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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2.8 2.8 

平均分數>2：成效佳，迴避或減輕各種可能影響，除施工過程外，對生態的衝擊較小，

保留工區干擾後回復成原環境之潛能。 

1.5<平均分數<2：成效尚可，已迴避或減輕部分可能影響，但無法預測其干擾能否回

復，需透過長期監測確認。 

平均分數<1.5：成效不佳，缺乏對於可能生態衝擊的減輕工作，可能造成環境生態永久

性改變，但仍需由長期監測確認。 
註：評估方式詳附錄十一、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 

 

4.9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 

4.9.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後勁溪排水主流流經高雄市楠梓區及仁武區，長度約12.8

公里，屬於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整體集水區面積約73.45km2，

包括後勁溪排水主流、獅龍溪排水及曹公新圳排水等主要支流

排水系統。目前後勁溪排水上游段的仁武橋(10K+420)經高速公

路橋(10K+691)至台塑段管架橋(11K+540)為主流最束縮之瓶頸

河段，豪大雨期間洪水無法即時排至下游，經常導致上游曹公

新圳水位壅高造成淹水，因此以高速公路橋為界，上下游分別

辦理「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

(10K+691～11K+540)及本工程「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

橋瓶頸段治理工程」(10K+420～10K+691) (圖4.9.1-1)，工程計

畫將渠寬自28公尺拓寬至40公尺，上游高速公路橋則委由高速

公路局進行改建，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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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1-1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位置圖 

 

表 4.9.1-1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工程內容概

要 

項目 內容 

工程進度 
▓核定階段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完工階段 

生態檢核執行至設計階段，詳見附錄七 

棲地類型 區域排水之環境營造 

工程明細 

工程地點：高雄市楠梓區雄市仁武區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

(10K+420～10K+691) 

TWD97座標 X：180945 Y：2511890 

設計單位：高標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編號： 

施工單位：尚未發包 開工日期：尚未發包 

工程預算：122,000仟元（預估） 預定完工日期：尚未發包 

工程內容： 

1. 複式坡面工(分 A、B、C三式)：共 119m。 

2. RC護岸：共 114m。 

3. 漿砌石護岸：共 14.5m。 

4. 浚挖，疏浚挖方(河道清疏)：189m。 

5. 水防道路：853m²。 

6. 封牆、引道等相關構造物及雜項工程。 

工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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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況概述 

「高雄市仁武區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預定工區

位於仁武橋上游段與中山高速公路間區段，長度約100公尺，水

流流速平緩，河道中多為泥沙及有機碎屑沉積包埋既有消波塊，

因水質狀況欠佳，水域環境生物相甚為單調，兩側為既有混凝

土、襯排以及漿砌塊石等混合工法護岸，目前於既有護岸基礎

處局部有土砂、卵石及水泥塊堆積，形成濱溪灘地及局部草生

地，時有扇尾鶯科、紅冠水雞、麻雀、斑文鳥等鳥類及斑龜棲

息活動。兩側土地使用現況以工業廠房或倉庫為主，僅左岸鄰

近高速公路處有因農地停作後由先驅植物構成之林地，林地旁

則有成排樟樹，右岸則有零星樟樹及芒果樹生長，因此將其生

態課題類型歸類為「市區區域排水渠道之環境營造」(表3.2.1-1)。

施工前之地景空拍及現地照片記錄如圖4.9.1-2、圖4.9.1-3，依野

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附錄十六)所作之施工前、後棲

地評估紀錄如表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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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1-2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施工前地景
空拍 

 

  

上游高速公路橋及預定工區渠道現況 
下游高鐵橋、仁武橋及預定工區渠道

現況 

  

左岸成排樟樹及先驅樹林 右岸樟樹及芒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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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武橋下游已治理段渠道現況 流速狀況 

  

豐水期流速狀況 豐水期-灘地植被分布狀況 

圖 4.9.1-3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施工前工區
環境照 

 

表 4.9.1-2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之野溪治理

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記錄 

評估項目 
施工前枯水期(109/03/26) 施工前豐水期(109/08/18) 

說明 程度 說明 程度 

1.溪床自然基質多

樣性 

主要為卵石、礫石沖積，

並被有機碎屑與泥砂包

埋，既有消波塊為河道中

較大體積之護坡基質構造

物 

8 

主要為卵石、礫石沖積，

並被有機碎屑與泥砂包

埋，既有消波塊與倒木為

河道中較大體積之護坡基

質構造物 

10 

2.河床底質包埋度 

底質為較小顆粒之卵石礫

石且多已包埋於泥砂及有

機碎屑沉積物。 

1 

底質較小顆粒之卵石礫石

多已包埋於泥砂及有機碎

屑沉積物，倒木與消波塊

包埋約 50-75%。 

6 

3.流速水深組合 

有 4 種流速/水深組合。淺

流、深潭、湍瀨、岸邊緩

流。 

13 

有 4 種流速/水深組合。淺

流、深潭、淺瀨、岸邊緩

流。 

13 

4.湍瀨出現頻率 
評估溪段之湍瀨頻率普

通。 
8 

評估溪段之湍瀨頻率普

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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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道水流狀態

(深度) 

連續淺流，水深 15-30 公

分之間。水面覆蓋溪床

75%以上，或是溪床裸露

25%以下。 

15 

連續淺流及深流，水深超

過 30公分。水面覆蓋溪床

75%以上，或是溪床裸露

25%以下。 

17 

6.堤岸的植生保護 

左岸：幾乎為裸露砌石護

坡，擾動嚴重。部分區段

護岸阻隔水陸域，護岸上

植被零星。 

左:3 

左岸：幾乎為裸露砌石護

坡，擾動嚴重。部分區段

護岸阻隔水陸域，護岸上

植被零星。 

左:3 

右岸：堤岸外側有喬木灌

木分布(果樹、雜林)，擾

動嚴重。護岸阻隔水陸域

植。 

右:5 

右岸：堤岸外側有喬木灌

木分布(果樹、雜林)，擾

動嚴重。護岸阻隔水陸域

植。 

右:5 

7.河岸植生帶寬度 

左岸：河岸植生帶的寬度

小於 6公尺。 

左:2 

 

左岸：河岸植生帶的寬度

小於 6公尺。 

左:2 

 

右岸：河岸植生帶的寬度

小於 6公尺。 
右:3 

右岸：河岸植生帶的寬度

小於 6公尺。 
右:3 

8.縱向連結性 無橫向構造物之阻隔。 10 無橫向構造物之阻隔。 10 

9.橫向連結性 

左岸：邊坡可通行區段比

例小於 10%長度，坡度大

於 60°、最大落差大於

20cm。 

左:1 

左岸：邊坡可通行區段比

例小於 10%長度，坡度大

於 60°、最大落差大於

20cm。 

左:1 

右岸：邊坡可通行區段比

例小於 10%長度，坡度大

於 60°、最大落差大於

20cm。 

右:1 

右岸：邊坡可通行區段比

例小於 10%長度，坡度大

於 60°、最大落差大於

20cm。 

右:1 

10.溪床寬度變化 
施工前自然溪段，比例等

於 1.0。 
18 

施工前自然溪段，比例等

於 1.0。 
18 

詳細評估方式請參考附錄十四「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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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1-4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施工前枯、
豐水期之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各項指標比較圖 

 

4.9.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

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9.2-1)，各

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9.2-2： 

在水域生態方面，參考《高雄縣河川魚類誌》對後勁溪魚

類的記載（鄭水萍，1996），上游段有塘虱魚，屬於較耐汙染

的魚種；中下游段一度無魚，河口的魚種較多（烏魚、吳郭魚、

印度牛尾魚、大眼海鰱、虱目魚、日本海鰻…等）。中山大學

的《後勁溪下游及河口附近海域海洋生物調查》（莫顯蕎、陳

宏遠 1980 ）顯示，在後勁溪中、下游的興中橋、中和橋間沒有

發現任何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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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2-1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生態資料蒐

集文獻 

文獻類型 出版單位/蒐集單位 年份(西元) 參考文獻/參考點位/參考範圍 

報告 
中山大學 1980 

後勁溪下游及河口附近海域海洋

生物調查 

高雄縣政府 1996 高雄縣河川魚類誌 

網路資料庫 

eBird 2010-2020 高雄壽山 NPP-半屏山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2010-2020 工區周邊半徑約 1公里範圍 

路殺社 2010-2020 工區周邊半徑約 1公里範圍 

iNaturalist - 工區周邊半徑約 1公里範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2010-2020 植物調查及物候觀察 

 

 

表 4.9.2-2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生態文獻資

料蒐集成果 

生物類群 文獻物種數 保育類 特稀有物種 

植物 4科 6種 - 無特稀有植物紀錄 

鳥類 40科 90種 

1. II級保育類 20種：紅隼、

紅腳隼、遊隼、燕隼、黃

鸝、大陸畫眉、水雉、魚

鷹、大冠鷲、日本松雀

鷹、北雀鷹、白肩鵰、灰

面鵟鷹、赤腹鷹、東方蜂

鷹、松雀鷹、黑翅鳶、黑

鳶、蒼鷹、鳳頭蒼鷹 

2. III 級保育類 2 種：紅尾伯

勞、燕鴴 

1. 特有種 4 種：小彎嘴、繡眼

畫眉、五色鳥、臺灣竹雞 

2. 特有亞種 15 種：小雨燕、

黑枕藍鶲、大卷尾、褐頭

鷦鶯、頭烏線、山紅頭、

樹鵲、白頭翁、白環鸚嘴

鵯、紅嘴黑鵯、粉紅鸚

嘴、金背鳩、大冠鷲、松

雀鷹、鳳頭蒼鷹 

哺乳類 無資料紀錄 無保育類哺乳類紀錄 無特稀有哺乳類紀錄 

兩棲類 1科 1種 無保育類兩棲類紀錄 無特稀有兩棲類紀錄 

爬行類 2科 2種 
紅皮書物種： 

全球瀕危(EN)：斑龜 
無特稀有爬行類紀錄 

蜻蛉類 無資料紀錄 無保育類蜻蛉類紀錄 無特稀有蜻蛉類紀錄 

魚類 無資料紀錄 無保育類魚類紀錄 無特稀有魚類紀錄 

底棲生物 無資料紀錄 無保育類底棲蝦蟹螺貝類 無特稀有底棲蝦蟹螺貝類紀錄 

 

(2) 生態調查結果 

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

態調查採取「市區區域排水渠道之環境營造」之相對應調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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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表3.2.1-1)，並於109年3-4月及7-9月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

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

述如下： 

 

表 4.9.2-3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調查方法 

生物類群 調查方法選定 調查結果 備註 

植物 ▓植物穿越線調查 16科 23種 - 

鳥類 ▓穿越線目擊及聽音調查 17科 28種 - 

哺乳類 ▓穿越線目擊 1科 1種 - 

兩棲類 ▓穿越線目擊 1科 1種 - 

爬行類 ▓穿越線目擊 6科 6種 - 

蜻蜓類 ▓穿越線目擊 2科 4種 - 

魚類 
▓蝦籠 ▓撈網□拋網  

▓流刺網▓長沉籠  

□電魚器採集  

▓蟹類穿越線調查 

4科 5種 - 

蝦蟹類 兩季調查無紀錄 -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16科23種植

物，，其中包含有草本植物8種、喬木植物7種、藤本

植物4種及4種灌木，無發現稀有植物(表4.9.2-4)。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範圍人為干擾嚴重，工區兩側以工業用

地為主，現地機無植被，僅可見少數草類生長於護岸

裂隙，大多裸露。 

 

表 4.9.2-4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植物調查結

果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生長 

習性 

調查記錄 

109/03 109/07 

大戟科 
白飯樹 Flueggea virosa  灌木 ○ ○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喬木 ○ ○ 

玄參科 揚波 Buddleja asiatica  灌木 ○  

禾本科 大黍 Megathyrsus maximus 引進種 草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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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生長 

習性 

調查記錄 

109/03 109/07 

羅氏草 Rottboellia exaltata 引進種 草本  ○ 

西番蓮科 毛西番蓮 Passiflora foetida 歸化種 灌木 ○ ○ 

豆科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引進種 喬木 ○ ○ 

金虎尾科 西印度櫻桃 Malpighia emarginata  喬木 ○ ○ 

柳葉菜科 水丁香 Ludwigia octovalvis  灌木 ○  

茄科 龍葵 Solanum nigrum  草本 ○ ○ 

桑科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喬木 ○ ○ 

正榕 Ficus microcarpa  喬木  ○ 

旋花科 
姬牽牛 Ipomoea obscura  藤本  ○ 

盒果藤 Operculina turpethum  藤本  ○ 

莎草科 輪傘莎草 Cyperus involucratus  草本 ○  

菊科 

紫花霍香薊 Ageratum houstonianum 引進種 草本 ○  

鬼針草 Bidens pilosa 引進種 草本 ○ ○ 

鱧腸 Eclipta prostrata  草本 ○  

小花蔓澤蘭 Mikania micrantha  藤本 ○  

葡萄科 細本山葡萄 Vitis thunbergii  藤本  ○ 

漆樹科 芒果 Mangifera indica 經濟作物 喬木 ○ ○ 

樟科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喬木 ○ ○ 

錦葵科 金午時花 Sida rhombifolia  草本  ○ 

共計 16 科 23 種 12 科 16 種 13 科 17 種 

註 1：屬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歸化」表示歸化種，未註明者表示為原生種。 

註 2：「○」為樣區內紀錄之物種。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17科28種鳥類

(表4.9.2-5)。 

(ii) 遷移習性 

記錄的鳥類中有19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

5種候鳥或過境鳥，4種引進種鳥類，紀錄之物種均為

普遍常見物種。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記錄的鳥類中無特有種鳥類，特有亞種鳥類有褐

頭鷦鶯、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及鳳頭蒼鷹等5種。 

記錄的鳥種中有珍貴稀有保育類鳳頭蒼鷹2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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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區上空飛越，以及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1隻次，

停棲於治理範圍周邊之樹木。依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

皮書名錄，記錄鳥種皆為無滅絕風險之種類(圖4.9.4-1)。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記錄的鳥類中，主要會利用工區內岸際灘地及淺

水域覓食活動的物種為紅冠水雞、小環頸鴴、磯鷸及

鷺科鳥類；會利用濱溪草生地的有斑文鳥、麻雀、翠

鳥、白頭翁及扇尾鶯科鳥類，其中翠鳥會利用水體上

方的大型草本植物及鄰近樹林停棲及伺機捕食魚類，

上述其他鳥類則於草生地取食草籽或捕食昆蟲；燕科

鳥類會於溝渠上空來回飛越捕食飛蟲；紅鳩、八哥科

及鶺鴒科鳥類主要停棲於兩岸的人工構造物或防汛道

路上；樹鵲及紅嘴黑鵯則棲息活動於鄰近的樹木或樹

林間。 

 

表 4.9.2-5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鳥類調查物

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遷移習性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隻次) 

109/04 109/09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留/過   2 1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   12 2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   2  

灰頭椋鳥 Sturnia malabarica 引進種   2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冬/過  III 1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留   2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留 特亞  3 4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留   2 5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   5 20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留 特亞  1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過   13 9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夏/冬/過   3  

棕沙燕 Riparia chinensis 留    1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留   2 2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 特亞  15 1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留 特亞   1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留/冬/迷    1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冬   1  

鴴科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留/冬   2 1 

鷸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冬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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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   2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    2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   24 1 

鷺科 

大白鷺 Ardea alba 夏/冬    3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夏/冬/過   30 11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冬/過    2 

秧雞科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留   4  

鷹科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留 含特亞 II 2  

合計 17 科 28 種 
17 科 22 種 

131 隻次 

13 科 18 種 

69 隻次 

註 1：遷移習性：「留」表示留鳥，「夏」表示夏候鳥，「冬」表示冬候鳥，「過」表示過境鳥。 

註 2：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外來」表示外來種。 

註 3：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c) 哺乳類 

兩次(枯、豐水期)哺乳類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共

記錄有哺乳類動物1科1種(表4.9.2-6)，為赤腹松鼠於右岸樹

林中活動。 

 

表 4.9.2-6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哺乳類調查

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隻次) 

109/04 109/09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1 

合計 1 科 1 種 0 科 0 種 
1 科 1 種 

1 隻次 
註 1：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 2：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兩棲類1科1種(表

4.9.2-7)及爬行類2科2種(表4.9.2-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

以斑龜(7隻)為較優勢種。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工程周邊以住宅區與工廠為主，且緊鄰道路。現

況為混凝土護岸，龜鱉類不易攀爬，紀錄到斑龜停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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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浮出水面之混凝土塊與樹枝曬太陽，為後勁溪重要

爬行類動物議題，同時記錄到外來種紅耳龜。左岸廢

棄果園為此區域較完整綠地，記錄到多線真稜蜥於樹

林底層活動，綠鬣蜥於混凝土護岸上曬太陽，受驚擾

跳入河道中躲避。本工程記錄到外來種綠鬣蜥與多線

真稜蜥，皆為高雄市區常見外來種爬行類動物(圖4.9.2-

1)，兩棲類僅記錄澤蛙1隻次，於周邊綠地中鳴叫。 

 

表 4.9.2-7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兩棲類調查

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隻次) 

109/03 109/07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1 

合計 1 科 1 種 0 科 0 種 
1 科 1 種 

1 隻次 
註 1：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 2：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表 4.9.2-8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爬行類調查

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隻次) 

109/03 109/07 

石龍子科 多線真稜蜥 Eutropis multifasciata 引進種  2 2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2  

美洲鬣蜥科 綠鬣蜥 Iguana iguana 引進種  1 1 

地龜科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5 2 

澤龜科 紅耳龜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引進種   1 

合計 6 科 6 種 
4 科 4 種 

10 隻次 

5 科 5 種 

7 隻次 
註 1：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 2：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記錄到蜻蛉目2科4種，為

青紋細蟌、蜻蜓科的猩紅蜻蜓、霜白蜻蜓(中印亞種)及杜松

蜻蜓等，皆屬於平地到低海拔常見種類(表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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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2-9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蜻蛉類調查

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隻次) 

109/03 109/09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 

蜻蜓科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subsp. 

servilia 
   ○ 

霜白蜻蜓 

(中印亞種) 

Orthetrum pruinosum subsp. 

neglectum 
   ○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ubsp. 

sabina 
   ○ 

合計 2 科 4 種 0 科 0 種 2 科 4 種 
註 1：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 2：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4科5種(表4.9.2-10)，

底棲生物1科1種(表4.9.2-11)。所記錄之魚類皆為引進種，

分別為線鱧、豹紋翼甲鯰、雜交吳郭魚、橘色雙冠麗魚及

絲鰭毛足鬥魚，底棲生物則為引進種的福壽螺1種，無蝦蟹

類記錄。 

 

表 4.9.2-10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魚類調查

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隻次) 

109/03 109/08 

鱧科 線鱧 Channa striata 引進種   目擊 

甲鯰科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引進種  4 2 

麗魚科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p. 引進種  12 13 

橘色雙冠麗魚 Amphilophus citrinellus 引進種   2 

絲足鱸科 絲鰭毛足鬥魚 Trichopodus trichopterus 引進種   5 

合計 4 科 5 種 
2 科 2 種 

16 隻次 

4 科 5 種 

22 隻次 
註 1：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 2：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註 3：調查記錄：以數字表示者為採集式調查收獲數量，「目擊」表示為水面上目視調查記錄，不列入數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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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2-11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底棲生物

調查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記錄 

109/03 109/08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引進種   ○ 

合計 1 科 1 種 0 科 0 種 1 科 1 種 
註 1：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 2：保育等級：「I」表示瀕臨絕種保育類，「II」表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類。 

 

 

  

褐頭鷦鶯 磯鷸 

   

翠鳥 小環頸鴴 

   

斑龜 紅耳龜(引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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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鬣蜥(引進種) 多線真稜蜥(引進種) 

  

雜交吳郭魚及橘色雙冠麗魚(引進種) 線鱧(引進種) 

圖 4.9.2-1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生態調查物
種照片 

4.9.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後勁溪排水中山高9K+375

護岸治理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8.3-1。 

 

表 4.9.3-1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生態課題說

明及保育對策 

課題 說明 保育對策 

周邊植被 

工區周圍以工業區為主，左岸先驅

樹林為多種鳥類、赤腹松樹及爬行

動物之棲地。 

將左岸廢棄果園劃為保全對象，避

免工程干擾。 

濱溪灘地 

渠道兩側的淺水域及濱溪草生地可

見紅冠水雞、小環頸鴴、磯鷸、小

白鷺、扇尾鶯科、斑文鳥、麻雀、

翠鳥及白頭翁等鳥類，以及斑龜利

用活動，因此排水渠道治理工程移

1. 開工整地及渠道清理作業於 9月

至隔年 3月間進行，避開 4月至

8月間的鳥類繁殖高峰期，避免

孵化中的鳥蛋或哺育中的雛鳥遭

到施工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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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灘地將影響上述物種。 2. 沿新設護岸基礎保留部分既有灘

地，或拋鋪塊石及回填土砂營造

灘地，提供親水性生物所需之濱

溪灘地。 

水域汙染 

當地狀況主要可分為工業廢水、家

庭廢水汙染及整治工程造成的汙

染。水質汙染將淘汰耐汙性較差的

水生生物，僅剩耐汙性較強的物種

能夠適應，然而以魚類而言，耐汙

性較強的物種大多屬於外來物種，

如雜交吳郭魚、高體高鬚魚、豹紋

翼甲鯰等，對於當地水域生態影響

嚴重。 

嚴禁將施工中的廢土直接堆棄在工

區外之環境，避免受到雨水沖刷，

造成河川濁度增加及破壞棲地自然

樣貌。 

 

棲地擾動 

未來河道施工勢必對水域環境造成

一定程度之擾動，包含底質變動、

施工廢水及泥沙造成水質汙染、水

流狀態改變、濱溪植被遭移除等狀

況皆會對當地水域生態造成負面影

響。 

施工期間不造成河道斷流，若改變

河水路線，仍須維持ㄧ定流量水體

通過，保持水路暢通維持河道兩側

灘地與濱溪植被覆蓋率，該類型棲

地為紅冠水雞主要利用環境，如施

工需移除或干擾破壞，完工後應予

恢復 

外來種 

1. 工區及上游皆記錄有強勢外來種

綠鬣蜥，其為現今農委會及各地

方政府關注及積極移除之物種。 

2. 工區水生生物僅發現對於中、高

汙染水域環境適應力強的強勢外

來物種，對於其他水生物種生存

危害頗高。 

1. 施工階段如發現綠鬣蜥，即通報

農業局派員前往移除。 

2. 盡量提升水域棲地環境多樣性與

多孔隙，增加原生水生物種避棲

空間。 

關注物種 

斑龜 

工區記錄有穩定斑龜族群，龜鱉類

平日會停棲於灘地曬太陽，每年春

末進入繁殖季時，雌龜會爬上岸邊

灘地尋找適合的泥沙底質環境選定

產卵場產卵。 

保留渠道自然底質及灘地，並設計

多孔隙緩坡護岸或局部緩坡(緩於

1:2)動物坡道，避免護岸造成之橫向

阻隔。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

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提出相關之生態友善建議，相關生態檢核

表詳附件五。 

(a)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生態友善建議 

本計畫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



 

302 

高雄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年度) 

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

域圖(圖4.9.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9.3-2)。 

 

 

圖 4.9.3-1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生態關注區
域圖 

 

表 4.9.3-2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生態友善建

議 

適用 

階段 

保育

措施 
環境友善措施建議 

是否達成 

(109/12) 
執行說明 

設計

階段 

縮小 

優先考量以疏濬方式進行排水渠道整

理，適度保留兩岸濱溪灘地及草生地(下

圖)。 

 

