之分布熱點，施工期間不

宜擾動水體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111/03/25 工區右岸高灘地之濱溪植

被為魚類與其他水域生物重要庇護所

與食物來源，應予以保留 

 

111/03/25 施工人員、機具與資材不

得進入或堆置於非施作範圍與已完工

區域，以利高灘地之植生復育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5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

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

工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7 月 29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民國 111 年 07 月 26 日 

異常狀況說

明 

生態敏感區(橋梁上游之高灘地與水

域環境)未佈設警示帶。 

解決對策 

提醒監造單位與施工單位

如遇連續豪雨暫時撤離警

示帶，大雨過後應重新拉

設警示帶，施工機具與人

員不得跨越進入生態敏感

區(橋梁上游之高灘地與

水域環境)。 

複查者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複查日期 民國 111 年 07 月 27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施工單位已確實拉設警示帶，施工機具與人員無跨越進入生態敏感區(橋

梁上游之高灘地與水域環境)。 
說明： 
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5 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施工前 ■施工中 □完工後 

異常狀況類

型 
■監造單位與生態人員發現生態異常 □植被剷除 □水域動物暴斃 □施

工便道闢設過大 □水質渾濁 □環保團體或在地居民陳情等事件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7 月 29 日 

狀況提報人 

(單位/職稱) 
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異常狀況

發現日期 
民國 111 年 07 月 27 日 

異常狀況說

明 

水泥攪拌作業距溪流過近，且部分

水泥溢流至河灘地上。 

解決對策 

提醒監造單位與施工單位

水泥攪拌作業應遠離溪

流，且避免水泥溢流或潑

灑至河灘地上。 

複查者 
林偉正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複查日期 民國 111 年 07 月 27 日 

複查結果及 
應採行動 

施工單位已將水泥攪拌作業遠離溪流，並清除外溢至河灘地之水泥。 
說明： 
1.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需依次填寫。 
2.複查行動可自行增加欄列以至達複查完成。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表 施工階段附表 

附表 C-06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填表人員 
(單位/職

稱) 

高家敏 
(逐跡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08 月 20 日 

施工圖示 
設計階段 圖示 說明 

施工範圍

與生態關

注區域套

疊圖 

 

施工涵管上游水域、左岸濱

溪帶與右岸高灘地列為生態

高度敏感區。橋梁施作會擾

動工區下游之水域環境；護

岸施作擾動左岸與右岸下游

近橋梁處之高灘地。 

範圍限制 

現地照片 

(施工便道 

及堆置區) 

(拍攝日期) 

04/22 兩處跨河施工便道 

04/22 左岸高灘地暫置塊石與資材 

 
 