□是 

▓否 

□未定案 

工程設計依治理報

告書建議，採渠道

拓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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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 渠道設計不封底，維持自然渠底。 

▓是 

□否 

□未定案 

 

補償 

在護岸基腳側拋填塊石或回收之混凝土

鑿塊，營造水下多孔隙空間供水生生物

棲息，促進完工後水域生態復原。 

▓是 

□否 

□未定案 

工程仍於設計中，

待定案後確認。 

減輕 

新設護岸於戧台以下坡面工採緩坡採格

框填土或填塊石設計，營造多孔隙護

岸，提供濱水植物生長空間，加速棲地

恢復潛勢。(如例圖 1、例圖 2)。 

  
 

 
 

 

▓是 

□否 

□未定案 

迴避 

保留高速公路橋下游 30-40 公尺處右岸之

樟樹及芒果樹(下圖)。 

 

▓是 

□否 

□未定案 

迴避 
保留高速公路橋下游 30-40 公尺處右岸之

樟樹及芒果樹(下圖)。 

▓是 

□否 

□未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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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 

仁武橋下游右岸既有護岸及沿岸景觀植

栽(下圖)，為周邊居民日常休憩空間，避

免拆除重新設置護岸。 

 

▓是 

□否 

□未定案 

施工

階段 
迴避 

開工整地及渠道清理作業於 9 月至隔年 3

月間進行，避開 4 月至 8 月間的鳥類繁殖

高峰期，避免孵化中的鳥蛋或哺育中的

雛鳥遭到施工移除。 

□是 

□否 

▓未施工 

工程仍於設計中，

尚未進入施工階

段。 
補償 

濱水灘地為斑龜、水鳥等動物之棲息空

間，建議完工後保留部分施工便道，或

將餘土沿新設護岸堆置，供上述動物棲

息(如例圖 3)。 

 

□是 

□否 

▓未施工 

減輕 
施工便道過水路面設置涵管引道水流，

避免機具擾動水體(如例圖 4)。 

□是 

□否 

▓未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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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 

設置鋼板樁區隔工區與排水渠道，減少

工程對於水域棲地的干擾，並維持常流

水，避免截流或阻斷水流，造成下游斷

流(如例圖 5)。 

 

□是 

□否 

▓未施工 

迴避 

以施工圍籬或警示帶標示隔離需保留之

樹木及林地(如例圖 6)。 

 

□是 

□否 

▓未施工 

 

(b) 現地工程說明會 

本計畫協助治理單位於109年9月16日辦理現地工程說

明會，邀請關心在地議題及生態之NGO代表至現場瞭解工

程緣由及給予設計單位設計建議(圖4.9.3-2)，當日出席人員

之意見彙整如下(詳細會議記錄見附錄七)： 

(i) 保留周邊樟樹、果樹及畸零地次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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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勁溪兩岸土地利用率高，僅存之綠地已相對少見，

建議保留本段工程左岸之樟樹及畸零地次生林，並於

施工過程中以警示帶圈圍標示，避免遭到移除或作為

施工堆置區。 

‧高速公路橋下堤頂道路旁之樟樹或芒果樹建議保留不

擾動，若因工程需求有移除之必要，建議擬定相對應

之補償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如樹木、果園等棲地)及生態保育措施

(位保全對象拉設警示帶)應納入施工計畫書及履約項

目，請施工廠商每月定期填寫生態檢查表，並回報監

造單位及生態團隊。 

(ii) 營造多元水域棲地 

‧溪床既有預鑄塊間形成的空間為外來種吳郭魚喜好之

繁殖空間，治理工程如仍保留既有預鑄塊，建議以混

凝土鑿塊或疏浚土砂覆蓋，減少吳郭魚繁殖空間，以

利原生魚種復育，亦可改善渠道景觀。 

 

  

圖 4.9.3-2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現地說明會
照片 

 

4.9.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在核定與設

計階段，經程序面與功能面整體評估後，在程序面上生態檢核期程

和內外部溝通，程序完備；在功能面上，生態團隊共建議提出1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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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友善措施建議，並持續與設計單位討論。施工前物理性棲地品

質與橫向連續性差，縱向連續性尚可，水域棲地狀況不佳。在確實

執行生態友善措施建議前提下，本工程之營造可維持既有棲地多樣

性與功能。評估細節如下。 

(1) 程序面評估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在「檢

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

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

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

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

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

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則是以生態檢核

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和NGO參與供意見(表4.9.4 -1)。 

 

表 4.9.4-1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程序面評估

結果 

評估重點 評估項目 評估方式 評估結果 

檢核期程 

生態檢核辦理階段 

核定階段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完工 

未辦理 

設計中未定案 

建議持續追蹤 

生態檢核執行項目

完成度 

生態團隊參與 

資料蒐集 

現場生態勘查 

民眾參與 

生態關注區域圖 

生態影響預測 

生態保育措施研擬 

生態保育措施查核 

生態異常狀況及處理 

資訊公開 

設計中未定案 

建議持續追蹤 

夥伴關係 
內部溝通(機關、工

程人員、生態人員) 

生態專業人員參與 

共同討論定案 

交接施工廠商落實 

設計中未定案 

建議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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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溝通(民眾參

與) 

各種形式溝通會議 

NGO 團 體 

當地居民參與 

辦理資訊公開 

完成度 100% 

外部溝通程序完備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

提出11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9.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

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

措施落實規劃(表4.9.4-2)。 

 

表 4.9.4-2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功能面總評

估結果 

評估
重點 

評估項目 評估方式 評估結果 

友善 

措施 

生態友善建
議採納比例 

設計階段 設計及施工單位對所提
出的生態友善建議(表
4.9.3-1)採納狀況。 

共提出 11項，設計中未定案，

持續討論中 施工階段 

採納項目實施狀況 

檢視設計圖說、施工中
及完工後工區，評估是
否落實採納之友善措
施。 

尚未完成設計階段 

生態 

效益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依「野溪治理工程生態
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
估(附錄十六) 

已完成施工前評估，待工程完
工後評估 

溪流縱向連續性 

溪流橫向連續性 

重要物種與其棲地 

工程施作避開重要物種
繁殖生育季節、迴避對
其生存棲地的直接干擾 

左岸有一廢棄果園，屬於較
佳之棲地。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
力 

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
評估(附錄十一) 

已完成施工前評估，待工程完
工後評估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執行生

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

與表4.9.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

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 (109/3/26) 與豐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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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18)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表4.9.1-2、圖

4.9.1-4)。結果現顯示(1)預定工區內缺乏溪床自然基質，包

埋度評分低，幾乎無潭區；(2)兩岸的濱溪植生帶和橫向連

結性評分偏低。整體而言，因三面工護岸設置，使野溪應

有之特徵消失，建議持續追蹤，以瞭解本工程營造對棲地

品質之提升程度和效益。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

施工前枯水期(109/3/26)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 (表

4.9.1-2、圖4.9.1-4)，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

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

透無礙。然而在指標評估要項外，也發現既有渠道化嚴重，

長距離水流湍急，無暫棲休息之處，亦不利水生生物上溯。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

枯水期(109/3/26)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表4.9.1-2、

圖4.9.1-4)，顯示本工程在左右岸既有垂直混凝土護岸，因

陡直無孔隙和植被形成嚴重橫向阻隔，故評分低。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現為渠道形式，上有仁武橋與高鐵橋，在物理、

化學和生物面相之干擾均嚴重，棲地狀況不佳。雖以外來

種如吳郭魚為優勢，該溪段仍有斑龜出沒，應注意高灘地

之保留、營造，與緩坡設計。左岸有一廢棄果園，屬於較

佳之棲地。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

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9.4-3)。施工前枯水期(109/3/26)與豐水

期(109/8/18)各評估1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即已受到嚴重

的人為干擾和衝擊。若本案依生態友善原則執行，預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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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工區環境在干擾後回復之潛勢。 

 

表 4.9.4-3「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以「生態檢

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在干擾後回復能力 

編號 評估重點 

評估日期 

109/3/26 

施工前枯水期 

109/8/18 

施工前豐水期 

1、棲地保護及復育 

1.1-1 
陸域棲地完整性：維護鄰近陸域棲地完整性，

減少工程影響 
2 2 

1.1-2 
大樹或母樹保護：維持水土保持作用及種源保

留 
3 3 

1.2-1 

水域棲地完整性：若為河川或溪流等急水流棲

地，溪床底質受工程影響狀況(地形地貌改變最

小方案 

2 2 

1.2-2 
水域棲地完整性：若為河川或溪流等急水流棲

地，濱溪帶受工程影響狀況(地形地貌改 
1 1 

1.2-3 
水域棲地完整性評估:若為湖泊、埤塘、濕地等

緩水流棲地，受工程影響狀況 
- - 

1.3 
棲地復育：針對既有干擾區或新開挖區域進行

復原/復育計畫 
1 1 

2、構造物影響：生物阻隔 

2.1 

水陸域廊道橫向連結：若濱溪環境為生物遷徙

或潛在利用環境，工程後維持動物在水陸域間

移動能力(以陸龜為標準) 

1 1 

2.2 
水域廊道縱向連結：若有水生生物棲息(魚、

蝦、蟹)，工程後維持其在水域上下游縱向移動 
3 3 

2.3 
若乾季有流水，工程後是否仍具有常流水，維

持水域族群擴散與避難能力 
3 3 

3、施工保護 

3.1 

陸域施工保護：以干擾最小化進行施工，包括

施工圍籬、樹木保護…等 (無陸域環境不需評

估此項) 

2 2 

3.2 

水域施工保護：以干擾最小化進行施工，如岸

邊施工、沉砂池、排檔水…等 (無水域環境不

需評估此項) 

2 2 

3.3 
是否有保護標的物種(大樹除外)，並擬定物種

保育計畫 
2 2 

平均值 2.0 2.0 

平均分數>2：成效佳，迴避或減輕各種可能影響，除施工過程外，對生態的衝擊較小，

保留工區干擾後回復成原環境之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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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平均分數<2：成效尚可，已迴避或減輕部分可能影響，但無法預測其干擾能否回

復，需透過長期監測確認。 

平均分數<1.5：成效不佳，缺乏對於可能生態衝擊的減輕工作，可能造成環境生態永久

性改變，但仍需由長期監測確認。 
註：評估方式詳附錄十一、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 

 

4.10 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 

4.10.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後勁溪排水主流流經高雄市楠梓區及仁武區，長度約12.8

公里，屬於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整體集水區面積約73.45km2，

包括後勁溪排水主流、獅龍溪排水及曹公新圳排水等主要支流

排水系統。目前後勁溪排水上游段的仁武橋(10K+420)經高速公

路橋(10K+691)至台塑段管架橋(11K+540)為主流最束縮之瓶頸

河段，現況為坡面工渠道通水能力不足且有淤積，豪大雨期間

洪水無法即時排至下游，經常導致上游曹公新圳水位壅高造成

淹水，因此以高速公路橋上下游為界，分別辦理「後勁溪排水

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10K+420～10K+691)及

本案「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

(10K+691～11K+540) (圖4.10.1-1)，工程計畫將渠寬自28～38公

尺拓寬至40公尺，於台塑仁武廠兩岸圍牆間爭取最大通水斷面，

跨距不足且落墩減少通水面積之工業區橋由台塑自行改建，下

游高速公路橋則委由高速公路局進行改建，工程內容概要如表

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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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定環境生態保護區
	法定環境生態保護區係依各類相關法規所公告之管制範圍，其中生態相關之保護區共有12類，高雄市轄區內所涉及共計有11類24處，各保護區和範圍如表2.2.1-1及圖2.2.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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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態研究重點區域
	生態研究重點區域之生態資訊來源為農委會林務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各學術機構所執行之基礎生態調查成果，為各類環境生態資訊之基礎。因此本計畫團隊從林務局研究、碩博士論文、自然保育季刊、臺灣猛禽研究會等國內研究期刊或發表中，依據高雄市管區域排水之鄰近區域，將關注物種、棲地或議題整理成表2.2.1-4、圖2.2.1-2。
	(4) 其他環境生態資訊
	其他環境生態資訊主要為縣市政府、公路總局、風景管理處、水規所、水利署、私人開發…等各類公私部門過去所執行之國土利用調查、環境影響評估、生態檢核、環境友善工程、河川或野溪情勢調查等生態相關之調查紀錄，其散落於各機關之調查報告、網路平台及出版品中。本計畫篩選其中涉及高雄市轄區之代表性資訊，整理於表2.2.1-5。

	2.2.2 稀有陸域植物
	(1) 陸域植物生態概況
	依據蘇鴻傑 (1985)提出的臺灣地理氣候區概念，高雄市轄區屬於西南區，植被類型則包含海岸林、低海拔榕楠林帶、中低海拔楠櫧林帶、中高海拔櫟林帶與高海拔高山植群帶，植物生態資源多樣且豐富。檢視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5)之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計畫範圍之土地利用(圖2.1.1-1)以森林使用面積最大，農業使用次之。森林使用土地集中於東側山區，西側淺山地區已無較大面積之自然棲地，顯示因高雄市都會區及其周邊農業區開發時間甚早、人為擾動劇烈，計畫範圍內之潛在敏感棲地分布不均且零碎。
	(2) 陸域植物生態課題
	本計畫篩選計畫範圍之植物標本採集紀錄，並羅列對應之棲地環境，據以說明範圍內之植物生態資源與保育價值。篩選作業共自32萬份標本中依2017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2012)稀有性分級標準挑選出1763筆採集紀錄、共349種稀有(圖2.2.2-1)。檢視各地區稀有植物與偏好之棲地，高海拔岩屑地物種如高山馬先蒿、能高蟹甲草等；森林性之物種如武威山烏皮茶、澤瀉蕨等，林緣物種為三蕊草、異花柳葉箬、大葉捕魚木等；草生地物種如河王八、金茅、腎葉山螞蝗；其他棲地如海岸草地與...

	2.2.3 水域動物
	(1) 保育類魚種
	本計畫範圍內依過往文獻記錄中共有2種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魚種(南臺中華爬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圖2.2.3-1)，南臺中華爬岩鰍分佈於楠梓仙溪(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2018)、旗山溪流域(中興工程，2013)，埔里中華爬岩鰍分佈於荖濃溪、旗山溪(1. 中華民國魚類學會，2001)、高屏溪流域中、下游，於新發大橋至高屏大橋間河段皆有紀錄(李德旺、于錫亮，2005)。上述兩物種棲地類型多為水流湍急之瀨區石縫，故維持水流流速與保留河床礫石、塊石底質為該物種之主要保育對策。
	(2) 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受脅魚種
	本計畫範圍內依過往文獻記錄中共有11種名列2017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楊正雄、曾子榮、林瑞興、曾晴賢、廖德裕，2017)之受脅魚種(如高體鰟鮍、高身白甲魚，圖2.2.3-2)，其分佈範圍含括二仁溪(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阿公店溪下游(艾奕康工程顧問，2016)、高屏溪流域(康廷工程顧問，2006)、美濃地區排水(觀察家生態顧問，2015)。
	其合適棲地類型各異，如美濃地區排水應保留高體鰟鮍棲息之泥沙底質，高身白甲魚(又名高身鯝魚)則多棲息於水流湍急、水量豐沛、底質滿佈塊石之環境。
	(3) 臺灣特有淡水蟹類
	本計畫範圍內依過往文獻記錄中共有6種淡水蟹類(如厚圓澤蟹、馬卡道澤蟹，圖2.2.3-2)，皆為臺灣特有種且多為侷限分布物種(施志昀、李伯雯，2009)，如馬卡道澤蟹全臺僅分布於柴山、壽山地區，厚圓澤蟹僅分布於臺南、高雄山區泥、石相混合之山溝，且近期尤以馬頭山地區分布之厚圓澤蟹族群備受關注。
	因棲息環境主要為小型山溝，於高雄地區枯水季節常形成乾溝，易因無常流水而忽略其重要蟹類生態議題。
	(4) 海岸濕地蟹類
	高雄市西側海岸帶依過往文獻記錄中共有3種類型蟹類，包括(1)壽山地區、愛河流域、援中港濕地之凶狠圓軸蟹、(2)茄萣濕地之字紋弓蟹(高雄市茄萣生態文化協會，2015)、(3)二仁溪口之招潮蟹類(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2018)。其生態議題應注意避免現有棲地經人工混泥土化或大規模擾動導致其族群數量減少，並減少周邊陸蟹路殺致死的問題(圖2.2.3-3)。
	(5) 農村地區鰟鮍魚與淡水二枚貝共生之特殊生態習性
	鰟鮍魚(bitterling fish)是一類會產卵於淡水二枚貝之小型鯉科(Cyprinidae)魚類的通稱，包括鱊屬(Acheilognathus)、田中鰟鮍屬(Tanakia)及鰟鮍屬(Rhodeus)等，全世界約有46種。臺灣地區目前發現有3種鰟鮍魚，分別為田中鰟鮍屬的臺灣石鮒(革條田中鰟鮍，Tanakia himantegus)及齊氏石鮒(齊氏田中鰟鮍，Tanakia chii)2種，及鰟鮍屬的高體鰟鮍(Rhodeus ocellatus)1種(陳冠如、黃家富、楊順德及劉富光，2013)；...
	臺灣的三種鰟鮍魚皆俗稱為「牛屎鯽」，主要棲息於低海拔稍有水流及底部具有水草，兩旁有植被的溝渠或靜水域間，常成群活動，以底生無脊椎動物、浮游動物、附著性藻類及有機碎屑物為食。其中齊氏石鮒對水質的清澈度要求較高，而高體鰟鮍則較常出現於透明度低、優養化程度略高的靜止水域。繁殖期間，鰟鮍魚的雄魚會尋找並佔據一個圓蚌或臺灣石蚌，並具有強烈的領域性，把四周當作勢力範圍，驅趕其他靠近的雄魚。此階段的雄魚體色鮮艷，會透過翻轉身軀的方式舞動身上的色彩吸引雌魚，受吸引的雌魚會藉由數公分長的產卵管將卵產至蚌的鰓瓣內，接...
	近年來，由於溪流及灌溉溝渠的混凝土化，使得鰟鮍魚喜好的富有濱溪植生的灘地及緩流區減少，同時也使圓蚌及臺灣石蚌所需的沙/泥質溪床棲地逐漸消失，阻斷這兩類物種的共生關係與生活史，不利其繁衍，使得野外族群已不多見。在高雄地區，目前於美濃及周邊農村地區的部分近自然溪流及灌溉溝渠中，仍可發現少量的高體鰟鮍、臺灣石鮒、圓蚌及臺灣石蚌族群，因此此類溪流或溝渠的治理方式需要有謹慎地思考，以利於鰟鮍魚及蚌的族群延續。

	2.2.4 陸域動物
	(1) 濱海地帶
	濱海環境是許多候鳥水鳥的重要棲息區域，如永安濕地、茄萣濕地、援中港濕地等，即為黑面琵鷺、小燕鷗、高蹺鴴、東方白鸛等水鳥候鳥的棲息區域。近年此類棲地亦成為電廠開發、道路計畫等輿論關切焦點，廣受社會各界與環境關切團體注目。
	(2) 埤塘溪流
	因灌溉蓄水需求、農業種植或是天然形成的埤塘草澤等靜水域，或是從溪流到區域排水等大小不一的流水域，則提供了許多同時仰賴水域與陸域棲地的動物棲息。例如分布侷限的舞鋏晏蜓、脊紋鼓蟌、史丹吉氏小雨蛙等。其中水雉主要族群雖分布於臺南官田，但援中港濕地曾出現40隻以上族群，近年更在美濃美濃湖(中正湖)區域有穩定繁殖，並成為在地環境關切團體嘗試積極復育的對象。舞鋏晏蜓、脊紋鼓蟌等蜻蜓類，亦仰賴排水、溪流等天然環境方得以生存。
	(3) 淺山森林
	較具規模的淺山森林環境，許多關注物種之棲地。例如美濃山區即有國際瀕危的八色鳥繁殖，那瑪夏山區為一級瀕危保育類山麻雀棲息地。高雄甲仙、高雄六龜至藤枝一帶則有臺灣爺蟬與其寄主植物梭羅木分布。鳳山丘陵一帶的森林則是赤腹鷹、灰面鵟鷹春季遷徙北返的重要中繼站。茂林部分山谷，則因小紫斑蝶、端紫斑蝶、圓翅紫斑蝶及斯氏紫斑蝶等紫斑蝶聚集越冬，形成了世界上目前已知唯二的大規模「越冬型蝴蝶谷」之一，上述蝶類於每年初春開始沿月世界、嘉義達娜伊谷、雲林林內鄉湖本村、彰化八卦山、台中大肚山、苗栗火焰山、新竹竹南等淺山丘陵一...
	(4) 草生荒地
	草生荒地較其他棲地類型不起眼，但卻是瀕臨絕種保育類草鴞的重要棲息地。其他諸如保育類鳥類環頸雉、燕鴴等，亦仰賴此類環境繁殖、棲息。惟此類環境常位於人類活動範圍邊緣，或受固定頻率人為擾動形成，因此具有更大的開發壓力。
	(5) 都會綠地：
	在適當條件下，都會綠地如澄清湖周邊、鳥松濕地，亦有其獨特的棲息地價值。過往曾遍布臺灣，然因長年獵捕與棲地破壞壓力，而一度被列入瀕臨絕種保育類的黃鸝，近年則在都會公園綠地等具有高大喬木與廣闊綠地的環境中定居、繁衍，使得其族群或的喘息。然其族群在全臺灣估計僅約200隻左右，仍處於相當危急地位。而棲息地保留也是各地鳥會等環境關切團體所著重的焦點。


	2.3 生態檢核發展與精神
	2.3.1 生態檢核制度發展歷程
	(1) 生態檢核機制始於民國95年「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民國95年「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首次研發生態檢核表，將生態保育思維納入整治及管理，以求能降低工程對環境生態衝擊。於98年度起，依據「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11次工作分組會議指示，98~100年度第2階段之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全面實施生態檢核表填寫，逐步建立生態檢核制度之架構。
	(2)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以下簡稱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實際推動生態檢核
	(2)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以下簡稱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實際推動生態檢核
	98年8月份莫拉克颱風侵襲南臺灣，在曾文、南化與烏山頭三水庫與上游集水區均造成嚴重災情，為確保南部三個主要水庫之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升南部區域水源備援及常態供水能力，保障民眾用水權益，立法院業於99年4月20日三讀通過「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以下簡稱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並於99年5月12日公布實施(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900112311號令)，經濟部依本條例第三條研擬「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根據該計畫，101年9月...
	98年8月份莫拉克颱風侵襲南臺灣，在曾文、南化與烏山頭三水庫與上游集水區均造成嚴重災情，為確保南部三個主要水庫之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升南部區域水源備援及常態供水能力，保障民眾用水權益，立法院業於99年4月20日三讀通過「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以下簡稱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並於99年5月12日公布實施(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900112311號令)，經濟部依本條例第三條研擬「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根據該計畫，101年9月...
	(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研訂「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規範公共工程
	(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研訂「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規範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委員會整合96年以來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環境保護署、與農業委員會之試辦和推動成果，研訂「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於106年4月25日公共工程委員會召開「公共工程落實生態檢核機制」研商會議，該會議共識是公共工程應注重生態保育，公共工程計畫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納入計畫應辦事項，新建工程依該機制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公共工程委員會並於108年發文補述，因部分工程案件因缺乏嚴謹規劃，執行過程粗糙，未執行生態檢核機制且過度水泥化，警示若工程計畫未依照「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
	(4) 「前瞻性基礎建設」納入生態檢核制度
	106年3月30日立法院生態檢核協調會決議，「前瞻性基礎建設」應於計畫條例中納入生態檢核並落實，涵括水與發展、水與環境和水與安全等範疇。
	106年3月30日立法院生態檢核協調會決議，「前瞻性基礎建設」應於計畫條例中納入生態檢核並落實，涵括水與發展、水與環境和水與安全等範疇。
	圖2.3.1-1 生態檢核制度制定及推廣歷程圖

	2.3.2 生態檢核機制與流程
	(1) 計畫核定階段：建立生態價值觀，評估工程可能生態影響、生態成本與效益。
	(1) 計畫核定階段：建立生態價值觀，評估工程可能生態影響、生態成本與效益。
	(2) 規劃設計階段：關鍵在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依現場勘查結果，根據工區生態現況，依生態系、棲地、群落、物種與個體等不同尺度的層面分析考量(圖2.3.2-3)，納入「生態保全對象」的概念，依據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之順序(圖2.3.2-4)，擬訂環境友善對策和重要生態保全對象。生態檢核機制便協助工程人員理解生態保全的對象及做法，並可實際應用於影響分析及保育對策擬訂。相關議題可參考附錄十九「常見生態議題」。
	(2) 規劃設計階段：關鍵在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周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依現場勘查結果，根據工區生態現況，依生態系、棲地、群落、物種與個體等不同尺度的層面分析考量(圖2.3.2-3)，納入「生態保全對象」的概念，依據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之順序(圖2.3.2-4)，擬訂環境友善對策和重要生態保全對象。生態檢核機制便協助工程人員理解生態保全的對象及做法，並可實際應用於影響分析及保育對策擬訂。相關議題可參考附錄十九「常見生態議題」。
	(3) 施工階段的重點在落實前階段工程與生態評估所得之生態保育措施，確保施工時生態保全對象與生態關注區域完好，並維護環境品質。
	(3) 施工階段的重點在落實前階段工程與生態評估所得之生態保育措施，確保施工時生態保全對象與生態關注區域完好，並維護環境品質。
	(4) 維護管理階段的重點在定期追蹤生態保全對象狀態，監測評估治理範圍的棲地品質、分析生態課題與研擬保育措施，以驗證、檢討與回饋生態檢核之成效。
	(4) 維護管理階段的重點在定期追蹤生態保全對象狀態，監測評估治理範圍的棲地品質、分析生態課題與研擬保育措施，以驗證、檢討與回饋生態檢核之成效。

	2.3.3 民眾參與機制發展概況

	2.4 高雄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之生態課題及營造願景分析
	(1) 市區排水之環境營造
	市區排水所在位置，多位於已開發地區，市民之活動、開發與排放等直接影響排水生態條件(圖2.4-1)，與自然度較高之郊區野溪相比，生態敏感度與棲地多樣性較低，但仍可發現夜鷺、小白鷺及紅冠水雞等親水性鳥類在有限之灘地覓食或濱溪林木棲息。此類環境的生態敏感度雖低，但仍需注意周邊是否為黃鸝(一級保育類)或鳳頭蒼鷹(二級保育類)的棲息地，以及濱溪林木和既有構造物上是否有鳥類築巢繁殖；此外，此類環境亦可於防洪功能之外，加強汙水截流處理使水質改善，並整合鄰里開放空間進行環境營造，串連市民的休閒空間及提高棲地連續性...
	(2) 農業地景與近自然溪流生態保育
	在阿蓮、路竹、燕巢、橋頭、大社、大樹、旗山、美濃、大寮、杉林及六龜等地區，仍保有大量以農業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其地景組成是由聚落、耕地、果園、荒地、淺山次生林及部分近自然溪段等型態鑲嵌而成(圖2.4-2)，這些地區因經長年的人為開發導致棲地破碎化，沿溪生長之近自然濱溪林，常為鄰近區域內僅存的幾處近自然棲地之一，但其中仍不乏讓人驚豔之生物棲息，例如與圓蚌(Anodonta woodiana)共生的高體鰟鮍和臺灣石鮒、於自然土坡護岸挖洞築巢的翠鳥及歌聲宛轉動人的臺灣畫眉(二級保育類)，因此許多近自然溪...
	而以美濃地區為例，當地鄉土意識強烈，由在地仕紳及知識菁英組成的「美濃愛鄉協進會」，過去曾發動「美濃反水庫運動」，並成功阻擋美濃水庫的興建，近年亦持續關注美濃境內之里山地景、生態保育及溪流治理工程等議題；因此，美濃地區之治理工程，建議應於辦理民眾參與或說明會，加強與在地民眾溝通討論設計及施工方式，並充份掌握敏感生態區域，取得工程、生態及民眾關注課題之間的平衡。本計畫於105年度曾協助高雄市政府農業局辦理「高雄美濃農業地景生物多樣性調查及手冊製作計畫」，參考該計畫成果及本計畫與前期計畫之治理工程，整理...
	(3) 沿海地區感潮帶及潮間帶生物與濱海植物保育
	在沿海的茄萣、湖內、永安、彌陀、梓官、楠梓、旗津、林園等地區，其海岸線及部分直接與臺灣海峽相連的河口及區域排水渠道，具有受潮汐影響的感潮帶及潮間帶環境(圖2.4-4)。治理工程於此環境常見之重要生態議題有兩類：第一類議題是於感潮帶的排水渠道內，淤積的泥灘或兩側堤岸常生長有土沉香、苦林盤、海茄苳及紅樹科種類之濱海植物，其與水中的廣鹽性魚類、泥灘地的軟體動物、彈塗魚、蟹類及水鳥共同組成生物多樣性極高的紅樹林生態系統，因紅樹林會攔截泥沙擴大灘地，在海岸及潟湖內具有保護海岸線之功能，但於河道及排水渠道內則...
	(4) 濕地及埤塘之生態保育
	濕地是陸域生態系與水域生態系間的過渡性空間，具有複雜的生態系統，因此廣受生態保育人士關注。目前高雄市轄區被列入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的有楠梓仙溪重要濕地、小鬼湖重要濕地及洲仔重要濕地等三處國家級重要濕地，並有永安重要濕地、援中港溼地、半屏湖重要濕地、鳥松重要濕地、大樹人工溼地及林園人工重要濕地等六處地方級重要濕地，以及茄萣濕地一處暫定重要濕地。上述濕地均受《濕地保育法》保護，於其中進行水利事業計畫、水土保持計畫、開發計畫或利用行為皆需應先徵詢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之意見。除上述被列管之重要濕地...
	(5) 湧泉及淺山溪流之生態保育
	除了濕地及埤塘外，高雄市轄區的美濃、田寮、旗山、內門、大樹、柴山及鳳山丘陵等淺山地帶亦有眾多湧泉區及淺山溪流，其多為陸蟹、淡水蟹之重要棲息地，例如柴山為特有種馬卡道澤蟹之唯一棲地，厚圓澤蟹僅侷限分部於臺南、高雄的惡地環境，蔡氏澤蟹亦僅侷限分布於臺南及高雄的淺山地區；因此，於湧泉區及淺山溪流之治理工程，則需考量蟹類棲地的可回復性。
	(6) 人工滯洪池棲地營造
	滯洪池是現今重要之防災工程，其於平日亦具備有濕地特質(圖2.4-5)，因此在設計過程中，如果能妥善結合在地景環境文史特色，考量多樣性的植栽、景觀及棲地之營造，則能使滯洪池兼具休閒、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等多樣化功能。


	第三章 工程生態檢核及監測評估方法
	3.1 生態檢核執行方法與流程
	3.1.1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
	(1) 核定階段
	在計畫確立前將生態影響、生態成本與效益納入考量，並研擬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方案及保育對策原則。工作項目包括協助主辦單位邀集相關單位與生態專業人員辦理會同現場勘查、民眾參與、初步影響分析、擬訂保育對策原則。
	生態專業人員須描述現場環境概況，指認生態關注區位與可能議題，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提供工程主辦單位參考。並根據現場勘查資料，初步分析工程之生態影響，並判斷可能的保育對策。
	工程主辦單位應邀集生態專業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辦理工程核定現場勘查，記錄生態環境現況、提供工程構想及位置略圖，供生態初步影響分析及工程核定之參考。並組織含生態專業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辦理現場勘查俾利後續進行生態評析，以提出最佳治理方案。就工程型式及施工過程可能造成之生態環境衝擊，依據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之順序共同擬訂保育對策原則。
	(2) 規劃設計階段
	評估潛在生態課題、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並提出生態保育對策及工法修正。工作項目包括現場勘查、生態評析、民眾參與、保育對策擬訂。
	工程主辦單位應組織含生態專業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並辦理現場勘查俾利後續進行生態評析，以提出最佳治理方案。於基本設計定稿後辦理民眾參與，將民眾參與之意見，商討研擬納入細部設計之中，並於設計定稿辦理資訊公開。現場勘查應於基本設計定稿前完成，須有生態專業人員、工程主辦單位與設計單位參與，確認工程設計及生態保育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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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納入基本設計之考量，以達工程之生態保全目的。
	設計審查時著重於評估設計方案是否符合生態保育原則，以及對生態保全對象之迴避與保護措施。細部設計階段工程主辦單位應精確評估工程細部設計可能產生之生態影響，並提出於施工階段可執行之生態保育措施。設計方案確認後，生態保育對策與生態保育措施應納入施工規範。生態專業人員應協助主辦單位標示現地生態保全對象，以利施工階段徹底執行生態保育措施。
	(3) 施工階段(包括完工)
	落實前兩階段所擬訂之生態保育對策與工法，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完好與維護環境品質。工作項目包括現場勘查、民眾參與、生態評估、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施工後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評估、資訊公開。
	主辦單位應於開工前，組織含生態專業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與施工說明會，以確認生態保育措施實行方案、執行生態評估、以及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現場勘查須有生態專業人員與工程設計人員參與，目的係為確認生態保育對策實行，確認施工單位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擬訂生態保育措施與環境影響注意事項，現場勘查所得生態評析意見與修正之生態保育策略，應儘可能納入施工過程之考量，以達工程之生態保全目的。並監測施工過程中棲地、環境及關鍵物種之變化，利用合適之生態調查/評估方法於施工前、中、後進行生態現況分析與記錄，定期調查監測施工範圍內陸水域生態及生態關注區域的棲地環境變動，瞭解環境生態是否趨向劣化或優化。若施工過程中發生生態環境異常狀況，必須積極處理，以...
	(4) 維護管理階段
	定期監測評估治理範圍的棲地品質，分析生態課題與研擬改善之生態保育措施，為評估中長期生態效益，瞭解完工後棲地、環境及關鍵物種回復之狀況，工程主辦單位得於維護管理期間，每隔3至5年，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評估應以施工階段採用之生態調查/評估方法進行生態現況分析與記錄，透過歷次評估調查結果之比較與分析，瞭解環境生態是否趨向劣化或優化。
	如工程區域出現重要生態課題，工程主辦單位應與生態專業人員討論解決對策，且確實施行，透過滾動式檢討定期評估其成效，迄課題改善或消失為止。

	3.1.2 108~109年度案件篩選機制與結果
	3.1.3 高雄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年度)回顧與續辦說明

	3.2 以議題式調查釐清在地關鍵生態課題
	(1) 針對不同區域排水之特性建立議題式調查方法與原則
	依工程會發布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在生態資料蒐集、調查與評析原則第(一)項「為記錄及分析生態現況，瞭解施工範圍內的陸水域生態及生態關注區域，作為工程選擇方案及辦理後續生態環境監測的依據，應就工程地點自然環境與工程特性，採取合適的生態資料蒐集或調查方法。」，且於工程核定階段之作業原則(4)「決定可行工程計畫方案、生態保育原則，並研擬必要之生態專案調查項目及費用。」
	因此，生態調查內容應依計畫特性與需求研擬相對應的工作項目，釐清工程計畫可能影響的陸水域生態資源及關注區域，而不是辦理普查式的生態調查取得相關名錄，方能回應計畫需求並研擬影響減輕對策。若工程在核定階段或計畫初期評估生態影響重大，則需提出對應之調查項目與期程。
	名錄式的生態調查雖能完整反映工程範圍內物種清單，若這些資料沒有經過專業生態人員的消化淬鍊、生態議題分析、工程影響評估和具體有效量化的環境友善建議，往往會造成工程單位的誤解與誤用。在工程期程的緊急壓迫下，為能提供且即時有效之生態資訊回饋工程設計。需掌握工程之重要生態議題，並透過與工程單位溝通擬訂之友善措施，將其納入工程設計之中。因此生態檢核強調以功能性的調查，針對不同工程需求，擬訂合適的生態調查操作，並將其結果反饋於工程單位。此外，本計畫亦根據生態學中棲地、群聚、物種與個體之優先順序，作為生態資料分...
	本計畫考量前期計畫接觸的工程類型，依不同區域與棲地提出相對應的調查重點、方向與關鍵物種建議，如表3.2-1所示。
	(2) 各類群生物調查方法
	本計畫動物生態調查沿治理工程設置調查樣線，由於鳥類、哺乳類、兩棲類、爬行類與蜻蜓類為河川環境較為主要之動物類群，並視情況補充其他必須之調查或項目；另外保育類、稀有種、道路致死或其他重要課題資料亦適度納入本次調查範圍。本計畫之工區範圍分布於高雄地區，以降雨量初步區分為枯水期(10月至隔年3月)與豐水期(4月至9月)，分別於枯、豐水期進行一次樣區之調查，總計每案共調查兩次，以下說明各類群調查方式：
	(a) 陸域植物

	植物調查以穿越線的方式於計畫範圍進行植物記錄工作，並記錄工區周遭特殊、珍貴、稀有物種或大樹，將資訊彙整以利後續保護標的之標記與保護，調查同時評估周遭棲地環境並予以分類。紀錄之物種參照Flora of Taiwan 第二版(1978、1993、1994、1996、1998 & 2000)、圖鑑及標本館資料，逐一鑑定核對，以確定種類無誤。
	(b) 鳥類

	調查時以慢速開車或步行的方式，沿治理工程進行各區穿越線進行調查。調查時間選定於晨昏鳥類活動高峰期與水鳥主要活動時間進行，利用10倍的雙筒望遠鏡觀察沿線的鳥類，並輔以鳴叫聲音辨別，記錄所有看到和聽到的鳥類種類、數量。此外，在濕地環境活動的水鳥常以群聚方式分布，因此當發現有鳥類大量群集時即採用群集計數法，依周圍環境特性於視野良好處設置觀察點，利用20-60倍的單筒望遠鏡進行鳥種判別及計數。對於夜行性的鴟鴞科和夜鷹等鳥類則於日落後進行調查，主要以聲音判別鳴叫中的鳥種，並利用強力手電筒尋找附近的鳥類。非晨...
	(c) 哺乳類

	調查時於日間及日落後，以步行方式沿治理工程範圍進行穿越線調查，利用目視及10倍的雙筒望遠鏡觀察、記錄沿線左右兩側看到、聽到的哺乳類種類和數量，同時也記錄發現的哺乳動物的排遺、足跡、食餘、掘痕和巢穴等痕跡或屍體。
	(d) 兩棲類

	主要參考農委會之臺灣野生動物資源調查-兩棲類動物資源調查手冊。調查主要於夜間進行，於入夜後1小時開始。沿治理工程沿線進行穿越線調查以慢速開車或步行的方式沿各穿越線進行，採目視預測法及鳴叫計數法，記錄看到和聽到的兩棲類成體種類和數量，若發現道路致死屍體亦為調查記錄項目。調查時特別注意穿越線附近可能有兩棲類出沒的地點，包括河川堤防內草澤、草叢、埤塘、溝渠、溪流等微棲地環境。
	(e) 爬行類

	爬行類的調查方法主要參考農委會之「臺灣野生動物資源調查手冊(二)臺灣兩棲爬行動物」。調查時間涵蓋日間和夜間，日間主要針對蜥蜴和龜鱉類動物與偏好日間活動之蛇類，時間約為上午8~12時；夜間則針對壁虎科及偏好夜間活動蛇類進行調查，調查時間為入夜後1小時，約19~22時進行。調查時以慢速開車或步行的方式，沿各區穿越線進行，採目視遇測法進行及鳴叫計數法，輔以徒手或用棍棒翻動地表和落葉，記錄看到和聽到的種類和數量，爬行類屍體亦為調查記錄重點。調查時特別注意穿越線附近可能有爬行類出沒的地點，包括樹林底層、草叢...
	(f) 蜻蜓類

	蜻蜓的調查方法為穿越線調查法，調查時以慢速開車或步行的方式，沿各區穿越線進行，以目視和利用10倍的雙筒望遠鏡觀察，記錄所有看到的蝴蝶和蜻蜓的種類和數量，無法辨識的種類則視情況許可以昆蟲網進行捕捉，鑑定種類後立即釋放。調查時間為上午8~11時及下午15~18時。針對埤塘和溝渠等蜻蜓偏好之水域環境，進行定點調查。
	(g) 魚類

	各樣站以蝦籠、撈網與拋網為主進行採集，蝦籠擺放則以各樣站放置4個(口徑為12公分)，重複在採集樣區內河段隔夜採集，並以拋網10次輔助採集魚類。魚類分類鑑定以沈世傑(1989)、陳義雄與方力行(1999)、邵廣昭與陳麗淑(2004)、周銘泰與高瑞卿(2011)、邵廣昭(2020)等著作為參考依據。美濃地區配合挖掘底泥尋找雙殼類，於河床上隨機選取地點扒取底泥並尋找雙殼類。
	(h) 蟹類

	蟹類調查是分別於日間與夜間，以穿越線目擊法進行計數，穿越線分別設置於潮線邊緣或沙地與海岸林之交界。
	(i) 根據結果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

	針對樣點所記錄之棲地環境、重要大樹、動植物珍貴與稀有物種資訊等調查結果，分析重要原生物種與應予保護之區域，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回饋工程。
	依照本調查方法針對納入契約之工程案進行生態資訊蒐集。並經相關單位核准，採集一般類野生動物，採集之野生動物除研究所需數量外，於拍照及鑑定後立即悉數釋放；若涉及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將依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申請許可。於上述規範下，規劃本案之調查期程與調查項目。若有特殊之調查方式於上述文中未盡完整，將於後續作詳細說明。
	(3) 聚焦議題之調查設計
	生態檢核機制強調生態資訊能有效並即時反饋至工程治理方案，以協助治理工程如期推展，同時減輕生態環境衝擊影響。本計畫經由調查資源之調整，針對時間序列(工程前中後)或空間分布(如施工段與自然段)，規劃可回收分析數據之調查樣點或穿越線，以呈現不同工程階段的生態或環境演變，亦可在維護管理階段追蹤時瞭解恢復狀況。
	生態檢核在參與過程係整合生態與工程專業領域，共同研議可執行的工程方案與生態保育措施落實。流程上係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由生態團隊、工程相關單位、當地民眾等，應溝通治理目的和可行方式，並透過生態調查資料，擬訂可行之環境友善措施，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回饋給工程設計單位，並由設計單位將友善措施施行方式放入工程設計圖。此外亦協助產出生態關注區域圖，透過現地調繪棲地的類型繪製成不同敏感程度的區域圖，並加註工程設施和保全對象、友善措施等位置，透過工程設計圖進行雙方有效之溝通。

	3.3 應用「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為生態監測指標
	3.3.1「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依臺灣河溪環境特性設計
	3.3.1「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依臺灣河溪環境特性設計
	3.3.2 利用10項次指標評估與描述河溪物理環境的四個面向
	(1) 底棲生物的棲地基質
	理想的生物棲地基質包含了多種不同材質的自然物，如落葉、枝幹、礫石或石塊等，可提供水生動物躲藏、覓食、繁衍後代的環境。當溪流中擁有多種且足量的棲地基質，即可為不同的物種提供多樣性棲位。若棲地基質的面積與數量縮減遭到縮減，則會造成棲地單一化、多樣性降低，生物物種與數量也會受到限制。
	(2) 河床底質包埋度
	本因子代表溪裡的礫石、卵石與石塊，遭泥、土或砂等細顆粒覆蓋的程度。許多水生物利用石縫空隙生活棲息，這些空隙若遭泥砂填滿，則無法提供作為許多水生物躲藏、覓食與繁衍後代的棲地。
	(3) 流速水深組合
	陡峭的溪流中，流速水深組合代表了棲地的多樣性。最佳的溪流環境擁有以下四種流速水深組合，包含深潭、淺瀨、淺流、深流、緩流等，其中以深潭及淺瀨棲地最為重要。以水深50公分作為深水淺水的分界，流速高於0.3公尺/秒為急流。四種流速水深組合可提供不同生物利用，仔魚與蝌蚪能利用緩流與淺流水域覓食，並且躲避掠食者；深潭及急流則為較大型溪流魚類生存的空間；淺瀨的高含氧量能夠被部分水生昆蟲利用。
	(4) 河道水流狀態
	此次指標用於檢視河道中水量或基流量是否正常，直接影響水域生態系存續。水位下降將直接影響水生動植物能夠生存的空間，此外，棲地基質裸露出水面比例多，則水域生物可利用空間與環境恆定降低，增加生物的生存壓力。溪流水深應當維持在水生生態系需求之最下限，避免伏流斷流等導致溪河生態系崩潰消失的極端狀況發生。當旱季水深不足時，深潭或水窪可提供水生生物避難所，生態價值相對重要。
	造成水位降低的可能原因為(a)河道增寬，溪床墊高導致水流斷面的寬度增加，(b)壩體的上游土石堆積後，地表逕流變成伏流的情形，(c)截流、分流及引水等工程，導致原河道水量被取走的情形，(d)乾旱。
	(5) 湍瀨出現頻率
	此次指標評估溪流中湍瀨出現的頻率，可代表溪流環境的多樣性與受過干擾後復原的速度。擁有多處湍瀨的溪流環境，其底質由石塊與木頭堆疊而成，因此有固床與跌水消能的功能；河道彎曲處則會產生具深度與流速差的棲地，在暴雨過後，可以達到減輕洪水侵蝕河道的功能，瀨下潭區能夠作為水生動物的避難所，得以加快災後生物復原的速度。
	(6) 堤岸的植生保護
	此次指標評估堤岸與鄰近溪流區域的植生狀況。濱溪植被帶是溪流生態系及陸域生態系間之緩衝過渡帶，具重要的生態功能和高生物多樣性，包括了連結水陸域生態系統、制洪蓄洪涵養水源、穩定堤岸保持水土、減少土壤侵蝕、調節養分循環、提供遮蔽穩定水溫水質、提供溪流生態系食物與能量來源、緩衝人為干擾與汙染等。除了能夠以根系抓住土壤，降低溪水沖刷堤岸的影響外，還能夠吸收控制流入溪流中的化學物質與增加遮蔭，增加溪流環境的恆定度。植生完整(多層次)的溪流濱溪帶往往有較高的生物多樣性，例如天然林優於檳榔林。
	濱溪植被帶同時也提供動植物的棲地、避難所和縱橫向移動通道。許多動物如翠鳥、兩棲爬行類、小型哺乳類、蜻蛉、螢火蟲等豐富之生物，仰賴濱溪植被帶之庇護。食蟹獴是濱溪帶水陸連結功能的重要指標動物，其在陸域棲息，在水域環境覓食，頻繁進出濱溪植被帶與溪流間，是常見於臺灣野溪的哺乳動物。溪流型蛙類與龜鱉類在溪河環境棲息，在濱溪陸地繁殖，缺一則將阻斷溪流型蛙類生活史，導致其難以存續。
	(7) 河岸植生帶寬度
	此次指標評估由河岸邊緣延伸出的植生帶寬度。廣闊的植生帶能夠緩衝人為活動對於溪流物理性如噪音光影)與化學性之干擾，避免地表逕流將汙染物帶入河川中，並且有減少泥砂侵蝕河岸、提供棲地與控制進入溪流的養份，以上的功能均能讓溪流生態更穩定。
	(8) 縱向棲地連結性
	於描述河溪縱向廊道暢通與阻隔程度，量化溪流水生生物包括魚與蝦蟹類，在評估溪段中縱向溯游所會遇到的最大阻隔，以量測垂直落差呈現。自然野溪落差低，因為塊石交疊形成連續瀨潭和各種流速水深組合，足以提供水生生物為了生存、生育、避難、迴游所需之順暢縱向移動通道，尤其是洄游生物如鱸鰻、日本禿頭鯊、湯鯉、黑鰭枝芽鰕虎、毛蟹與陸蟹等，需依賴良好的縱向連結以完成其生活史。因此除非遇到瀑布等特例，縱向阻隔在自然野溪並不常見。縱向順暢的溪流溪床，也可以提供陸生生物覓食、移動與逃生之縱向路徑。從更大的環境與生態學尺度來看...
	(9) 橫向棲地連結性
	此次指標用於描述溪流水陸域間之連結功能和阻隔程度。主要是針對縱向構造物如護岸，或施工便道建置、濱溪植被或溪畔林移除等，以上行為對於周邊動物，尤其是依賴水陸域連結之食蟹獴、龜鱉、蛙類與陸蟹等，可能阻隔切斷其進出溪流與陸域棲地之橫向通道。「橫向棲地連結性」指標以量測評估溪段的坡岸/護岸坡度和佔溪段之比例而呈現。在自然野溪中，自然的溪流坡岸形成多樣的坡度，可供動物上下通行的緩坡與路徑選擇多，兩岸濱溪植物帶茂密完整，可提供動物順暢橫向移動通道與隱蔽環境。
	(10) 溪床寬度變化
	次指標評估野溪治理前後，溪床寬度的改變比例，描述河溪治理工程對河相之改變程度。溪床寬度除了直接影響溪流河相、水域棲地多樣性與功能外，同時反映在溪床的兩岸植生罩蓋度與營養累積程度上。溪寬較窄，植生罩蓋度佳之溪流，水溫偏低也相對穩定，降低溪床因曝曬而高溫之機率，有助於良好水域生態維持。溪寬較窄，植物有機碎屑容易進入溪流食物鏈中成為食物與能量來源。溪床寬度亦反映了動物從兩岸森林移動往來至流水區之距離，其間距離越小，動物利用溪流移動的困難度與風險越低，友善度與可利用性越高。