橋梁下方與橋梁上游之兩處

跨河施工便道已埋設涵管，

維持水流暢通。兩岸護岸已

非施作範圍與已完工區域之

高灘地不可暫置塊石、鼎塊

與資材，施工單位已於 5 月

移除。 



04/22 右岸高灘地暫置鼎塊與資材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生態保全

對象 

減少擾動水域環境。 無擾動工區上游之水域環

境。因橋樑施作與護岸缺

口施作擾動部分工區下游

之水域環境，施工期間於

河道埋設涵管以維持水流

暢通。完工後移除兩處跨河

施工便道(涵管)、橋梁支撐

平台，並考量保全中油管

線與水利河防安全之故，

將部分塊石堆置於遭河水淘

刷之橋梁下游左岸裸露處，

且經河道復舊後，工區下游

之河道由原先向左偏移導正

至中央。施工期間施工機

具、資材與工程廢棄物皆遠

離水體放置或往返。 

 04/22 工區上游水域環境 

08/10 工區上游水域環境 

04/22 工區下游水域環境 

08/31 工區下游水域環境 



生態保全

對象 

保留高灘地之濱溪

植被 
施工機具禁止進入上游已

完工區域之高灘地，來往

路線以臨岸側為主，迴避

高灘地之濱溪植被。施工

期間已確實保留保留右岸

上游非施作區高灘地與右岸

下游近橋樑施作區高灘地臨

溪側之植被，且完工後左

岸已有部分植生復生。 

04/22 兩岸高灘地 

08/31 兩岸高灘地 

生態友善

措施 

【縮小】 
0K+664~0K+720 左

岸護岸取消施作不

干擾，保留天然土

坡。 

已取消施作

0K+664~0K+720 左岸護

岸，僅於 07/27~28 施作護

岸封牆。 

04/22 左側護岸終點 

08/10 左側護岸封牆施作

完畢 

生態友善

措施 

【迴避】 
拉設警示帶及設置

警戒區，禁止施工

人員與機具進入非

施作範圍與已完工

區域，避免擾動水

域環境與高灘地。 

於工區下游拉設警示帶，

禁止工程機具進入工區上

游非施作範圍與已完工區

域，避免擾動水域環境與

高灘地。惟工期 5~7 月間

恰逢雨季，逢連日大雨得

撤離警示帶，其後仍需復

設警示帶及設置警戒區。 

04/22 於工區下游高灘地

拉設警示帶 



05/18 逢連日大雨撤離警

示帶 

06/30 復設警示帶 

07/27 復設警示帶 

生態友善 
措施 

【減輕】 
維持水流暢通，並設

置臨時排水路過濾汙

水以避免染水質。 

施工期間於河道埋設涵管以

維持水流暢通，設置臨時排

水路過濾汙水如洗車廢水

等，逕流廢水經過濾後方可

排入河道。 

03/25 維持水流暢通 

08/10 設置臨時排水路 



生態友善 
措施 

【減輕】 
移除非施作範圍與已

完工區域河道邊與高

灘地之鼎塊、資材與

工程廢棄物；其餘施

工機具、資材與工程

廢棄物遠離溪流並放

置固定區域內。 

工期後期待天氣穩定、基地

土地乾燥後，卡車進入灘地

運離工區上游已完工區域高

灘地上放置之剩於鼎塊、資

材與工程廢棄物；而尚在施

作區域之施工機具、資材與

工程廢棄物集中遠離溪流並

放置於固定區域。完工後已

移除全數機具、資材與廢棄

物。 

03/25 河道邊鼎塊與資材 

06/28 高灘地之鼎塊、資材

與工程廢棄物已移除 

生態友善 
措施 

【減輕】 
加速橋樑施作，並

於完工後移除橋梁

支撐平台與跨河施

工便道，復舊河道

與高灘地。 

完工後已移除橋梁支撐平

台與跨河施工便道(含涵

管)。考量保全中油管線與

水利河防安全之故，將部

分塊石堆置於遭河水淘刷

之橋梁下游左岸裸露處；

考量水利河防安全之故，

將橋樑下游右岸堆疊高於

水面的沙土挖除堆靠至臨

岸處，以擴大行水區寬

度。 

04/22 施作橋梁 

 08/23 移除橋梁支撐平台

與跨河施工便道 

08/31 橋梁下游高灘地與

河道復舊 



生態友善 
措施 

【減輕】 
加強宣導工區內勞

工安全與環境清

潔。 

工程機具往返造成塵土飛

揚，已要求廠商灑水改

善。工區現場有焚燒垃圾

痕跡，已要求廠商即刻清

除，且每日集中並妥善處

理生活垃圾。 
04/29 工程機具往返造成

塵土飛揚 

04/29 工程現場有焚燒垃

圾痕跡 

 
05/12 灑水改善塵土飛揚

情形 

施工復原

情形 

■施工便道與堆置區

環境復原 
河道與高灘地皆已復舊。 

08/31 河道與高灘地皆已

復舊 
□植生回復 採自然植生復育。  



■垃圾清除 已回復環境整潔。 

08/31 已回復環境整潔 

08/31 已回復環境整潔 
□其他______   

其他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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