	3.3.3 利用「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追縱監測治理工程短、中、長期之生態衝擊與恢復
	3.3.3 利用「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追縱監測治理工程短、中、長期之生態衝擊與恢復

	3.4 生態檢核綜合效益評估
	3.4.1 「程序面」之評估包括「檢核期程」和「夥伴關係」2重點
	3.4.1 「程序面」之評估包括「檢核期程」和「夥伴關係」2重點
	(1) 「檢核期程」以「生態檢核辦理階段」與「生態檢核執行項目完成度」2項目評估
	(1) 「檢核期程」以「生態檢核辦理階段」與「生態檢核執行項目完成度」2項目評估
	「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指生態檢核機制導入參與的時機，依過去生態檢核經驗，工程個案具有環境特殊性，生態檢核的操作流程強調初期的現勘與生態衝擊預測，可使檢核工作能更有效的回饋個案需求。在工程規劃早期，如計畫核定階段快速釐清主要生態課題，或在規劃設計階段執行現勘評估與民眾參與，將共同討論研擬之對策納入工程設計中，可獲得較佳成效；如果生態檢核設計完成或施工階段進場，則可提供之協助有限，若在此時發現重大生態議題須變更設計，則將耗費大量人力與資源。因此生態檢核工作應及早參與工程計畫，以利生態人員進行完整的資訊蒐...
	「生態檢核執行項目完成度」主要依生態檢核表主表所列重要項目，配合附表工作執行狀況，計算已完成之工作項目數與完成度。除註明無須繼續執行項目之理由 (例如無生態保全對象或無特殊生態議題，不需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 以外，依生態檢核流程，各項目皆應完成。
	(2) 「夥伴關係」以「內部溝通」與「外部溝通」2項目評估
	「內部溝通」首重主辦機關、工程與生態團隊的充分溝通與合作。生態人員依生態評析結果提出保護對象及生態友善措施建議，並共同討論與確認生態保育措施。而設計階段訂定之保育措施亦需完整傳達給施工廠商，方能於施工時落實。評估項目包含：「工程個案是否有生態專業人員參與」、「工程保育對策及措施是否為工程及生態人員共同討論定案」、「保育對策及措施是否交由施工廠商落實」。
	「外部溝通」指生態檢核機制特別強調面對NGO團體與關心民眾之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等工作，使工程設計及策略規劃能取得更多元的溝通與討論。過往經驗指出，地方居民與保育團體的積極參與，可以大幅提升工程規劃與生態保育目標的整合思考。評估項目包含：「是否辦理民眾參與之說明會、會勘、座談會…」、「有無當地居民或利益關係人參與」、「有無NGO參與」、「相關資料是否辦理資訊公開」。

	3.4.2 「功能面」之評估包括「友善措施」與「生態效益」2重點
	3.4.2 「功能面」之評估包括「友善措施」與「生態效益」2重點
	(1) 「友善措施」以「友善措施數量」與「友善措施實施狀況」2項目評估
	(1) 「友善措施」以「友善措施數量」與「友善措施實施狀況」2項目評估
	「友善措施數量」指單一工程所採行的生態友善措施數量，代表生態檢核機制執行上，依生態課題研擬可減低生態衝擊或控制環境干擾的對策及措施。
	「友善措施實施狀況」是指採行的生態友善措施，具體實施的狀況，當確實完成的項目越多，對於棲地功能的維護與修復越有利。這兩項指標之比例，也可反映生態需求與工程實作間之落差。
	生態檢核機制應用「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之策略研擬原則，生態調查人員依原方案的工程規模可評估生態衝擊的範圍與程度，並研擬各種可能的保育策略以減輕衝擊強度，以反映計畫工區內的重要敏感性棲地與特殊生態課題是否受到妥善考量與保全。其中「迴避」亦即完全或部份迴避生態環境敏感，改善修正效益最高；「縮小」指縮減工程量體或降低工程對周邊棲地的干擾程度；「減輕」為修改調整工程施作的工法、機具佈設方式、施作時程等，主要在降低施工對棲地的干擾；「補償」則考量如何在主要工程完成以後回復或彌補已造成的棲地干擾。
	(2) 「生態效益」以「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溪流縱向連續性」、「溪流橫向連續性」、「重要物種與其棲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5項目評估
	(2) 「生態效益」以「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溪流縱向連續性」、「溪流橫向連續性」、「重要物種與其棲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5項目評估
	工程施作對生態系是一種干擾事件，即便是以生態保護為目的之棲地復育或營造工程亦是如此，在施工過程及甫完工時環境或棲地品質均會下降，植被消失，野生動物亦遠離工區，但完整健康之生態系對於擾動具有一定的承受之彈性及回復能力，當干擾強度及頻度能夠減少，控制在一定範圍及程度內，生態系能回復至干擾前之狀態。因此，生態效益主要考量原生環境中重要生態系功能的延續，評估主要重點為棲地的完整性、干擾回復能力、構造物之永久影響等。
	利用五項指標評估比較施工前後的環境變化與恢復，評估生態系功能是否受影響，以反映治理工程之生態效益。五項指標涵括生態檢核制度既有之評估指標、本計畫針對治理工程研發之具生態意義指標、與其他機關發展之相關指標，目的在於從多個角度綜合分析工程衝擊、生態功能、復原成效與棲地品質等，隨時間尺度之變遷與趨勢。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原以「河溪棲地評估指標」(附錄十六)中10項指標項目評估工區溪流之物理棲地品質，本計畫使用水土保持局調整源自美國環境保護署的「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使適用於臺灣溪流環境的「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代之。利用施工前、施工中的棲地評估資料追蹤比較，可明確指出工程的影響或需要改善之項目。河溪棲地評估同時可作為後續棲地恢復，與工程環境友善成效之評估指標。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原以「河溪棲地評估指標」(附錄十六)中10項指標項目評估工區溪流之物理棲地品質，本計畫使用水土保持局調整源自美國環境保護署的「河溪棲地評估指標」使適用於臺灣溪流環境的「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代之。利用施工前、施工中的棲地評估資料追蹤比較，可明確指出工程的影響或需要改善之項目。河溪棲地評估同時可作為後續棲地恢復，與工程環境友善成效之評估指標。
	(b) 「溪流縱向連續性」：溪流生態的縱向連續性為社會與生態界關注焦點，因此獨立提出，依「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中「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是針對防砂壩與固床工等人為橫向構造物對水生生物游溯，與陸生動物通行的縱向阻隔程度之量化描述。
	(b) 「溪流縱向連續性」：溪流生態的縱向連續性為社會與生態界關注焦點，因此獨立提出，依「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中「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是針對防砂壩與固床工等人為橫向構造物對水生生物游溯，與陸生動物通行的縱向阻隔程度之量化描述。
	(c) 「溪流橫向連續性」：橫向連續性亦為社會與生態界關注焦點，因此獨立提出，依「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中「橫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是針對護岸等人為縱向構造物對陸生動物通行的橫向阻隔程度之量化描述。
	(c) 「溪流橫向連續性」：橫向連續性亦為社會與生態界關注焦點，因此獨立提出，依「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中「橫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是針對護岸等人為縱向構造物對陸生動物通行的橫向阻隔程度之量化描述。
	(d) 「重要物種與其棲地」：描述工程周邊重要物種與其棲地之保育作為與成效。
	(d) 「重要物種與其棲地」：描述工程周邊重要物種與其棲地之保育作為與成效。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參考102年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曾文水庫生態資源調查及保育」所建立之「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進行短期效益評估，該方法在完工前後計算「棲地保護及復育」、「構造物影響」「施工保護」等三個面向共12項指標評分之平均值，以佳(3分)、尚可(2分)、不佳(1分)等級評估棲地經過工程行為衝擊後，其生態影響與復原潛勢。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參考102年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曾文水庫生態資源調查及保育」所建立之「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進行短期效益評估，該方法在完工前後計算「棲地保護及復育」、「構造物影響」「施工保護」等三個面向共12項指標評分之平均值，以佳(3分)、尚可(2分)、不佳(1分)等級評估棲地經過工程行為衝擊後，其生態影響與復原潛勢。




	第四章 108~109年度工程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4.1 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
	4.1.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美湖橋排水為美濃湖(中正湖)排水支流，因既有河道未受整治，斷面不足，逢雨沖刷渠道造成土地流失以及危害民房安全，因此辦理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工區位於美湖橋上游約100-200公尺間之右岸(圖4.1.1-1)，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1.1-1。
	(2) 現況概述
	美濃湖(中正湖)排水及其支流美湖橋排水沿線富有良好濱溪植被，部分溪段鬱閉度高，為美濃在地NGO所關注，其中美湖橋排水為串聯月光山山麓、沿線農耕地及美濃湖(中正湖)排水之綠廊，為重要之生物廊道。
	工區位於美湖橋上游右岸，原為既有損壞之三明治護岸，先驅植物生長其上，左岸為石籠護岸，覆蓋有象草及小花蔓澤蘭。完工後右岸為垂直混凝土護岸，坡面光滑且無植被覆蓋，美湖橋下游至美濃湖(中正湖)排水匯流口則屬於近自然土坡，植被綠覆狀況良好，唯引進種象草入侵狀況嚴重。渠底底質施工前以卵石、泥沙、有機碎屑沉積物，施工後之混凝土碎塊為主，水流緩淺，河床具潭區、淺流及岸邊緩流，工區下游水質因右岸畜牧廢水的排放而具臭味。施工前、後之地景空拍及現地照片記錄如圖4.1.1-2、圖4.1.1-3，依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

	4.1.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1.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1.3-2：
	(2) 生態調查結果
	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態調查採取「農業地景與近自然溪流生態保育」之相對應調查類型(表3.2.1-1)，並於109年1月及7-9月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a) 植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23科39種，其中包含有蕨類植物2種、草本植物17種、喬木植物10種、灌木植物5種、藤本植物5種，無發現稀有植物(表4.1.2-4)。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18科28種鳥類(表4.1.2-5)。
	(ii) 遷移習性

	記錄的鳥種中有23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5種候鳥或過境鳥，1種引進種鳥類，紀錄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記錄的鳥種中無特有種，特有亞種有為南亞夜鷹、小雨燕、黑枕藍鶲、大卷尾、褐頭鷦鶯、白頭翁、白環鸚嘴鵯、紅嘴黑鵯、金背鳩及大冠鷲等10種。
	記錄的鳥種中有珍貴稀有保育類大冠鷲1隻次，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5隻次，其中大冠鷲停棲於工區下游美湖橋排水匯入美濃湖排水處之渠道邊坡的竹林下，紅尾伯勞則停棲於工區周邊農地旁之樹枝或電線上方；依2016臺灣鳥類紅皮書，調查期間記錄之鳥種目前皆無滅絕風險。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記錄的鳥種中，直接會利用溪流行水區或灘地棲息及覓食的種類有翠鳥、白鶺鴒、東方黃鶺鴒、小白鷺、夜鷺及紅冠水雞；黑枕藍鶲、褐頭鷦鶯、麻雀、斯氏繡眼、白頭翁、白環鸚嘴鵯及紅嘴黑鵯等鳥類則經常會於渠道兩岸的植被上活動、覓食；洋燕、家燕及棕沙燕亦常會於行水區上方低空捕食飛蟲。
	(c) 哺乳類

	兩次(枯、豐水期)哺乳類調查期間，曾於工區下游的美濃湖(中正湖)排水匯流口處之灘地，發現有鼠科及白鼻心之足跡(圖4.1.2-1、表4.1.2-6)。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兩棲爬行類調查共記錄兩棲類4科4種(表4.1.2-7)及爬行類4科4種(表4.1.2-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以小雨蛙、澤蛙為較優勢種。
	兩次(枯、豐水期)兩棲爬行類調查共記錄兩棲類4科4種(表4.1.2-7)及爬行類4科4種(表4.1.2-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以小雨蛙、澤蛙為較優勢種。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美湖橋排水渠道兩側灘地濱溪植被生長茂密，記錄到物種多棲息於濱溪植被底層與周邊農田，濱溪草生地底部積水形成之臨時性靜水域，吸引小雨蛙、澤蛙前來繁殖，為兩棲類重要繁殖棲地。濱溪大樹、樹林為疣尾蝎虎、斯文豪氏攀蜥之棲地，樹林底層之草生地與落葉堆則為多線真稜蜥、黑眶蟾蜍等棲地。河道邊濱溪植被所形成之多層次綠帶，提供多樣棲地供兩棲爬行動物棲息。下游美濃湖排水紀錄到斑龜，可能沿河道移動至此處棲息，並找尋合適產卵點；另於長沉籠捕獲中華鱉。
	豐水期調查時工程已完工，工程範圍右岸濱溪植被帶已清除，興建混凝土垂直護岸，兩棲爬行類不易跨越，形成橫向阻隔。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共記錄到蜻蛉目3科6種，為脛蹼琵蟌、青紋細蟌、褐斑蜻蜓、善變蜻蜓、樂仙蜻蜓及杜松蜻蜓，皆為低海拔水域常見種類(表4.1.2-9)。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5科8種(表4.1.2-10)，底棲生物3科3種(表4.1.2-11)。記錄之魚種包含屬初級淡水魚的臺灣石𩼧、臺灣鬚鱲、臺灣石鮒及極樂吻鰕虎，屬周緣性淡水魚的日本鰻鱺、䱗，以及屬引進種的豹紋翼甲鯰與雜交吳郭魚；底棲生物記錄有螺貝類的臺灣蜆及福壽螺，前者為原生種，後者為入侵性外來種，以及蝦蟹類的日本沼蝦。
	此處記錄之魚種中，日本鰻鱺及臺灣石鮒為需關注物種，日本鰻鱺於2017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名錄中被列為國家極危(NCR)、全球瀕危(EN)物種，臺灣石鮒則因與圓蚌(Anodonta woodiana)存在特殊共生關係，具有在地水域生態環境之代表性，並深具環境教育價值。

	4.1.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1.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提出相關之生態友善建議，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a)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生態友善建議

	本計畫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1.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表4.1.3-2)。
	(b) 現地工程說明會

	本計畫協助治理單位於109年2月26日辦理現地工程說明會，邀請關心在地議題及生態之NGO代表至現場瞭解工程內容及所採取的友善措施(圖4.1.7-2)，當日出席人員之意見彙整如下(詳見附錄七)：
	(i) 美濃湖地區的生態廊道保存
	‧美濃湖附近溪流為臺灣石鮒等原生魚類棲地，希望可以保留這些少有的棲息地。
	‧希望這些溪流能妥善地整體規劃，使這些良好的生態廊道能串連美濃湖、月光山與美濃市區，成為遊憩路徑、維持在地景觀、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等多元性質的場域。
	(ii) 環境友善建議應落實於工程中

	‧生態團隊所提出之環境友善建議應落實於工程中，例如建議「限制工區開挖面積，以標誌、警示帶等方式清楚標示保護範圍及保全對象」，現場雖未以警示帶標示範圍，經施工中查核過程，可見施工區域開挖面積控制於預定範圍內，因此可視為達成此友善措施。
	‧表土保存的方法並不正確，正確作法為取地表土壤約10-30公分，集中堆置並覆蓋不透水布，並維持濕度，如此才能保留土壤中的種子庫，待工程完成後回鋪於開挖面，且回鋪後不夯實，可讓植被快速恢復，此法比進行植樹、植草等綠化工程更有效，且完工後的養護需求也較少。
	(c)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一案於109年4月5日進行施工階段查核(圖4.1.3-3)，本工程於109年4月30日報竣，並於109年5月4日進行完工後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查核。保護標的以保留上下游濱溪植被與維持溝底孔隙度與縱向通透性，其中上下游濱溪植被以及工區左岸之濱溪植被皆保留未受擾動，渠道底部亦維持既有底質。保育措施分別為限制工區開挖面積減少擾動與減少施工過程對水體的擾動，本工程於施工中以鋼板樁區隔工區與排水渠道達到降低干擾水體擾動的作用，並且將鄰近開挖區限制於工區內右岸之低度敏感地...

	4.1.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並於施工階段追蹤查核生態檢核之執行至完工，生態檢核表中所列應執行之項目皆完成，「生態檢核執行項目完成度」為100%。
	在「夥伴關係」上，「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交接施工廠商落實。「外部溝通」則是以生態檢核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與NGO參與提供意見(表4.1.4-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提出11項「生態友善措施」建議(表4.1.3-2)，包括設計階段9項和施工階段2項，經與設計單位及施工單位討論可行性後，完工時查核「採納項目實施狀況」，共有6項生態友善建議被採納，採納之6項生態友善措施均有實施(表4.1.4-2)。
	本計畫就「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提出11項「生態友善措施」建議(表4.1.3-2)，包括設計階段9項和施工階段2項，經與設計單位及施工單位討論可行性後，完工時查核「採納項目實施狀況」，共有6項生態友善建議被採納，採納之6項生態友善措施均有實施(表4.1.4-2)。
	「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4.1.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與施工前(109/1/15)評分比較(表4.1.1-2、圖4.1.1-4)。結果現顯示(1)溪床自然基質和包埋度在完工後增加，可能是因為流速增加帶走淤泥所導致；(2)右岸的濱溪植生帶和橫向連結性因護岸設置而減少；(3)縱向棲地連結性與溪床寬度維持同施工前一致而無變化。整體而言，竣工後2個月(109/7/15)評分已恢復至施工前水準。依評估結果判斷，工區溪流環境品質已逐漸恢復至可支持水生生物溯游生存與陸域動物利用之程度。
	(a)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與施工前(109/1/15)評分比較(表4.1.1-2、圖4.1.1-4)，本工程未施作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透無礙。
	(b)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與施工前(109/1/15)評分比較(表4.1.1-2、圖4.1.1-4)，本工程在右岸施作垂直混凝土護岸，因陡直無孔隙和植被形成嚴重橫向阻隔，故評分低，工區上下游與左岸因保留自然坡岸不擾動，橫向連續性不變。生態團隊提醒未來如在工區上下游如有治理工程，應注意橫向棲地連結性之維持，必要時可設置生態緩坡或動物逃生設施等。整體評估結果顯示，工區溪流橫向通透性仍有阻礙但未全面阻斷。
	(c)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此區有白鼻心出沒，水域則為田蚌與臺灣石鮒棲地，本工程保全工區上下游與左岸濱溪植被，維持工程所在支流大部分水陸域棲地與動物通道，對於完工後棲地恢復具正面效益。
	(d)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1.4 -3)。與施工前(109/1/15)平均分數3.0分比較，完工後(2.3分)雖有略降，仍維持在2分以上，顯示短期效益成效佳，表示施工過程對生態的衝擊較小，生態友善措施達到預期效果，預期可保留工區環境在干擾後回復之潛勢。


	4.2 竹子門排水石籠護岸應急工程
	4.2.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竹子門排水為美濃溪的支流，工區位於匯流口上游約2公里處，工程長度約100公尺(圖4.2.1-1)，現有土岸高度不足，每逢大雨河水溢淹，且土體遭沖刷掏空，因此辦理竹子門排水石籠護岸應急工程，本計畫預計施作石籠護岸改善，H=6M，L＝100M(單岸)透過新建石籠護岸避免大雨時溢淹，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2.1-1。
	(2) 現況概述
	工區兩側以農業用地為主，右岸為近自然土坡護岸，具有相對良好之濱溪植被與河岸林，植物相層次較為完整；左岸為土坡護岸並包含近上游段前期計畫完成的石籠護岸，以及目標區段本計畫完成之石籠護岸。工區位置上下游之濱溪植被與草澤狀況良好，為竹子門排水周遭生物可利用之優良棲地，同時為圓蚌(Anodonta woodiana)與臺灣石鮒、高體鰟鮍等原生種二枚貝類與魚類之潛在棲地；施工前、後之地景空拍及現地照片記錄如圖4.2.1-2、圖4.2.1-3，依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附錄十六)所作之施工前、後棲地...

	4.2.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2.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2.2-2：
	(2) 生態調查結果
	(a) 植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20科41種，其中包含有蕨類植物1種、草本植物21種、喬木植物8種、灌木5種、藤本植物6種，無發現稀有植物(表4.2.2-4)。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21科30種鳥類(表4.2.2-5)。
	(ii) 遷移習性

	記錄的鳥類中有25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4種候鳥或過境鳥，1種引進種鳥類，記錄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記錄的鳥類中有五色鳥1種特有種，特有亞種有南亞夜鷹、小雨燕、黑枕藍鶲、褐頭鷦鶯、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及大冠鷲等8種。
	記錄的鳥類中有珍貴稀有保育類大冠鷲2隻次及東方蜂鷹1隻次，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2隻次(圖4.2.4-1)；依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東方蜂鷹屬於接近受脅(NT)物種。其中1月記錄之大冠鷲是自周邊山區起飛後盤旋至工區上空，9月記錄之大冠鷲及東方蜂鷹皆是自工區周邊樹林起飛；兩季記錄之紅尾伯勞則皆停棲於農地旁的樹枝上。
	(iv) 優勢種及親水物種

	記錄的鳥種中，數量最多的為白尾八哥及黃頭鷺(各42隻次)，其中白尾八哥為成群飛越工區上空，黃頭鷺則是於工區周邊剛整地後之農耕地覓食。而直接會利用溪流行水區或灘地棲息及覓食的種類有翠鳥、白鶺鴒、灰鶺鴒、東方黃鶺鴒、小環頸鴴、磯鷸、小白鷺、夜鷺及紅冠水雞；黑枕藍鶲、灰頭鷦鶯、褐頭鷦鶯、斑文鳥、麻雀、樹鵲、斯氏繡眼、白頭翁、紅嘴黑鵯等鳥類則經常會於渠道兩岸的植被上活動、覓食；洋燕、家燕及棕沙燕亦常會於行水區上方低空捕食飛蟲。
	(c) 哺乳類

	兩季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記錄有3種哺乳動物，分別為小黃腹鼠、一種尖鼠科物種及臺灣獼猴(圖4.2.2-1)。小黃腹鼠是於水濱活動，並於受驚擾後躲藏至既有石籠護岸的孔隙中，尖鼠科物種僅聽聞其叫聲，無法辨識實際物種，另外工區周邊農民於訪談中表示，於工區右岸樹林棲息有臺灣獼猴，並經常利用伏倒之樹枝、竹枝越溪，取食農作物。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紀錄兩棲類科2科2種(表4.2.2-7)及爬行類2科2種(表4.2.2-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以澤蛙(20隻)為較優勢種。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工程排水渠道水深且流速快，不利於兩棲類使用，調查期間無紀錄到物種使用。兩棲類動物多位於工區旁農田、水溝中，紀錄到偏好靜水域之澤蛙、貢德氏赤蛙，其中以澤蛙數量最多，棲息於水田中鳴叫。
	排水渠道兩側濱溪植被提供爬行類動物棲息，疣尾蝎虎棲息於植物體上，多線真稜蜥則棲息於濱溪植被底層，會於岸邊石頭或樹枝等裸露處曬太陽，遇驚擾會迅速躲回濱溪植被中。雖調查僅記錄引進種多線真稜蜥，但根據文獻鄰近地區仍有原生種爬行類動物，良好的濱溪植被提供爬行類動物棲息。
	豐水期調查時工程已完工，前期石籠工程已有植物生長，待植生回復後，形成兩棲爬行動物棲地。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蜻蛉目4科8種，為青紋細蟌、短腹幽蟌、脛蹼琵蟌、褐斑蜻蜓、猩紅蜻蜓、呂宋蜻蜓、杜松蜻蜓、樂仙蜻蜓等，皆為低海拔水域常見種類(表4.2.2-9)。
	(f) 水生生物

	因竹子門排水受上游竹門發電廠及農田水利會調節分配影響，水流量變化頻繁，使水域棲地趨於不穩定狀態。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3科3種(表4.2.2-10)，底棲生物1科1種(表4.2.2-11)。記錄之魚種包含屬初級淡水魚的何氏棘䰾及極樂吻鰕虎，以及屬引進種的豹紋翼甲鯰；底棲生物記錄有蝦蟹類的日本沼蝦。

	4.2.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各生物類群因工程施工面臨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2.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提出相關之生態友善建議，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a)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生態友善建議

	本計畫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2.3-1) ，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2.3-2)。
	(b) 現地工程說明會

	本計畫協助治理單位於109年2月26日辦理現地工程說明會，邀請關心在地議題及生態之NGO代表至現場瞭解工程內容及所採取的友善措施(圖4.2.3-2)，當日出席人員之意見彙整如下(詳細會議記錄見附錄七)：
	(i) 施工期間溪床保護及濁度控制
	‧施工機具若需下至溪床施工，應以鋼板樁區隔施工範圍與水流，避免機具輾壓行水區，並需要作好濁度控制，減少干擾水域棲地。
	(ii) 後續植生回復

	‧為加速植生回復，建議完工後，應根據生態團隊所提出之環境友善建議，將石籠上覆蓋現場土砂。
	‧建議此工程盡早於洪汛期前完成，因汛期時大水夾帶的土砂會填入石籠的孔隙，有利後續植物快速恢復。

	(3)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竹子門排水石籠護岸應急工程」一案於109年5月4日進行施工中保護對象查核，本案於109年5月19日報竣，並於109年7月1日進行完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查核。在本案施工過程為維護河蚌之棲地以及河床垂直通透性，維持自然底質，選擇較友善之石籠形式護岸，並且以土坡施工便道區隔河道維持長流水並減少水體擾動降低濁度，同時保留上下游及工區右岸之濱溪植被不擾動，施工過程之施工便道與機具堆置區皆佈設於低生態敏感之既有道路，並且於工程結束後妥善處理工程廢棄物，並將多餘土砂回舖於石籠上方，有利濱溪綠帶恢復，本...

	4.2.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竹子門排水石籠護岸應急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並於施工階段追蹤查核生態檢核之執行至完工，生態檢核表中所列應執行之項目皆完成，「生態檢核執行項目完成度」為100%。
	在「夥伴關係」上，「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交接施工廠商落實。「外部溝通」則是以生態檢核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與NGO參與提供意見(表4.2.4 -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竹子門排水石籠護岸應急工程」提出13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2.3-2)，包括設計階段4項和施工階段9項，經與設計單位及施工單位討論可行性後，共有11項生態友善建議被採納，採納之11項生態友善措施均有實施(表4.2.4-2)。
	「竹子門排水石籠護岸應急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4.2.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與施工前(109/1/15)評分比較(表4.2.1-2、圖4.2.1-4)。結果現顯示(1)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和包埋度在完工後降低，可能是因為施工期間擾動土砂沉積於溪床，填覆溪床孔隙所致；(2)兩岸的濱溪植生帶在完工後評分增加，與既有棲地保護和多孔隙護岸設計等友善措施確實執行有關。整體而言，竣工後1個月(109/7/15)評分已恢復至施工前水準。依評估結果判斷，工區溪流環境品質因水域棲地品質降低而下降，然仍可支持水生生物溯游生存與陸域動...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與施工前(109/1/15)評分比較(表4.2.1-2、圖4.2.1-4)，本工程未施作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透性佳無阻隔。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與施工前(109/1/15)評分比較(表4.2.1-2、圖4.2.1-4)，本工程在左岸施作石籠護岸，石籠垂直面之落差形成橫向阻隔，故評分低，右岸因保留自然坡岸不擾動，橫向連續性不變。生態團隊提醒，未來如石籠護岸之施作，可採取措施如全段或局部覆土成緩坡，或是設置通物逃生坡道等，降低落差以利龜鱉通行。石籠以土砂填縫與撒播草種可促進植物生長，降低阻隔。該區為龜鱉棲地，後續建議持續觀察石籠上植生恢復與龜鱉活動狀況，建議必要時另案改善。整體評估結果顯示，工區溪流橫向...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此區有龜鱉出沒，水域則為田蚌與臺灣石鮒棲地，本工程保全工區右岸濱溪植被，有限度保留護岸下灘地，並維持大部分水陸域棲地與動物通道，對於完工後棲地恢復具正面效益。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2.4-3)。與施工前(109/1/15)平均分數2.7分比較，完工後(2.2分)雖有略降，仍維持在2分以上，顯示短期效益成效仍佳，表示施工過程對生態的衝擊較小，生態友善措施達到預期效果，預期可保留工區環境在干擾後回復之潛勢。


	4.3 旗津天聖宮海岸線保護應急工程
	4.3.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工區位於高雄市旗津區北汕里天聖宮西側海岸，周邊為旗津海岸公園，此段海岸因經常遭遇颱風強浪侵蝕，造成原本拋塊石護岸損毀，因此透過新設護岸方式保護受強浪侵蝕的海岸線(圖4.3.1-1)，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3.1-1。
	(2) 現況概述
	「旗津天聖宮海岸線保護應急工程」工區早年為臺塑企業的電石渣(氫氧化鈣)堆置場，2000年後高雄市政府將堆置場覆土綠化成為旗津海岸公園，並因串聯旗津渡輪、海水浴場、旗後燈塔、旗後礮臺及海景等知名景點，目前已成為旗津重要之觀光動線。
	工區位於旗津天聖宮西側，介於旗津貝殼館與海韻露營區之間，陸側主要環境為旗津海岸公園及停車場，公園內具有人工種植之海岸林，公園及沙灘間之既有拋塊石護岸已損壞，局部形成由漂砂構成之緩坡，並有馬鞍藤生長，潮線上之沙地由黑色細砂組成，整體環境人為干擾明顯。施工前、後之地景空拍及現地照片記錄如圖4.3.1-2、圖4.3.1-3，施工前後以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海岸) (附錄十七)所作之棲地評估紀錄如表4.3.1-2。

	4.3.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生態調查之參考(表4.3.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3.3-2：
	(2) 生態調查結果
	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態調查採取「沿海地區感潮帶及潮間帶生物與濱海植物保育」之相對應調查類型(表3.2.1-1) ，並於109年1月及7-9月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a) 植物

	調查區內目前共紀錄有20科36種植物，其中包含有草本植物12種、喬木植物14種、灌木7種、藤本植物3種，無發現特稀有植物(表4.3.4-2)。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9科14種鳥類(表4.3.2-5)。
	(ii) 遷移習性

	記錄的鳥類中有8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2種候鳥或過境鳥，4種外來種鳥類，記錄物種中除遊隼一種為不普遍鳥種外，其餘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記錄的鳥類中有8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2種候鳥或過境鳥，4種外來種鳥類，記錄物種中除遊隼一種為不普遍鳥種外，其餘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記錄的鳥類中無特有種，特有亞種有樹鵲1種。調查期間共記錄有珍貴稀有保育類遊隼1隻次，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1隻次(圖4.3.2-1)；所記錄之遊隼是於調查期間目擊其沿海岸線快速飛行追捕野鴿，紅尾伯勞則是於工區周邊樹木上停棲。另包含棕背伯勞1種於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中屬於國家易危(VU)物種。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記錄的鳥類中，個體數量最多的鳥種為麻雀(92隻)及野鴿(54隻)為較優勢鳥種，兩者皆是成群於公園草地上覓食人為灑播之飼料。所記錄的鳥類中，並無直接親水或海洋性鳥種，僅野鴿及藍磯鶇會於沙灘上活動，其餘各種鳥類普遍活動於包含人工構造物的各類環境。
	記錄的鳥類中，個體數量最多的鳥種為麻雀(92隻)及野鴿(54隻)為較優勢鳥種，兩者皆是成群於公園草地上覓食人為灑播之飼料。所記錄的鳥類中，並無直接親水或海洋性鳥種，僅野鴿及藍磯鶇會於沙灘上活動，其餘各種鳥類普遍活動於包含人工構造物的各類環境。
	(c) 哺乳類

	兩季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記錄有家鼷鼠1種哺乳動物，兩季皆是於已損壞的既有拋石塊之縫隙中發現。
	(d) 兩棲爬行類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無記錄到兩棲類，僅記錄到爬行類1科1種(表4.3.2-7)，為疣尾蝎虎(3隻次) (圖4.3.2-1)。疣尾蝎虎常發現於人為環境中，適應力良好，工程範圍內所記錄到之疣尾蝎虎多位於海岸邊植物體上，周邊防風林也時常有疣尾蝎虎之叫聲。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無記錄到蜻蛉目。
	(f) 蟹類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2科3種蟹類，為沙蟹科的角眼沙蟹及中華沙蟹，以及寄居蟹科的陸寄居蟹爬痕(表4.3.2-8)。
	(g) 螺貝類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於工區北側礁岩地形高潮線附近，發現有玉黍螺科、石鱉科等物種分布棲息(表4.3.2-9)。

	4.3.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旗津天聖宮海岸線保護應急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3.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提出相關之生態友善建議，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a)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生態友善建議

	本計畫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3.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3.3-2)。
	(b)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旗津天聖宮海岸線保護應急工程」一案於109年7月22日進行施工中保護對象查核，本案於109年8月30日報竣，並於109年9月4日進行完工階段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查核。在本案施工過程為維護既有灘地，將護岸向後推移，保留既有灘地供生物利用，並維護旗津海岸公園之景觀，並且保留工區外之既有植被與植栽，同時保留鄰近樹木，施工過程之施工便道與機具堆置區皆佈設於低生態敏感之既有道路，並且於工程結束後妥善處理工程廢棄物，並已原生植栽進行原地補植，有利濱海綠帶恢復，本案之生態友善建議於施工中及施工後查核，達成各...

	4.3.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旗津天聖宮海岸線保護應急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規劃設計階段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並於施工階段追蹤查核生態檢核之執行至完工，生態檢核表中所列應執行之項目皆完成，「生態檢核執行項目完成度」為100%。
	在「夥伴關係」的「內部溝通」，生態專業人員雖於設計後期方加入參與，仍提供業主與設計/施工團隊必要之生態資訊與生態友善建議以供參考。「外部溝通」在設計當時因應今年度疫情，避免群聚活動下，未辦理現場NGO參與，以個別諮詢學者專家替代(表4.3.4-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旗津天聖宮海岸線保護應急工程」在既有垂直護岸設計前提下，在設計階段提出4項生態友善建議(表4.3.3-2)，皆被採納與實施(表4.3.4-2)。
	「旗津天聖宮海岸線保護應急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4.3.4-2。
	本案屬海岸護岸工程，非野溪環境，因此不適用「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故引用水利署之「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海岸)(表4.3.1-2)，評估本案棲地品質與生態效益。
	(a) 海岸廊道連續性-縱向

	縱向海岸廊道連續性評估結果顯示，濱海側砂質海岸未受本工程影響，因此縱向連續性不變。
	(b) 海岸廊道連續性-橫向

	橫向海岸廊道連續性因高約2.5公尺的L型設置而阻斷，評估為不可逆之干擾，長期難以恢復。建議下期工程採用較友善緩坡之護岸設計，並就本工程作全段或局部改善，以降低生態影響外，維護往來遊客之安全。
	(c) 海岸沙灘植被

	海岸沙灘植被主要為馬鞍藤，原覆蓋率約50%，施工後工區內既有馬鞍藤因工程遭部分移除，雖已補植新植株，但植被尚未恢復，整體覆蓋率尚低於20%。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屬已開發觀光遊憩區域，在工程不影響海域的前提下，無重要物種與棲地，較需注意的是濱海沙灘上有沙蟹出沒，宜降低干擾。


	4.4 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
	4.4.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美濃湖排水泰順橋之上游段因護岸高度及寬度不足、橋梁跨距不足，造成排水回堵溢流出既有護岸，使美濃市區長期發生淹水情形，本案擬將現況渠寬14~18公尺，拓寬為24~60公尺，採緩坡斷面形式，增設兩岸5米水防道路，並改建泰順橋，預定工區位於泰順橋及其上游(圖4.4.1-1)，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4.1-1。
	(2) 現況概述
	「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工區現況為既有複式斷面護岸，目前已有部分損壞，並有先驅植物生長其上，工區上游至美濃湖溪段富有良好濱溪植被，部分溪段鬱閉度高，並藉由支流美湖橋排水串聯月光山山麓，形成生物廊道，亦為美濃在地NGO所關注之溪流水域。
	預定工區之渠段為美濃湖排水最為曲折段，渠道為既有混凝土複式斷面構造，底質以卵石、礫石及泥沙、有機物碎屑沉積為主，水流主要為淺瀨，局部混凝土構造破損處形成潭區，棲地類型多樣性尚可，水質因承接鄰近農耕廢水以及砂石場地面逕流之汙濁排水，略呈黃褐色且濁度偏高；部分渠底及護岸為零星蔓生、草本植物覆蓋，引進種象草、大黍生長於低水流路兩側灘地；兩側護岸接近垂直，左岸為次生林及灌木叢，右岸腹地人為利用頻繁。施工前之地景空拍及現地照片記錄如圖4.4.1-2、圖4.4.1-3，依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附錄十...

	4.4.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4.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4.2-2：
	(2) 生態調查結果
	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態調查採取「農業地景與近自然溪流生態保育」之相對應調查類型(表3.2.1-1)，並於109年3月及7-9月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25科45種，其中包含有草本植物21種、喬木植物14種、灌木植物6種、藤本植物3種，水生植物1種，無發現特有種或稀有植物(表4.4.2-4)。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河段右岸之腹地人為干擾範圍大，沿線皆有農業活動；左岸為低度管理之畸零地，已有2至3公尺之先驅樹林生長其上。右岸中段之木麻黃可發現多種鳥類活動於周遭。渠道因經過治理並無穩定之植被，僅可於護岸裂隙或淤土處可見少量草本植被生長。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25科36種鳥類(表4.4.2-5)。
	(ii) 遷移習性

	記錄的鳥類中有29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5種候鳥或過境鳥，3種引進種鳥類，其中除白腰草鷸為不普遍冬候鳥外，其餘記錄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種類。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記錄的鳥類中為特有種者有小彎嘴及五色鳥2種，特有亞種有小雨燕、黑枕藍鶲、褐頭鷦鶯、樹鵲、紅嘴黑鵯、白頭翁、金背鳩及大冠鷲8種。
	記錄的鳥種中有珍貴稀有保育類彩鷸、黑翅鳶及大冠鷲各1隻次，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6隻次及燕鴴1隻次，其中無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所列之受滅絕威脅物種。調查期間所記錄之彩鷸是夜間於排水渠道內活動，黑翅鳶於周邊農田上空飛行，大冠鷲則是自月光山從高空飛越工區周邊，紅尾伯勞則主要停棲於工區周邊樹木、電線電杆或圍籬等制高處，燕鴴是飛越工區後停棲於周邊農田。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記錄的鳥種中，主要會利用工區內混凝土複式斷面渠道或濱水草生地覓食活動的物種為白鶺鴒、彩鷸、小環頸鴴、磯鷸、白腰草鷸、小白鷺、夜鷺及紅冠水雞等種類；翠鳥則會停棲於行水區旁的制高點，伺機捕食水中魚類；文鳥科及扇尾鶯科鳥類，主要活動於周邊草生地或樹林邊緣；燕科鳥類多於排水溝渠及美濃溪上方來回飛越捕食飛蟲，偶會停棲於電線上；黑枕藍鶲、小彎嘴、樹鵲、斯氏繡眼、紅嘴黑鵯、小啄木及五色鳥主要活動於周邊樹林；麻雀、白頭翁、八哥科及鳩鴿科鳥類則普遍活動於包含人工構造物的各類環境。
	(c) 哺乳類

	兩次(枯、豐水期)哺乳類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紀錄有白鼻心1種1隻次，於夜間沿左岸既有護岸頂端活動，並經由周邊居民訪談得知，工區左岸與砂石場間之樹林經常有白鼻心及臺灣獼猴出沒(表4.4.2-6)。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兩棲類4科5種(表4.4.2-7)及爬行類4科4種(表4.4.2-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以小雨蛙為較優勢種。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工程現況為混凝土材質之複式斷面三面工，兩側護岸垂直，不利於兩棲爬行類動物攀爬，渠道至上游轉為自然緩坡，兩岸為狀況良好之濱溪植被帶與次生林。調查期間所記錄的物種多集中於上游狀況良好溪段。兩棲類棲息於工區旁濱溪植被、農田、水池、積水等，其中以小雨蛙、澤蛙等偏好靜水域之蛙類為主，記錄到數量較多。工區上游樹林紀錄到中國樹蟾，為樹棲型蛙類，平時棲息於植物體上，會利用靜水域繁殖。
	工程範圍與上游美濃湖排水皆有記錄到斑龜，現況垂直之混凝土三面工護岸不適合龜鱉類使用，上游自然緩坡溪段較適合棲息，利於龜鱉類上岸曬太陽或尋找產卵位置(圖4.4.2-1)。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記錄到蜻蛉目2科10種，為紅腹細蟌、青紋細蟌、褐斑蜻蜓、猩紅蜻蜓、侏儒蜻蜓、善變蜻蜓、琥珀蜻蜓、霜白蜻蜓(中印亞種)、杜松蜻蜓、樂仙蜻蜓(表4.4.2-9)。
	琥珀蜻蜓要分布於中南部及東部，為不普遍的種類；善變蜻蜓則屬於特有種，主要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之埤塘、水田等靜水域，為常見的種類。紀錄物種大多棲息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常見於池塘、溪流、沼澤等靜水或流水附近，習慣於光亮的地面或枯樹枝停棲，環境適應力強，屬於低海拔水域常見種類(圖4.4.2-1)。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6科16種(表4.4.2-10)，底棲生物2科2種(表4.4.2-11)。原生魚類包含特生種的臺灣石𩼧、臺灣鬚鱲、高屏馬口鱲及臺灣石鮒，以及一般原生種的鯽、䱗、高體鰟鮍及線鱧，引進種的高體高鬚魚、豹紋翼甲鯰、蟾鬍鯰、食蚊魚、孔雀花鱂、雜交吳郭魚、尼羅口孵非鯽、吉利非鯽，僅有䱗條1種；螺貝類記錄有瘤蜷及引進種福壽螺，未發蝦蟹類(圖4.4.2-1)。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6科16種(表4.4.2-10)，底棲生物2科2種(表4.4.2-11)。原生魚類包含特生種的臺灣石𩼧、臺灣鬚鱲、高屏馬口鱲及臺灣石鮒，以及一般原生種的鯽、䱗、高體鰟鮍及線鱧，引進種的高體高鬚魚、豹紋翼甲鯰、蟾鬍鯰、食蚊魚、孔雀花鱂、雜交吳郭魚、尼羅口孵非鯽、吉利非鯽，僅有䱗條1種；螺貝類記錄有瘤蜷及引進種福壽螺，未發蝦蟹類(圖4.4.2-1)。
	此處記錄之魚種中，臺灣石鮒及高體鰟鮍為需關注物種，兩者皆有與圓蚌(Anodonta woodiana)存在特殊共生關係，具有在地水域生態環境之代表性，並深具環境教育價值。
	高體鰟鮍可能隨大雨沖刷而下進入陷阱，因本工區範圍內泥沙底質及水草密集生長之緩流環境較為缺乏，推測工區上游段美濃湖排水及中圳埤排水第一幹線匯流處之緩流潭區有較高機率為其棲息處，且該自處起至上游段接近美湖橋排水之間區段亦有發現圓蚌記錄，因此本工區上游段之匯流口應為高體鰟鮍與圓蚌之重要潛在棲地。

	4.4.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4.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提出相關之生態友善建議，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a)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生態友善建議

	本計畫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4.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4.3-2)。
	(b) 現地工程說明會

	本計畫協助治理單位於109年9月23日辦理現地工程說明會，邀請關心在地議題及生態之NGO代表至現場瞭解工程緣由及給予設計單位設計建議(圖4.4.3-2)，當日出席人員之意見彙整如下(詳細會議記錄見附錄七)：
	(i) 加強美濃溪主流及美濃湖排水下游渠道疏濬
	‧淹水主因在於豪雨期間，美濃湖排水的水排不入美濃溪，應加強美濃溪的土砂清疏，增加美濃溪的排洪能力。
	‧美濃溪及美濃湖排水下游段的整治比上游段重要，但只作護岸加高效益不高。
	‧建議每年編列預算，清淤美濃湖排水泰安橋下游渠道的土砂，以紓緩淹水情況。
	(ii) 渠道治理設計建議

	‧不建議在缺乏水理運算與河相學討論的背景之下，即貿然設計截彎取直。因河川連續的搬運與沉積泥沙的線性構造，截彎取直會影響工區的上下游河相。工區下游為美濃市區，截彎取直會讓水更快速的導向三叉水，增加市區淹水的風險；工區上游為美濃碩果僅存的歷史土堤與沉下橋，工區截彎取直後，水流速度加快，將加強美濃湖放水沖刷土堤與沉下橋，減少泥沙自然沉積的護坡效果。
	‧關於工區用地取得，建議重新鑑界，確認公私有土地的界線，清點工區周邊的公有土地，釐清水利與工程用地的來源，擴大橫溝蓄洪功能，增強下游市區面對極端氣候的韌性。
	‧工區為美濃湖下游的平原河川，缺乏塊石，且歷史地景為土堤與喬灌木護坡的環境，建議打除既有護岸後，在非河川攻擊面構築約45度至60度的緩坡土堤，並以打樁編柵穩定水土，鑲嵌九芎、黃槿、刺竹或破布子的植生樁，編列常年維管費用，維護植生情形、清除引進種與河道清淤。
	‧可利用工程開挖清除的椰子樹及其他雜木的樹幹，於凹岸處設置臨時的丁壩，減少水流對新設護岸的衝擊。
	‧肯定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近年來在美濃湖排水的治理，但建議本案僅於上游匯流處的水流攻擊面，以及大水時流速較快的直線段左岸等應力集中處採用硬式工法。
	‧贊同保留現況凸岸作為河中島，但建議減少硬式構造，使中島成為洪泛空間，進行自然演替。
	(iii) 工區及周邊重要環境資源指認

	‧保留工區上游處的巨大刺竹叢，該刺竹為美濃平原上，臺灣獼猴、白鼻心與成群鷺鷥的棲所。此河段亦有翠鳥與脊紋鼓蟌等生態課題，若能保存野生物棲地，可成為地方生態導覽資源。
	‧美濃湖排水上游的自然渠段，目前為美濃地區中小學學生及教師研習的生態教育場域。治理工程除治災防洪的考量外，亦應考量生態功能，維持作為生態教室的功能。
	(iv) 配合文化及歷史脈絡，就美濃湖及周邊作整體景觀營造

	‧美濃湖排水下游因流經美濃市區已渠道化，但距離市區不遠的上游渠段仍保有良好的生態廊道功能，本案的渠段介於兩者之間，應藉由此次工程恢復渠道的生態機能，並營造連續的生態景觀串聯市區及美濃湖。
	‧比對臺灣堡圖與目前河道型態，工區現址為客庄先民水利工程的遺跡，建議設計可加入歷史意義，擇選適當區段採土堤形式，搭配南國原生植栽，如破布子、椰子、刺竹等，彰顯美濃住民與水資源共存的軌跡。
	‧建議橫溝沿岸步道可慢慢建設為美濃市區至美濃湖的單車或散步動線。
	‧河岸應視為洪氾區，尤其橫溝泥沙含量高，不建議於河岸佈設過多景觀設施，尤其是木頭、地磚等泡水後易毀損且不容易維管的材質。
	‧建議防汛道路、階梯步道、觀景廊道都應配置原生大喬木，如茄苳、榕樹、香果等，並編列常年維管費用，以增加景觀設施利用率。
	‧ 此段渠道目前呈現不符合自然的近乎直角方式彎曲，是因為匯流處的右岸因民間開發利用，侷限了渠道範圍所造成。
	‧贊同設計單位納入居民親水空間的考量，但建議非應力集中處的護岸，考慮採用植生樁、砌石或格框等較為軟性的多孔隙護岸形式設計。
	‧ 美濃湖排水此渠段為當地工業區及住宅區的分界，左岸為砂石、水泥及石材等易產生揚塵的工廠，右岸即為住宅區，建議可於排水堤岸選植原生喬木，在視覺及景觀上區隔住宅與砂石場。
	(v) 肯定水利局及設計單位願與在地互動，期許後續參與

	‧目前平面配置圖尚缺綠美化、景觀工程、逃生設計、護欄形式等細節，尚屬初步設計階段，細部設計宜成立平台，定期廣納社區與專家意見，讓水利工程協助地方永續發展。
	‧位於工區上游的土堤河段為水利局設計中的「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是否仍有檢討的機會，並建請該案件的設計團隊亦應納入民眾參與，保留橫溝至美濃湖沿河步道的潛力。
	‧肯定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的用心，讓水利工程不僅考量安全，亦有生態與景觀之效，期待能有更多互動，讓公共建設更得民心。
	(c) 基本設計(初步設計修訂版)審查會

	本計畫於110年03月16日出席「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基本設計(初步設計修訂版)審查會，提供相關建議如下：
	(i) 設計圖說中未見生物友善斜坡道設計，敬請補充。
	(ii) 基本設計報告書第44頁表4.3-1植栽樹種建議表中，野牡丹與月桃使用之照片為園藝植物，非原生種，建議將照片修正為台灣原生種之月桃與野牡丹，同時提醒施工單位於選購植栽時留意植栽來源之正確性。
	(ii) 基本設計報告書第44頁表4.3-1植栽樹種建議表中，野牡丹與月桃使用之照片為園藝植物，非原生種，建議將照片修正為台灣原生種之月桃與野牡丹，同時提醒施工單位於選購植栽時留意植栽來源之正確性。
	(iii) 新設滑梯和棧道等設施，所設置之洪氾區於雨季時可能有淹水的疑慮，需考量後續維護成本。
	(iii) 新設滑梯和棧道等設施，所設置之洪氾區於雨季時可能有淹水的疑慮，需考量後續維護成本。
	(iv) 左岸之竹叢為該區域動物棲息空間，移植不易，建議在不影響通水安全的狀況下，適度調整左岸低水護岸邊界，以優先保留竹叢。
	(iv) 左岸之竹叢為該區域動物棲息空間，移植不易，建議在不影響通水安全的狀況下，適度調整左岸低水護岸邊界，以優先保留竹叢。
	(d) 細部設計審查會

	本計畫於110年05月20日出席「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細部設計審查會，提供相關建議如下：
	(i) 本案細部設計符合國際NBS(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倡議、前瞻水環境恢復河川生命力要求與上位國土綠網之精神。感謝佳綸公司不厭其煩的調整修正，在大方向上已經遠離可能之爭議。
	(i) 本案細部設計符合國際NBS(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倡議、前瞻水環境恢復河川生命力要求與上位國土綠網之精神。感謝佳綸公司不厭其煩的調整修正，在大方向上已經遠離可能之爭議。
	(ii) 匯流口保護段的砌石護岸
	‧建議以不滿漿形式施作。
	‧砌石間縫隙建議以土砂填縫，提供植物生長基質。
	‧近年複層設計的隱藏式工法受矚目，建議可從基礎拋鋪塊石區朝上覆土，覆蓋混凝土基腳，提供濱溪植被生長基質與空間。
	(iii) 水岸休憩營造段

	‧肯定箱形石籠上覆土成斜坡之設計。
	‧建議依隱藏式工法原則，覆土延伸至蜂巢格網斜坡段。
	‧提醒塑鋼板樁應低於覆土，避免形成垂直落差或阻礙。
	(iv) 植生計畫

	‧目前選用植栽種類合宜，建議種植配置避免全區同一種類，以參差交錯配置為佳。
	‧本案植生計畫之關鍵在於抑制外來種生長拓殖，因此建議在完工覆土後之裸露面與緩坡，優先灑播或舖植狗牙根，輔以澆水維管，以抑制外來種。後續再種植灌叢與喬木。
	(v) 預計保留的竹叢

	‧根據目前設計，需降挖以營造斜坡，竹叢基部可能會有數公尺落差，將危及竹叢穩定，提醒設計團隊估算其可行性。
	‧承上，竹叢具降溫、抑制外來種植物與提供台灣獼猴利用等生態功能，仍建議優先保留。希望降挖時竹叢基部以丘型營造，勿垂直削切。
	‧如竹叢實務上難以保留，建議聯絡生態團隊討論。
	(vi) 建議保留右岸(樁號R11、R12間)之山黃麻大樹兩棵(右圖紅圈處)
	(vi) 建議保留右岸(樁號R11、R12間)之山黃麻大樹兩棵(右圖紅圈處)

	‧ 於概念階段生態團隊建議保留右岸之兩棵山黃麻大樹，於圖說中雖有標示2棵樹木位置，但無明確說明是否保留或移除，建議設計團隊評估保留之可行性，若可保留則於圖說上標註。
	‧山黃麻為台灣低海拔地區常見之原生喬木，現勘時亦有周邊居民會於山黃麻大樹下休息，且其遮蔭有助於抑制外來種植物入侵，同時山黃麻為良好之誘鳥植物，可供多種鳥類棲息及覓食。
	(vii) 會末主席與委員提出為營造泛舟水域，於泰順橋附近設置攔堰或固床工，以提高水面30-50公分，並設置碼頭以供可上下，以利競獎。以上提議，生態團隊有所疑慮如下，建議謹慎處理。
	(vii) 會末主席與委員提出為營造泛舟水域，於泰順橋附近設置攔堰或固床工，以提高水面30-50公分，並設置碼頭以供可上下，以利競獎。以上提議，生態團隊有所疑慮如下，建議謹慎處理。

	‧此提議不支持第一點所提之趨勢與上位精神，整體而言反而是扣分而不利競獎，和輿論宣傳。
	‧此提議建議與美濃在地和NGO再次溝通，避免因設計改變，產生與地方期待之落差，而有所爭議。美濃在地環教水上活動的主要場域在上游段，非本工程範圍；另在地需要的是可上下溪流的緩坡，目前設計已可滿足，另設混凝土設施恐非在地期待。
	‧如需新設攔堰或固床工，建議聯絡生態團隊討論配套措施。


	4.4.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則是以生態檢核說明會與NGO座談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與NGO參與供意見(表4.4.4 -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提出8項「生態友善措施」建議(表4.4.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持續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4.4-2)。
	「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4.4.4 -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109/3/30)與豐水期(109/7/28)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表4.4.1-2、圖4.4.1-4)。結果現顯示(1)預定工區內缺乏溪床自然基質，包埋度評分低，幾乎無潭區；(2)兩岸的濱溪植生帶和橫向連結性評分偏低。整體而言，因三面工護岸設置，使野溪應有之特徵消失，建議持續追蹤，以瞭解本工程營造對棲地品質之提升程度和效益。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30)與豐水期(109/7/28)各評估1次 (表4.4.1-2、圖4.4.1-4)，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透無礙。然而在指標評估要項外，也發現既有渠道化嚴重，長距離水流湍急，無暫棲休息之處，亦不利水生生物上溯。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30)與豐水期(109/7/28)各評估1次(表4.4.1-2、圖4.4.1-4)，顯示本工程在左右岸既有垂直混凝土護岸，因陡直無孔隙和植被形成嚴重橫向阻隔，故評分低。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現為三面工形式，干擾嚴重棲地狀況不佳，縱橫向連接差。在本案後續規劃適度營造棲地多樣性，與恢復縱橫向連結，清除既有象草、美洲含羞草等引進種下，可連結上游藍綠帶網絡。此區有白鼻心出沒，水域則為圓蚌與臺灣石鮒棲地，亦為市區連結美濃湖之遊憩路線，預期本案對於完工後棲地恢復具正面效益。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4.4 -3)。施工前枯水期(109/3/30)與豐水期(109/7/28)各評估1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即已受到嚴重的人為干擾和衝擊。若本案依生態友善原則執行，預期可促進工區環境在干擾後回復之潛勢。


	4.5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
	4.5.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美濃湖排水(亦稱橫溝)位於高雄市美濃區，屬美濃溪水系，本次計畫辦理之「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五批次工程工作計畫，本工程位於美濃溪匯流口上游約100公尺處(圖4.5.1-1)，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5.1-1。
	(2) 現況概述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工區位於泰安橋下游段，為既有三面工水泥護岸，護岸兩側為接近垂直光滑面，有部分區段渠底及水流路兩側灘地有草生植物如鴨跖草科竹仔菜、引進種象草、大花咸豐草等蔓生覆蓋流路兩側灘地。枯水期間現勘河道水流量小但仍具有淺瀨、淺流等流況。目標渠道在泰安橋與永安橋之間有一彎道，其餘皆屬平順河道；豐水期間現勘河道流量豐沛且湍急，主要流速狀況有淺瀨、淺流、深潭與緩流等，底質以圓石、卵石、礫石及泥沙、有機物碎屑沉積為主，水流普通，河床具潭區、淺流及淺瀨，棲地類型多樣性尚可，水質...

	4.5.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5.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5.3-2：
	(2)生態調查結果
	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態調查採取「市區排水之環境營造」之相對應調查類型(表3.2.1-1)，並於109年3月及7-9月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調查區內目前共調查到21科29種植物，其中蕨類植物1種、草本植物12種、喬木植物9種、灌木3種、藤本植物4種，無發現特有種或稀有植物(表4.5.4-2)。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工區渠道兩側腹地以住宅區為主，鮮少綠覆，僅具建道路兩側之行道樹以及位於渠道兩側灘地所生長之草本植物；調查過程中觀察有紅冠水雞、白腹秧雞、翠鳥等鳥類於濱溪植被活動。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7目15科25種鳥類(表4.5.2-5)。
	(ii) 遷移習性

	記錄的鳥類中有19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3種候鳥或過境鳥，3種引進種鳥類，其中除白腰草鷸及栗小鷺為不普遍鳥種外，其餘記錄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種類。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記錄的鳥類中無特有種者鳥類，特有亞種有小雨燕、數卻、白頭翁及紅嘴黑鵯4種。
	記錄的鳥種中有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1隻次，無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所列之受滅絕威脅物種。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所記錄的鳥類中，主要會利用工區內濱水灘地及淺水域覓食活動的物種為白腰草鷸、紅冠水雞、白腹秧雞、小白鷺、夜鷺及栗小鷺等種類，大白鷺及高蹺鴴則是於工區下游的美濃溪濱水帶活動；翠鳥、灰頭鷦鶯、斑文鳥、樹鵲及斯氏繡眼等鳥類，主要活動於濱溪草生地及河岸景觀喬木上，其中翠鳥會利用水體上方的大型草本植物及鄰近樹林停棲及伺機捕食水中魚類；洋燕及棕沙燕多於排水溝渠及美濃溪上方來回飛越捕食飛蟲，偶會停棲於電線上，小雨燕則在更高的空域飛行覓食；麻雀、紅嘴黑鵯、白頭翁、八哥科及鳩鴿科鳥類則普遍活動於包含人工構造物的各類環境。
	(c) 哺乳類

	兩次(枯、豐水期)哺乳類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紀錄有家鼷鼠1種1隻次，於濱溪草生地活動(圖4.5.2-1、表4.5.2-6)。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兩棲爬行類調查共記錄兩棲類4科4種(表4.5.2-7)及爬行類2科3種(表4.5.2-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以疣尾蝎虎、小雨蛙為較優勢種。
	兩次(枯、豐水期)兩棲爬行類調查共記錄兩棲類4科4種(表4.5.2-7)及爬行類2科3種(表4.5.2-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以疣尾蝎虎、小雨蛙為較優勢種。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工程周邊土地使用為住宅區與商業區，枯水期僅於工區河道中紀錄到零星澤蛙與貢德氏赤蛙，躲藏於河道兩側濱溪植被帶中鳴叫，河道中緩流水域與濱溪植被底層提供蛙類於枯水期間躲藏。豐水期則於工程旁之美濃菸葉輔導站中一處水池記錄到小雨蛙、澤蛙，皆偏好於靜水域繁殖，此處水源穩定，且較無蛙類天敵，吸引大量蛙類前來使用。
	爬行類記錄有壁虎科的疣尾蝎虎、密疣蝎虎以及斑龜。靠近工區最上游區段之潭區，則有捕獲原生種斑龜記錄，疣尾蝎虎則適應人類居住環境，棲息於排水渠道沿線護岸與住宅牆面，並聚集於路燈下方捕食昆蟲，為調查記錄到最多之爬行類，本次調查同時記錄到引進種密疣蝎虎，於2018年於愛河邊被記錄，須注意其擴散情形注意(圖4.5.2-1)。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記錄到蜻蛉目2科5種，為青紋細蟌、褐斑蜻蜓、侏儒蜻蜓、霜白蜻蜓(中印亞種)、杜松蜻蜓。記錄物種大多棲息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常見於池塘、溪流、沼澤等靜水或流水附近，環境適應力強，屬於低海拔水域常見種類(表4.5.2-9)。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4科6種(表4.5.2-10)，底棲生物3科3種(表4.5.2-11)。原生魚類包含鯉及鬍鯰，引進種則有高體高鬚魚、高身鯽、豹紋翼甲鯰、雜交吳郭魚，螺貝類記錄僅有福壽螺1種，蝦蟹類甲殼類發現1科2種為臺灣沼蝦及日本沼蝦(圖4.5.2-1)。

	4.5.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5.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5.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5.3-2)，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4.5.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本案未邀請NGO團體，由機關以設計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參與供意見(表4.5.4 -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提出7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5.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5.4-2)。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4.5.4 -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109/3/30)與豐水期(109/7/29)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表4.5.1-2、圖4.5.1-4)。結果現顯示(1)預定工區內缺乏濱溪植生、潭區和蜿蜒度；(2)兩岸的橫向連結性評分偏低。整體而言，因護岸與固床工設置，降低野溪之物理性棲地品質。本工程為橋梁工程不涉及渠道治理，預期無法提升現地棲地品質。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30)與豐水期(109/7/29)各評估1次 (表4.5.1-2、圖4.5.1-4)，顯示本工程施作前，渠道已有約50公分高的固床工，造成溪床縱向連結性稍差，然仍在可接受範圍。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30)與豐水期(109/7/28)各評估1次(表4.5.1-2、圖4.5.1-4)，顯示本工程在左右岸既有垂直混凝土護岸，因陡直無孔隙和植被形成嚴重橫向阻隔，故評分低。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位於市區內已干擾區，曾有護岸與固床工整治，棲地多樣性較差，橫向連接性已消失。本案為橋梁改善，對於既有棲地之影響低，僅須注意渠道中灘地為親水性鳥類及斑龜之棲地。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5.4-3)。施工前枯水期(109/3/30)與豐水期(109/7/29)各評估1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即已受到嚴重的人為干擾和衝擊。若本案依生態友善原則執行，預期可促進工區環境在干擾後回復之潛勢。


	4.6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
	4.6.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湖內排水流經高雄市湖內區及茄萣區，排水出口匯流至興達港，既有渠道於台17線下游段兩岸大部分為既有之漿砌石護岸，因老舊失修且長期受水流沖刷，部分護岸已有崩塌損壞，且護岸高度不足，逢大潮及汛期豪大雨時常發生溢堤，造成右岸道路淹水無法通行。工程分為兩工區，工區一位於出海口上游約2.3公里處，工區二位於台17線道路下游段，治理長度約600公尺。河道兩側為既有混凝土、襯排以及漿砌塊石等混合工法護岸，本工程，設計採坡面工護岸，護岸改善兩岸合計約600公尺長，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6.1-1。
	(2) 現況概述
	湖內排水位於高雄市湖內區海山里，總長約為4.5公里；主要蒐集湖內區地表逕流以及魚塭排水，本次調查水流量普通、流速平緩，兩側護岸坡度大且鋪面光滑，阻隔水陸域交界過度帶不利生物通行遷徙。右岸既有護岸破裂處因泥土堆積已有草本、藤蔓植物生長覆蓋，左岸整治後之混凝土護岸因鋪面光滑並無植被生長。兩側堤岸外僅有零星喬木生長。渠道底質以礫石、泥沙、有機物碎屑沉積物為主，行水區具淺流、深潭及岸邊緩流，潭區主要出現於既有廢水排放口沖激刷深處，棲地類型多樣性單調。水質因周遭緊鄰漁塭養殖區，水質受漁塭養殖廢水與上游家禽畜...

	4.6.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6.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6.3-2。
	(2) 生態調查結果
	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態調查採取「沿海地區感潮帶及潮間帶生物與濱海植物保育」之相對應調查類型(表3.2.1-1)，並於109年3-4月間及109年7-9月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19科27種，其中包含有草本植物11種、喬木植物9種、灌木1種、藤本植物6種與一種作物(表4.6.4-2)。在本次調查中亦無發現海茄苳(暫無危機,NT)、水筆仔(接近受脅,NT)、五梨跤(國家易危,NVU)或欖李(接近受脅,NT)等紅樹林植物。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範圍內幾無喬木植被，河道兩側以僅有少數草類生長於土坡或破損之護岸。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17科31種鳥類(表4.6.2-5)。
	(ii) 遷移習性

	記錄的鳥類中有19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6種候鳥或過境鳥，6種引進種鳥類，其中黑領椋鳥為不普遍鳥種，其餘出現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記錄的鳥類中無特有種者鳥類，特有亞種有大卷尾、褐頭鷦鶯及白頭翁3種。
	記錄的鳥類中有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1隻次停棲於工區周邊電線上；以及棕背伯勞1種於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中屬於國家易危(VU)物種。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記錄的鳥類中，親水性的鳥類包含紅冠水雞、小白鷺及夜鷺會直接於渠道行水區活動，翠鳥則會於渠道及魚塭周邊的制高點停棲，伺機捕食水中魚類，高蹺鴴、小鷿鷉及鷺科鳥類多於周邊魚塭內覓食，黃頭鷺及埃及聖䴉集中於工區附近一處放乾之魚塭中，黑腹燕鷗會於魚塭上空盤旋，取食魚塭飼料或所飼養的魚苗；大卷尾、紅尾伯勞及棕背伯勞則停棲於開闊處的相對制高處，斑文鳥及扇尾鶯科多於周邊草生地活動，燕科則於工區及周邊上方低空來回飛行覓食飛蟲，麻雀、白頭翁、八哥科及鴿鳩科鳥類則多停棲於電杆、電線及建物等人工構造物上。
	(c) 哺乳類

	兩次(枯、豐水期)哺乳類動物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記錄有家鼷鼠及小黃腹鼠各1隻次，皆是夜間於道路旁草生地活動(圖4.6.2-1、表4.6.2-6)。
	(d) 兩棲爬行類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兩棲類3科3種(表4.6.2-7)及爬行類3科4種(表4.6.2-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以疣尾蝎虎為較優勢種。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工程位置鄰近出海口，且周圍多為魚塭等人為環境，排水渠道水域鹽分較高，較少兩棲類能適應，僅於周邊淡水域中有零星澤蛙、貢德氏赤蛙鳴叫。爬行類記錄以適應人造環境之疣尾蝎虎數量較多，棲息於護岸與魚塭圍牆等，並聚集於路燈下捕食昆蟲，工程周邊數量多。石龍子科紀錄引進種多線真稜蜥與原生種長尾真稜蜥，多線真稜蜥對於人為干擾環境適應力較強，會至開闊地區活動，活動範圍包含馬路、草叢與落葉堆。枯水期於工區旁綠地中紀錄到長尾真稜蜥1隻次，周邊茂密的綠地提供良好的爬行類動物棲息地。豐水期於水域發現斑龜聚集，同時記錄成體與幼...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記錄到蜻蛉目1科2種，為褐斑蜻蜓及猩紅蜻蜓；褐斑蜻蜓分布於靜水池塘、水田、沼澤等水域，通常停棲較低的地面或草枝，環境適應力強。猩紅蜻蜓，大多棲息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常見於池塘、溪流、沼澤等水域附近，環境適應力強，屬於低海拔水域常見種類。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1科1種(表4.6.2-10)，底棲生物1科1種(表4.6.2-11)。魚類為引進種的雜交吳郭魚，底棲生物為引進種的福壽螺(圖4.6.2-1)。

	4.6.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6.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6.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6.3-2)，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4.6.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本案未邀請NGO團體，由機關以設計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參與供意見(表4.6.4-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提出3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6.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6.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109/3/24)與豐水期(109/7/27)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表4.6.1-2、圖4.6.1-4)。結果現顯示預定工區內自然基質多樣性、河床底質包埋度、湍瀨出現頻率、堤岸植生等評分項目的評分均低。整體而言，在預定工區既有溝渠化環境下，野溪物理性棲地多樣性與品質降低。因護岸與固床工設置，低野溪之物理性棲地品質。本工程為既有護岸之修復，預期無法提升現地棲地品質。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床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24)與豐水期(109/7/27)各評估1次(表4.6.1-2、圖4.6.1-4)，顯示本工程施作前，渠道無既有固床工或壩堰，溪流縱向連結性仍屬順暢。需要注意的是，該溪段程節附近魚塭廢水與廢棄物，水質呈厭氧惡臭，屬於棲地化學因子的劣化，可能阻斷水生生物上下溯游。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30)與豐水期(109/7/28)各評估1次(表4.6.1-2、圖4.6.1-4)，顯示本工程在左右岸既有光滑的斜坡混凝土護岸和防汛道路，因無孔隙和植被形成嚴重橫向阻隔，故評分低。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位於養殖區內已嚴重干擾區，曾有排水渠道整治，汙染嚴重，棲地多樣性與縱橫向連接性已消失。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6.4-3)。施工前枯水期(109/3/24)與豐水期(109/7/27)各評估1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即已受到高度的人為干擾和衝擊。


	4.7 永安區北溝排水第三期護岸整治工程
	4.7.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北溝排水位於高雄市永安區境內西北側，屬於高雄市管區域排水，集水區範圍內之土地使用主要為村落及魚塭，下游於興達電廠南側出海至臺灣海峽；目前因既有排水渠道斷面不足，且渠道內管線密布及兩岸海茄苳根系茂密，造成土砂淤積阻礙水流，加上漲潮影響排水功能，致周邊聚落於豪大雨期間常有溢淹風險，使鄰近永安、新港聚落長年遭受水患之苦，因此辦理「永安區北溝排水第三期護岸整治工程」；工程位於出海口上游約2K+100至3K+620處，現有排水寬度約6-8公尺，預計依治理計畫拓寬至14公尺，工程長度約1520公尺，護岸採預力...
	(2) 現況概述
	「永安區北溝排水第三期護岸整治工程」預定工區為沿海地區感潮帶排水渠道，渠道兩岸沿線富有屬於紅樹林植物的海茄苳生長，渠道之鬱閉度高，為鄰近地區少有之綠廊，調查期間可觀察到多種鳥類利用現地之海茄苳樹林，渠道兩側之海茄苳呼吸根間可發現仔魚棲息活動。渠道水流平緩，工區下游區段的前期護岸及河道拓寬工程已進入施工階段，紅樹林植物已遭移除，水質因工程擾動亦有混濁。施工前之地景空拍及現地照片記錄如圖4.7.1-2、圖4.7.1-3，依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附錄十六)所作之施工前、後棲地評估紀錄如表4.7...

	4.7.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7.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7.2-2：
	(2) 生態調查結果
	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態調查採取「沿海地區感潮帶及潮間帶生物與濱海植物保育」之相對應調查類型(表3.2.1-1)，並於109年3-4月及7-9月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12科15種，其中包含有草本植物10種、喬木植物2種、藤本植物2種以及蕨類1種，目前無發現稀有植物(表4.7.4-2)。調查中無發現水筆仔(接近受脅,NT)、五梨跤(國家易危,NVU)或欖李(接近受脅,NT)等受脅紅樹林植物。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範圍除排水渠道兩側具有帶狀之海茄苳樹林，其餘多以魚塭分界之土堤為主，主要以零星之濱海植被為大宗，少見有喬木植物。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17科29種鳥類(表4.7.2-5)。
	(ii) 遷移習性

	記錄的鳥類中有20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4種候鳥或過境鳥，5種引進種鳥類，記錄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種類。
	(iii) 保育類及特有種

	記錄的鳥類中無特有種，特有亞種計有褐頭鷦鶯、樹鵲及白頭翁3種。
	記錄的鳥類中有珍貴稀有保育類黑翅鳶1隻次，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2隻次，分別停棲於治理範圍周邊之電線上方及樹枝(圖4.7.2-1)。記錄的鳥類依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包含棕背伯勞1種屬於易危(VU)物種。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所記錄的鳥類中，主要會利用工區內海茄苳林的物種以扇尾鶯科、斑文鳥、翠鳥、樹鵲、斯氏繡眼及白頭翁為主，其中翠鳥會利用水體上方樹枝停棲及覓食，其餘種類多於樹冠層活動；小白鷺、大白鷺、夜鷺、高蹺鴴、小環頸鴴及磯鷸主要活動於工區周邊之魚塭環境，前三者活動於養殖中的魚塭，後三者活動於曬坪中的魚塭；紅冠水雞及黃小鷺則活動於周邊草澤化的閒置魚塭；八哥科、鴿鳩科、燕科、棕背伯勞、麻雀及白頭翁等鳥類主要活動或停棲於工區周邊的聚落、電線及電杆等人工構造物上。
	(c) 哺乳類

	兩次(枯、豐水期)哺乳類動物調查期間，目擊有家鼠屬1隻次及臭鼩2隻次，皆是夜間於渠道旁土坡草生地活動(表4.7.2-6)。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兩棲類2科2種(表4.7.2-7)及爬行類2科2種(表4.7.2-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以疣尾蝎虎為較優勢種，其餘物種僅記錄個位數。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工程位置鄰近除海口，且周圍多為魚塭等人為環境，水域鹽分較高，水域無兩棲爬行類動物使用。陸域部分以適應人為環境之疣尾蝎虎記錄到數量最多，為住家環境常見爬行類，棲息於住家建築物牆面與魚塭土堤植物體上，多棲息魚塭岸邊植物灌叢捕食昆蟲(圖4.7.2-1)。魚塭、路面旁草叢與落葉堆為多線真稜蜥、黑眶蟾蜍棲地。推測周邊植物灌叢與海茄苳形成的綠帶提供兩棲爬行類動物棲息，並沿綠帶移動至周邊棲地，為此處重要廊道。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記錄到蜻蛉目1科2種，為猩紅蜻蜓及褐斑蜻蜓。紀錄物種大多棲息分布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常見於池塘、溪流、沼澤等靜水或流水附近，環境適應力強，屬於低海拔水域常見種類。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9科14種(表4.7.2-10)，底棲生物4科4種(表4.7.2-11)。魚類包含尾紋雙邊魚、魯雙邊魚、虱目魚、環球海鰶、黑體塘鱧、尖頭塘鱧、食蚊魚、帆鰭花鱂、頭紋細棘鰕虎、清尾鯔鰕虎、董氏異鱗鱵、大鱗龜鮻、鯔及食蟹荳齒蛇鰻，皆為河口魚類，另有養殖逸出的龍虎斑；底棲生物包含螺貝類的殼菜蛤科二枚貝，群聚分布於堤岸旁土堤邊緣，以及蝦蟹類的斑點擬相手蟹(神妙擬相手蟹)、鈍齒短槳蟹以及日本沼蝦(表4.7.2-11)。

	4.7.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永安區北溝排水第三期護岸整治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7.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提出相關之生態友善建議，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a)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生態友善建議

	本計畫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7.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7.3-2)。
	(b) 專家顧問意見諮詢

	本計畫依「永安區北溝排水第三期護岸整治工程」工程內容及現地狀況，諮詢臺南市新化社區大學吳首賢老師、森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郭玉麟技師及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郭一羽教授等3位生態及工程相關之專家顧問，上述專家顧問之意見彙整如下：
	(i) 沿岸地區紅樹林呼吸根之間的微棲地為仔魚等水生生物棲息與躲避的場所，唯在生態保護與生命財產安全相互衝突時較難推行生態友善措施。建議可採單側施工或拉長各期工程間隔的方式，幫助紅樹林復原。
	(i) 沿岸地區紅樹林呼吸根之間的微棲地為仔魚等水生生物棲息與躲避的場所，唯在生態保護與生命財產安全相互衝突時較難推行生態友善措施。建議可採單側施工或拉長各期工程間隔的方式，幫助紅樹林復原。
	(ii) 臨海地區之排水，於雨季時常因潮汐造成排水主流無法排水，而使上游水位上漲，建議除整治排水渠道外，亦可評估於出海口設置水閘門與抽水機協助排水。
	(ii) 臨海地區之排水，於雨季時常因潮汐造成排水主流無法排水，而使上游水位上漲，建議除整治排水渠道外，亦可評估於出海口設置水閘門與抽水機協助排水。
	(iii) 沿海地區排水之拓寬，可增加滯洪量而降低淹水機率，有其必要性。但在工程安全與維持通洪的前提下，可於護岸基腳營造孔隙空間，如在護岸基腳堆疊不被水流沖走大小的塊石等，提供水生生物棲息，同時保護基腳。
	(iii) 沿海地區排水之拓寬，可增加滯洪量而降低淹水機率，有其必要性。但在工程安全與維持通洪的前提下，可於護岸基腳營造孔隙空間，如在護岸基腳堆疊不被水流沖走大小的塊石等，提供水生生物棲息，同時保護基腳。


	4.7.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永安區北溝排水第三期護岸整治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本案未邀請NGO團體，由生態團隊諮詢本案專家顧問，並由機關以設計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參與供意見(表4.7.4-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永安區北溝排水第三期護岸整治工程」提出9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7.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7.4-2)。
	「永安區北溝排水第三期護岸整治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4.7.4 -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109/3/24)與豐水期(109/7/23)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表4.7.1-2、圖4.7.1-4)。結果現顯示預定工區內接近出海口，自然基質多樣性、河床底質包埋度、湍瀨出現頻率等評分項目的評分均低。需注意的是，工區已屬感潮段濱海溝渠，偏低之次指標為正常現象。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床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24)與豐水期(109/7/23)各評估1次(表4.7.1-2、圖4.7.1-4)，顯示本工程施作前，渠道無既有固床工或壩堰，溪流縱向連結性順暢。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30)與豐水期(109/7/28)各評估1次(表4.7.1-2、圖4.7.1-4)，顯示本工程在左右岸雖為自然坡岸，然因邊坡坡度與落差仍大，故評分低。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有紅樹林植物分布，為潛在陸蟹棲地。然為處理該區淹水問題，現有渠道必須拓寬加固，因此必須移除。目前已建議護岸基腳培土、保留支流種源與利用營造方式補償棲地損失等方式，與設計單位討論中，希望能保留該段溪的自然恢復潛勢。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7.4-3)。施工前枯水期(109/3/24)與豐水期(109/7/27)各評估1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即已受到高度的人為干擾和衝擊。


	4.8 後勁溪排水中山高9K+375護岸治理工程
	4.8.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後勁溪排水主流流經高雄市楠梓區及仁武區，長度約12.8公里，屬於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整體集水區面積約73.45km2，包括後勁溪排水主流、獅龍溪排水及曹公新圳排水等主要支流排水系統，集水區範圍內之土地使用主要為工業區及住宅區，零星為農耕地、造林地、公園綠地及魚塭，下游於左營軍港北側出海至臺灣海峽。目前後勁溪排水中上游段9K+375鄰近高速公路處，尚餘左岸約185公尺未設置護岸，因此辦理本工程(圖4.8.1-1)，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8.1-1。
	後勁溪排水主流流經高雄市楠梓區及仁武區，長度約12.8公里，屬於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整體集水區面積約73.45km2，包括後勁溪排水主流、獅龍溪排水及曹公新圳排水等主要支流排水系統，集水區範圍內之土地使用主要為工業區及住宅區，零星為農耕地、造林地、公園綠地及魚塭，下游於左營軍港北側出海至臺灣海峽。目前後勁溪排水中上游段9K+375鄰近高速公路處，尚餘左岸約185公尺未設置護岸，因此辦理本工程(圖4.8.1-1)，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8.1-1。
	(2) 現況概述
	「後勁溪排水中山高9K+375護岸治理工程」位於興亞橋下游段約350公尺處，為後勁溪中、下游區段，渠道緊鄰國道一號，河道寬廣且水流量充足、流速平緩水深亦足夠，兩側裸露土坡及灘地有圓石、卵石堆積，河道中則多為泥沙及有機碎屑沉積，兩側灘地零星草生植物生長，時有小白鷺、紅冠水雞、磯鷸等水鳥棲息活動，惟因水質狀況欠佳，水域環境生物相較為單調；預定工區右岸為台糖造林地，範圍遼闊為鄰近地區重要之野生動物棲地，護岸整治工程已完工，現為懸臂式混凝土護岸，工區下游左岸亦為既有混凝土垂直護岸，高度超過200公分，阻斷...

	4.8.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8.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8.2-2：
	(2) 生態調查結果
	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態調查採取「市區區域排水渠道之環境營造」之相對應調查類型(表3.2.1-1)，並於109年3月及7-9月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7科14種植物，，其中包含有草本植物7種、喬木植物2種、灌木植物1種、藤本植物4種，目前無發現稀有植物(表4.8.2-4)。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範圍人為干擾嚴重，現地機無植被，僅可見少數草類生長，大多裸露，無高大喬木。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24科35種鳥類(表4.8.2-5)。
	(ii) 遷移習性

	記錄的鳥類中有25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5種候鳥或過境鳥，5種引進種鳥類，上述物種除池鷺為不普遍鳥種外，其餘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iii) 保育類及特有種

	記錄的鳥類中，為特有種鳥類者有小彎嘴及五色鳥2種，特有亞種鳥類有南亞夜鷹、小雨燕、黑枕藍鶲、褐頭鷦鶯、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及大冠鷲等8種。
	記錄的鳥種中有珍貴稀有保育類大冠鷲1隻次，自工區上空飛越，以及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1隻次，停棲於治理範圍周邊之電線上方。依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記錄鳥種皆為無滅絕風險之種類(圖4.8.2-1)。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調查期間所記錄的鳥類中，主要會利用工區內岸際灘地及淺水域覓食活動的物種為翠鳥、白鶺鴒、小環頸鴴、磯鷸、紅冠水雞及鷺科物種，黑枕藍鶲、小彎嘴、樹鵲、斯氏繡眼、紅嘴黑鵯、赤腹鶇、鵲鴝及五色鳥住要於周邊樹林及零星樹木活動，灰頭鷦鶯、褐頭鷦鶯及麻雀主要於周邊零星草生地活動，南亞夜鷹於夜間停棲於人工林旁之車道上，小雨燕及燕科鳥類多於空中飛行覓食，喜鵲、白頭翁、八哥科及鴿鳩科則多停棲於人工構造物上。
	(c) 哺乳類

	兩次(枯、豐水期)哺乳類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共記錄有哺乳類動物2目3科3種，白鼻心及赤腹松鼠是於右岸人工林中發現，前者僅發現足跡，後者則有目擊於樹上活動，小黃腹鼠則是夜間於左岸之工地圍籬旁目擊其活動(圖4.8.4-1、表4.8.4-4)。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兩棲類2科2種(表4.8.2-7)及爬行類2科2種(表4.8.2-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無明顯優勢種。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左岸濱溪植被生長茂密，提供爬行類動物棲息，灘地植物中記錄到雨傘節，雨傘節偏好棲息於水域邊等潮濕環境，緩坡有利於其至水邊活動。濱溪植被帶為兩棲爬行類動物爬行廊道，建議保留土坡，以利後續濱溪植被生長。
	右岸人工林中記錄到斑龜與澤蛙，此處為自然底質，吸引斑龜前來產卵，積水形成臨時性靜水域吸引澤蛙前來繁殖使用。本計畫於後勁溪三項工程的調查中，皆有記錄到斑龜棲息，為後勁溪重要爬行類動物議題(圖4.8.2-1)。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記錄到蜻蛉目2科5種，為青紋細蟌、褐斑蜻蜓、侏儒蜻蜓、霜白蜻蜓(中印亞種)、杜松蜻蜓，皆屬於平地到低海拔常見種類(表4.8.2-9)。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3科3種(表4.8.2-10)，無底棲生物。包含引進種麗魚科的雜交吳郭魚以及引進種鱧科的線鱧、甲鯰科的豹紋翼甲鯰(圖4.8.5-1)，螺貝類記錄僅有福壽螺1種，蝦蟹類甲殼類則無發現紀錄共記錄(表4.8.5-1)。

	4.8.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後勁溪排水中山高9K+375護岸治理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8.3-1。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後勁溪排水中山高9K+375護岸治理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8.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提出相關之生態友善建議，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a)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生態友善建議

	本計畫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8.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表4.8.3-2)。
	(b) 現地工程說明會

	本計畫協助治理單位於109年9月16日辦理現地工程說明會，邀請關心在地議題及生態之NGO代表至現場瞭解工程內容及所採取的友善措施(圖4.8.3-2)，當日出席人員之意見彙整如下(詳見附錄七)：
	(i) 保留或營造濱溪灘地
	‧因本案位置非水流攻擊岸，建議局部保留溪床上之施工便道，於完工後供濱溪植物生長，以及水鳥、蛙類及班龜等動物棲息與利用。
	(ii) 設置動物逃生坡道

	‧本溪段右岸為人為干擾較少之人造林，亦紀錄有白鼻心足跡，建議右岸後續工程設置動物通道，以供棲息於人造林之動物往返溪床及樹林。


	4.8.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後勁溪排水中山高9K+375護岸治理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則是以生態檢核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和NGO參與供意見(表4.8.4-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後勁溪排水中山高9K+375護岸治理工程」提出8項生態友善建議(表4.8.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8.4-2)。
	「後勁溪排水中山高9K+375護岸治理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4.8.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109/3/25)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表4.8.1-2、圖4.8.1-4)。結果現顯示(1)預定工區內渠道化，缺乏溪床自然基質，包埋度評分低，幾乎無潭區和湍瀨，棲地多樣性較低；(2)兩岸的濱溪植生帶和橫向連結性評分，因既有護岸設置而偏低。整體而言，因渠道化治理，使野溪應有之多樣化特徵降低。建議持續追蹤，以瞭解本工程設計與營造對既有棲地品質之提升程度和效益。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25)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 (表4.8.1-2、圖4.8.1-4)，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因此溪床落差介於20-50公分縱向通透性尚可。然而在指標評估要項外，發現該區緊鄰台塑仁武廠等工業區，水質等化學因子可能是不利水生生物上溯的另一因子。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25)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表4.8.1-2、圖4.8.1-4)，顯示本工程在左右岸既有垂直混凝土或土坡護岸，因陡直無孔隙和植被形成嚴重橫向阻隔，故評分低。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現為渠道形式，干擾嚴重棲地狀況不佳。右岸有一台糖人工林，屬於較佳之棲地，曾發現白鼻心出沒。該溪段為斑龜出沒區應注意高灘地之保留、營造，與緩坡設計。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8.4-3)。施工前枯水期(109/3/25)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即已受到嚴重的人為干擾和衝擊。若本案依生態友善原則執行，預期可促進工區環境在干擾後回復之潛勢。


	4.9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
	4.9.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後勁溪排水主流流經高雄市楠梓區及仁武區，長度約12.8公里，屬於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整體集水區面積約73.45km2，包括後勁溪排水主流、獅龍溪排水及曹公新圳排水等主要支流排水系統。目前後勁溪排水上游段的仁武橋(10K+420)經高速公路橋(10K+691)至台塑段管架橋(11K+540)為主流最束縮之瓶頸河段，豪大雨期間洪水無法即時排至下游，經常導致上游曹公新圳水位壅高造成淹水，因此以高速公路橋為界，上下游分別辦理「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10K+691～11K+540)及本工...
	後勁溪排水主流流經高雄市楠梓區及仁武區，長度約12.8公里，屬於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整體集水區面積約73.45km2，包括後勁溪排水主流、獅龍溪排水及曹公新圳排水等主要支流排水系統。目前後勁溪排水上游段的仁武橋(10K+420)經高速公路橋(10K+691)至台塑段管架橋(11K+540)為主流最束縮之瓶頸河段，豪大雨期間洪水無法即時排至下游，經常導致上游曹公新圳水位壅高造成淹水，因此以高速公路橋為界，上下游分別辦理「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10K+691～11K+540)及本工...
	(2) 現況概述
	「高雄市仁武區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預定工區位於仁武橋上游段與中山高速公路間區段，長度約100公尺，水流流速平緩，河道中多為泥沙及有機碎屑沉積包埋既有消波塊，因水質狀況欠佳，水域環境生物相甚為單調，兩側為既有混凝土、襯排以及漿砌塊石等混合工法護岸，目前於既有護岸基礎處局部有土砂、卵石及水泥塊堆積，形成濱溪灘地及局部草生地，時有扇尾鶯科、紅冠水雞、麻雀、斑文鳥等鳥類及斑龜棲息活動。兩側土地使用現況以工業廠房或倉庫為主，僅左岸鄰近高速公路處有因農地停作後由先驅植物構成之林地，林地旁則有成排樟樹...

	4.9.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9.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9.2-2：
	在水域生態方面，參考《高雄縣河川魚類誌》對後勁溪魚類的記載（鄭水萍，1996），上游段有塘虱魚，屬於較耐汙染的魚種；中下游段一度無魚，河口的魚種較多（烏魚、吳郭魚、印度牛尾魚、大眼海鰱、虱目魚、日本海鰻…等）。中山大學的《後勁溪下游及河口附近海域海洋生物調查》（莫顯蕎、陳宏遠 1980 ）顯示，在後勁溪中、下游的興中橋、中和橋間沒有發現任何魚種。
	(2) 生態調查結果
	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態調查採取「市區區域排水渠道之環境營造」之相對應調查類型(表3.2.1-1)，並於109年3-4月及7-9月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16科23種植物，，其中包含有草本植物8種、喬木植物7種、藤本植物4種及4種灌木，無發現稀有植物(表4.9.2-4)。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範圍人為干擾嚴重，工區兩側以工業用地為主，現地機無植被，僅可見少數草類生長於護岸裂隙，大多裸露。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17科28種鳥類(表4.9.2-5)。
	(ii) 遷移習性

	記錄的鳥類中有19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5種候鳥或過境鳥，4種引進種鳥類，紀錄之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記錄的鳥類中無特有種鳥類，特有亞種鳥類有褐頭鷦鶯、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及鳳頭蒼鷹等5種。
	記錄的鳥種中有珍貴稀有保育類鳳頭蒼鷹2隻次，自工區上空飛越，以及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1隻次，停棲於治理範圍周邊之樹木。依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記錄鳥種皆為無滅絕風險之種類(圖4.9.4-1)。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記錄的鳥類中，主要會利用工區內岸際灘地及淺水域覓食活動的物種為紅冠水雞、小環頸鴴、磯鷸及鷺科鳥類；會利用濱溪草生地的有斑文鳥、麻雀、翠鳥、白頭翁及扇尾鶯科鳥類，其中翠鳥會利用水體上方的大型草本植物及鄰近樹林停棲及伺機捕食魚類，上述其他鳥類則於草生地取食草籽或捕食昆蟲；燕科鳥類會於溝渠上空來回飛越捕食飛蟲；紅鳩、八哥科及鶺鴒科鳥類主要停棲於兩岸的人工構造物或防汛道路上；樹鵲及紅嘴黑鵯則棲息活動於鄰近的樹木或樹林間。
	(c) 哺乳類

	兩次(枯、豐水期)哺乳類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共記錄有哺乳類動物1科1種(表4.9.2-6)，為赤腹松鼠於右岸樹林中活動。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兩棲類1科1種(表4.9.2-7)及爬行類2科2種(表4.9.2-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以斑龜(7隻)為較優勢種。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工程周邊以住宅區與工廠為主，且緊鄰道路。現況為混凝土護岸，龜鱉類不易攀爬，紀錄到斑龜停棲於浮出水面之混凝土塊與樹枝曬太陽，為後勁溪重要爬行類動物議題，同時記錄到外來種紅耳龜。左岸廢棄果園為此區域較完整綠地，記錄到多線真稜蜥於樹林底層活動，綠鬣蜥於混凝土護岸上曬太陽，受驚擾跳入河道中躲避。本工程記錄到外來種綠鬣蜥與多線真稜蜥，皆為高雄市區常見外來種爬行類動物(圖4.9.2-1)，兩棲類僅記錄澤蛙1隻次，於周邊綠地中鳴叫。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記錄到蜻蛉目2科4種，為青紋細蟌、蜻蜓科的猩紅蜻蜓、霜白蜻蜓(中印亞種)及杜松蜻蜓等，皆屬於平地到低海拔常見種類(表4.9.2-9)。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4科5種(表4.9.2-10)，底棲生物1科1種(表4.9.2-11)。所記錄之魚類皆為引進種，分別為線鱧、豹紋翼甲鯰、雜交吳郭魚、橘色雙冠麗魚及絲鰭毛足鬥魚，底棲生物則為引進種的福壽螺1種，無蝦蟹類記錄。

	4.9.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後勁溪排水中山高9K+375護岸治理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8.3-1。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後勁溪排水中山高9K+375護岸治理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8.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提出相關之生態友善建議，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a)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生態友善建議

	本計畫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9.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9.3-2)。
	(b) 現地工程說明會

	本計畫協助治理單位於109年9月16日辦理現地工程說明會，邀請關心在地議題及生態之NGO代表至現場瞭解工程緣由及給予設計單位設計建議(圖4.9.3-2)，當日出席人員之意見彙整如下(詳細會議記錄見附錄七)：
	(i) 保留周邊樟樹、果樹及畸零地次生林
	‧後勁溪兩岸土地利用率高，僅存之綠地已相對少見，建議保留本段工程左岸之樟樹及畸零地次生林，並於施工過程中以警示帶圈圍標示，避免遭到移除或作為施工堆置區。
	‧高速公路橋下堤頂道路旁之樟樹或芒果樹建議保留不擾動，若因工程需求有移除之必要，建議擬定相對應之補償措施。
	‧生態保全對象(如樹木、果園等棲地)及生態保育措施(位保全對象拉設警示帶)應納入施工計畫書及履約項目，請施工廠商每月定期填寫生態檢查表，並回報監造單位及生態團隊。
	(ii) 營造多元水域棲地

	‧溪床既有預鑄塊間形成的空間為外來種吳郭魚喜好之繁殖空間，治理工程如仍保留既有預鑄塊，建議以混凝土鑿塊或疏浚土砂覆蓋，減少吳郭魚繁殖空間，以利原生魚種復育，亦可改善渠道景觀。


	4.9.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則是以生態檢核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和NGO參與供意見(表4.9.4 -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提出11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9.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9.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109/3/26)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表4.9.1-2、圖4.9.1-4)。結果現顯示(1)預定工區內缺乏溪床自然基質，包埋度評分低，幾乎無潭區；(2)兩岸的濱溪植生帶和橫向連結性評分偏低。整體而言，因三面工護岸設置，使野溪應有之特徵消失，建議持續追蹤，以瞭解本工程營造對棲地品質之提升程度和效益。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26)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 (表4.9.1-2、圖4.9.1-4)，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透無礙。然而在指標評估要項外，也發現既有渠道化嚴重，長距離水流湍急，無暫棲休息之處，亦不利水生生物上溯。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26)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表4.9.1-2、圖4.9.1-4)，顯示本工程在左右岸既有垂直混凝土護岸，因陡直無孔隙和植被形成嚴重橫向阻隔，故評分低。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現為渠道形式，上有仁武橋與高鐵橋，在物理、化學和生物面相之干擾均嚴重，棲地狀況不佳。雖以外來種如吳郭魚為優勢，該溪段仍有斑龜出沒，應注意高灘地之保留、營造，與緩坡設計。左岸有一廢棄果園，屬於較佳之棲地。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9.4-3)。施工前枯水期(109/3/26)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即已受到嚴重的人為干擾和衝擊。若本案依生態友善原則執行，預期可促進工區環境在干擾後回復之潛勢。


	4.10 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
	4.10.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後勁溪排水主流流經高雄市楠梓區及仁武區，長度約12.8公里，屬於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整體集水區面積約73.45km2，包括後勁溪排水主流、獅龍溪排水及曹公新圳排水等主要支流排水系統。目前後勁溪排水上游段的仁武橋(10K+420)經高速公路橋(10K+691)至台塑段管架橋(11K+540)為主流最束縮之瓶頸河段，現況為坡面工渠道通水能力不足且有淤積，豪大雨期間洪水無法即時排至下游，經常導致上游曹公新圳水位壅高造成淹水，因此以高速公路橋上下游為界，分別辦理「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
	後勁溪排水主流流經高雄市楠梓區及仁武區，長度約12.8公里，屬於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整體集水區面積約73.45km2，包括後勁溪排水主流、獅龍溪排水及曹公新圳排水等主要支流排水系統。目前後勁溪排水上游段的仁武橋(10K+420)經高速公路橋(10K+691)至台塑段管架橋(11K+540)為主流最束縮之瓶頸河段，現況為坡面工渠道通水能力不足且有淤積，豪大雨期間洪水無法即時排至下游，經常導致上游曹公新圳水位壅高造成淹水，因此以高速公路橋上下游為界，分別辦理「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
	(2) 現況概述

	4.10.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10.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10.2-2：
	在水域生態方面，參考《高雄縣河川魚類誌》對後勁溪魚類的記載（鄭水萍，1996），上游段有塘虱魚，屬於較耐汙染的魚種；中下游段一度無魚，河口的魚種較多（烏魚、吳郭魚、印度牛尾魚、大眼海鰱、虱目魚、日本海鰻…等）。中山大學的《後勁溪下游及河口附近海域海洋生物調查》（莫顯蕎、陳宏遠 1980 ）顯示，在後勁溪中、下游的興中橋、中和橋間沒有發現任何魚種。
	(2) 生態調查結果
	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態調查採取「市區區域排水渠道之環境營造」之相對應調查類型(表3.2.1-1)，並於109年3-4月及7-9月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16科32種，其中包含有草本植物18種、喬木植物5種、藤本植物5種與4種灌木，無發現珍貴稀有或紅皮書受脅植物(表4.10.2-4)。
	(ii)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範圍人為干擾嚴重，工區兩側以工業用地為主，渠道兩側既有之濱溪淡水草澤狀況良好，可觀察到多種鳥類於此處活動。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17科30種鳥類(表4.10.2-5)。
	(ii) 遷移習性

	記錄的鳥類中有20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6種候鳥或過境鳥，4種引進種鳥類，物種除黃頭扇尾鶯及池鷺為不普遍鳥種外，其餘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iii) 保育類及特有種

	記錄的鳥類中無特有種鳥類，特有亞種鳥類有小雨燕、黃頭扇尾鶯、褐頭鷦鶯、白頭翁等4種。
	記錄的鳥種中有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3隻次，停棲於治理範圍左岸鄰近高速公路處的農地樹林。依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記錄鳥種皆為無滅絕風險之種類(圖4.10.2-1)。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調查期間所記錄的鳥類中，主要會利用工區內濱溪草生地的物種以扇尾鶯科、斑文鳥、麻雀、東方大葦鶯、翠鳥、綠繡眼及白頭翁為主，其中翠鳥會利用水體上方的大型草本植物停棲及捕食魚類，上述其他鳥類則於草生地取食草籽或捕食昆蟲；高蹺鴴、小環頸鴴、磯鷸、紅冠水雞及鷺科鳥類則於岸際淺水域覓食活動，八哥科、鴿鳩科及灰鶺鴒主要停棲於兩岸的人工構造物或防汛道路上。
	(c) 哺乳類

	兩次(枯、豐水期)哺乳類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未紀錄到哺乳類動物。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兩棲類1科1種(表4.9.2-7)及爬行類2科2種(表4.9.2-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以疣尾蝎虎為較優勢種，斑龜次之。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工區周圍以工業區為主，兩側受工廠圍牆包圍，兩棲類記錄有澤蛙1種，於護岸上方通路的土質積水所形成之臨時靜水域繁殖；河道中濱溪植被帶草本植物茂盛，調查記錄到斑龜於河道中混凝土塊、灘地上曬太陽。夜間以疣尾蝎虎最優勢，多集中於工廠圍牆上與灌叢植物體上覓食。同時於工區亦記錄有外來種綠鬣蜥與多線真稜蜥，皆為高雄常見外來種爬行類動物，於護岸上曬太陽，受驚擾後躲藏至邊溪植被或跳入水中(圖4.10.2-1)。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記錄到蜻蛉目3科6種，為細蟌科的青紋細蟌、琵蟌科的脛蹼琵蟌、蜻蜓科的猩紅蜻蜓、侏儒蜻蜓、霜白蜻蜓以及杜松蜻蜓等，皆屬於平地到低海拔常見種類(表4.10.3-8)。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4科5種(表4.9.2-10)，無底棲生物。所記錄之魚類皆為引進種，分別為鱧科的線鱧、花鱂科的孔雀花鱂、甲鯰科的豹紋翼甲鯰及麗魚科的雜交吳郭魚。

	4.10.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8.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提出相關之生態友善建議，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a)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生態友善建議

	本計畫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10.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10.3-2)。
	(b) 現地工程說明會

	本計畫協助治理單位於109年9月16日辦理現地工程說明會，邀請關心在地議題及生態之NGO代表至現場瞭解工程緣由及給予設計單位設計建議(圖4.10.3-2)，當日出席人員之意見彙整如下(詳細會議記錄見附錄七)：
	(i) 清淤土砂汙染處理與防制
	‧肯定本工程已建立完善之清淤土砂汙染處理與防制措施。
	‧建議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加強落實施工前中後之汙泥檢測與後續處理措施追蹤。
	‧建議將汙染防制措施之執行狀況、檢測結果及工作進度等資訊公開，以供民眾參考與檢視。
	(ii) 護岸設計採多孔隙複式斷面

	‧贊同本案採複式斷面護岸，並肯定設計單位利用打除之混凝土塊與土砂拋鋪於護岸基腳，除可保護護岸基礎外，亦有利於濱溪植物生長，所營造之孔隙亦可供水生生物作為棲避空間利用。
	(iii) 適度保留濱溪植被帶

	‧建議分段清疏及施工，適度保留部分濱溪灘地及濱溪植被，供斑龜、鳥類等生物暫時棲避與躲藏
	(iv) 保留周邊次生林

	‧工區左岸鄰近中山高之次生林狀況良好，建議保留不擾動，並於工程期間以警示帶等圈圍標示，避免於施工期間遭到意外移除。
	(v) 外來種移除

	‧本工程於調查過程中，曾紀錄有外來種綠鬣蜥，施工階段建議可會同農業局進行移除，減少綠鬣蜥族群數量。


	4.10.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則是以生態檢核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和NGO參與供意見(表4.10.4-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提出7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10.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10.4-2)。
	「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4.10.4-2。
	「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4.10.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109/3/26)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表4.10.1-2、圖4.10.1-4)。結果現顯示(1)預定工區內渠道化，溪床自然基質與包埋度評分較低，少潭區，棲地多樣性較低；(2)兩岸的濱溪植生帶寬度因渠道化和護岸設置而偏低。整體而言，本溪段因渠道化治理，使野溪應有之多樣性特徵降低。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26)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 (表4.10.1-2、圖4.10.1-4)，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透性佳。然而在指標評估要項外，發現該區緊鄰台塑仁武廠等工業區，水質等化學因子可能是不利水生生物上溯的另一因子。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26)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表4.10.1-2、圖4.10.1-4)，顯示本工程在左右岸既有斜坡混凝土護岸，有利斑龜通行出沒，故評分較佳。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現為渠道形式，為台塑仁武廠廠區圍繞，工區下游左岸有一林地與樹王公，屬於較佳之棲地，施工前已被移除，渠道兩側有高灘地與濱溪植被形成，底泥在該流域經年工業排放汙染下具有害物質如重金屬或其他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累積疑慮，在物理、化學和生物面相之干擾均嚴重，棲地狀況不佳。雖以外來種如吳郭魚為優勢，該溪段仍有斑龜出沒，應注意高灘地之保留、營造，與緩坡設計。


	4.11 林園排水治理工程(10k+181~11K+300)(第三之二期)與林園排水左岸整治工程
	4.11 林園排水治理工程(10k+181~11K+300)(第三之二期)與林園排水左岸整治工程
	4.11.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林園排水位於高雄市大寮區及林園區境內，排水渠道流路長度約17.74km（包含林園排水主流本身14.59km 及翁公園排水3.15km），集水區面積約56.38km2，大部分護岸老舊且通水斷面不足，造成周邊低窪地區淹水狀況嚴重。林園排水10K+181~14K+594 渠段河道狹窄，並有瓶頸段阻礙水流，於102年8月29日遭逢康芮颱風挾帶豪雨，排水不及，致洪水溢流，且汛期時常因大雨水位壅高溢堤至民宅及台25線，危害民眾生命安全及車輛行駛安全，造成鳳林二路嚴重淹水，交通中斷，本區段既有護岸堤頂低於規劃堤...
	(2) 現況概述
	本計畫預定工區位於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二路西側，渠道貫穿林園工業區，由北向南匯入高屏溪河口，治理長度約1,200公尺。河道兩側為既有混凝土、襯排以及漿砌塊石等混合工法護岸，本次調查水流量大但流速平緩，兩側護岸垂直高聳，阻隔水陸域交界過度帶不利生物通行遷徙。河床中央及兩側高灘地有草生、藤蔓及灌木植被生長分布，兩側堤岸外有灌叢、喬木、竹林的植生綠帶。河道中多為泥沙及有機碎屑沉積，水質因承接鄰近工業區之廢汙水與民生汙水等，水色呈褐色且混濁，靠近工區下游段有工程進行中，其土方堆置河道中，泥沙流入水體更導致水質...

	4.11.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工程計畫目標排水渠道以及其鄰近範圍之生態調查文獻資料闕如，故僅能蒐集較接近工程位置且棲地環境水域或有連通與關聯性等條件之調查樣站或記錄點位資訊，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調查之參考(表4.11.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11.2-2：。
	(2) 生態調查結果
	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態調查採取「區域排水之環境營造」之相對應調查類型(表3.2.1-1)，於109年3-4月間及109年7-9月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23科39種，其中包含有草本植物11種、喬木植物7種、灌木植物5種、藤本植物2種，無發現特有種或稀有植物(表4.1.2-4)。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範圍人為干擾嚴重，僅可見少數草類生長，大多裸露，左岸為垂直護岸，因鄰近道路，現地機無植被，又岸具有小片樹林，可見多種鳥類活動其中。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17科24種(表4.11.2-5)。
	(ii) 遷移習性

	調查期間所紀錄之鳥類中有18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2種候鳥或過境鳥，4種引進種鳥類，紀錄之物種除遊隼、八哥及栗翅鷹為不普遍物種外，其餘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兩季記錄的鳥類中計有特有種小彎嘴1種，特有亞種鳥類有八哥、黑枕藍鶲、大卷尾、褐頭鷦鶯、樹鵲及白頭翁等6種。
	調查期間共記錄有珍貴稀有保育類遊隼、八哥及栗翅鷹等3種各1隻次，以及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1隻次；調查時遊隼及栗翅鷹於鳳山丘陵上空飛行，其中栗翅鷹因戴有腳環，可能為合法飼養的放飛鳥或逸鳥，八哥停棲於高壓電塔上，紅尾伯勞停棲於治理範圍周邊農地旁之樹枝上方。依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八哥屬於瀕危(EN)鳥種(圖4.11.2-1)。
	(v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調查期間所記錄的鳥類中，若依數量推估可能之優勢種群，以白尾八哥(34隻次)、紅鳩(34隻次)、洋燕(23隻次)及白頭翁(19隻次)為較優勢鳥種。
	調查期間所記錄的鳥類中，翠鳥、紅冠水雞及鷺科鳥類會活動於渠道行水區，黑枕藍鶲、紅尾伯勞、大卷尾、小彎嘴、樹鵲、斯氏繡眼及扇尾鶯科等鳥類主要活動於周邊的草生地、路樹及樹林間，麻雀、八哥科及鴿鳩科多利用電桿、路燈、建物等人工構造物棲息，燕科則於渠道及周邊低空來回飛行覓食飛蟲。
	(c) 哺乳類

	兩次(枯、豐水期)哺乳類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紀錄有一筆鼠科家鼠屬動物的路殺記錄(圖4.11.2-1、表4.11.2-5)。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紀錄5科5種16隻次(表4.11.2-6)，調查紀錄的物種中，以引進種綠鬣蜥為較優勢種。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工區周邊以工廠為主，右岸緊鄰鳳林二路，現況為垂直混凝土護岸，落差高，動物不易跨越，護岸基礎生長濱溪植被，提供動物棲息。物種主要棲息於河道中，記錄到斑龜與引進種紅耳龜於河道中活動，現況護岸不利龜鱉類攀爬，僅利用河道中灘地與石塊停棲。兩棲類僅記錄適應乾燥環境之黑眶蟾蜍1種。
	本工程記錄到最多數量之物種為引進種綠鬣蜥，為高雄常見引進種爬行類動物，十分適應人工溝渠環境，以濱溪植被為食，於岸邊陸域、樹上棲息，受驚擾跳入水中躲避，並同時記錄成體、亞成體，推測此處有綠鬣蜥繁殖(圖4.11.2-1)。
	(e) 蜻蜓類

	豐、枯水期調查皆無發現記錄物種。
	(f) 水生生物

	本計畫分別於109年3月12、24及25等3日，以及8月18、19等2日，就工區及其周邊進行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紀錄有5科6種的魚類(表4.11.2-7)，分別為引進種魚類花鱂的食蚊魚、孔雀花鱂、麗魚科的雜交吳郭魚以及甲鯰科的豹紋翼甲鯰，螺貝類則有引進種螺貝類福壽螺，以及螺貝類福壽螺1科1種，蝦蟹類甲殼類則無發現(表4.11.2-8)。
	此區底質以卵石、礫石、泥沙、有機物碎屑沉積、鋼筋混凝土塊以及倒木為主，水流量大具淺流、淺瀨及岸邊緩流，潭區主要出現於既有跌水工及壩體刷深處，棲地類型多樣性尚可。周遭緊鄰工業區，水質受其排汙影響現況不佳，水色呈黃褐色且濁度偏高，水面浮有汙物且河床及兩側灘地裸露處多有垃圾堆積(圖4.11.2-1)。

	4.11.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林園排水治理工程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11.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提出相關之生態友善建議，相關檢核表詳附件五。
	(a)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生態友善建議

	本計畫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11.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11.3-2)。
	(b) 現地工程說明會

	本計畫協助治理單位於109年9月16日辦理現地工程說明會，邀請關心在地議題及生態之NGO代表至現場瞭解工程緣由及給予設計單位設計建議(圖4.11.3-2)，當日出席人員之意見彙整如下(詳細會議記錄見附錄七)：
	(i) 工區及周邊重要環境資源指認
	‧工區部份右岸的濱溪植被狀況良好，建議後續右岸治理工程適度保留既有綠帶，以供生物棲息及利用。
	(ii) 渠道治理設計建議

	‧本案工程因緊鄰鳳林公路，用地限制較大，如須採懸臂式護岸之治理方式，建議可於護岸基腳拋鋪施工過程所打除之混凝土塊，除可保護基礎外，亦可提供水生生物利用與躲藏。
	‧贊同規劃拆除六座造成瓶頸的橋樑及跨河構造物，並重新建造其中三座，確實改善整體渠道。
	‧右岸不全面設置水防道路。
	‧審視是否有設計動物(包括人)逃生坡道之需要。


	4.11.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林園排水治理工程(10k+181~11K+300)(第三之二期) 」與「林園排水左岸整治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則是以生態檢核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和NGO參與供意見(表4.11.4-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林園排水治理工程(10k+181~11K+300)(第三之二期)」與「林園排水左岸整治工程」提出4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11.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11.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109/3/24)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表4.11.1-3)。結果現顯示(1)預定工區內渠道化，溪床自然基質與包埋度評分較低，棲地多樣性較低；(2)兩岸的濱溪植生帶寬度因渠道化和護岸設置而偏低。整體而言，本溪段因渠道化治理，使野溪應有之多樣性特徵降低。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26)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表4.11.1-2、圖4.11.1-4)，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且水量豐富，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透性佳。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26)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圖4.11.1-4)，顯示本工程在左右岸既有垂直護岸與道路，橫向阻隔高。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周邊有工廠、住宅與農地，物種與棲地議題低。右岸有鳳山丘陵，屬於重要棲地，可發現翠鳥出沒於水陸域間。本工程範圍距離鳳山丘陵林地上有距離，不至於產生干擾。本溪段有外來種綠鬣蜥出沒。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11.4-3)。施工前枯水期(109/3/26)與豐水期(109/8/18)各評估1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即已受到嚴重的人為干擾和衝擊。若本案依生態友善原則執行，預期可促進工區環境在干擾後回復之潛勢。


	4.12 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0K+670~1K+620)(第一期)與拷潭排水中上游左岸治理工程
	4.12 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0K+670~1K+620)(第一期)與拷潭排水中上游左岸治理工程
	4.12.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拷潭排水全長約2.58公里，周圍為農業區與住宅區為主，匯流至下游林園排水，並排入高屏溪；「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0K+670~1K+620)(第一期)」及「拷潭排水中上游左岸治理工程」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5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工程位置如圖4.12.1-1。其中「拷潭排水中上游左岸治理工程」工程內容包含懸臂式護岸313公尺、生態護岸100公尺、生態護岸漸變段26公尺、防汛道路3068平方公尺，詳細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12.1-1及表4.12.1-2。
	(2) 現況概述
	本計畫工區位於高71線東側保福路保福宮下游段，北鄰台88線快速道路及內坑排水，治理長度約600公尺。河道兩側為既有混凝土、襯排以及漿砌塊石等混合工法護岸，本次調查水流量低淺，流速平緩，兩側護岸坡腳灘地有草生、藤蔓及灌木植被生長分布，河道中多為泥沙及有機碎屑沉積包埋既有之卵石與礫石(圖4.12.1-2)。水質因承接鄰近農業排放廢水與工廠、民生汙水等，水色呈黃褐色且混濁，靠近工區下游段有護岸治理應急工程進行中，其土方直接堆置河道中，泥沙流入水體更導致水質惡化，不利生物棲息。施工前以(低坡降地區)野溪治...

	4.12.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12.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12.2-2：
	(2) 生態調查結果
	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生態文獻資料蒐集結果，此工程之生態調查採取「農業地景與近自然溪流生態保育」之相對應調查類型(表3.2.1-1)，於109年3-4月中旬及109年7-9月期間，就工區及周邊進行2次(枯、豐水期)之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及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18科44種植物，於枯水期共紀錄到13科25種植物，於豐水期共紀錄有15科32種，其中草本植物20種、喬木植物13種、藤本植物10種及1種灌木，無發現特有種或稀有植物(表4.12.2-4)。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範圍人為干擾嚴重，工區兩側分別以工業用地及農業用地為主，現地位於內溝排水與拷潭排水間之畸零地有部分植被，渠道中因水泥封底無明顯植被，僅少數耐水植物植物自護岸裂隙中生長而出。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季鳥類調查共記錄20科37種(表4.12.2-5)。
	(ii) 遷移習性

	兩季記錄的鳥類中有23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8種候鳥或過境鳥，6種為引進種，其中黃頭扇尾鶯、池鷺為不普遍鳥種，其餘出現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兩季記錄的鳥類中無特有種鳥類，特有亞種鳥類有小雨燕、大卷尾、褐頭鷦鶯及白頭翁等6種。
	調查期間共記錄有珍貴稀有保育類紅隼1隻次、黑翅鳶2隻次及彩鷸4隻次，其中紅隼及黑翅鳶於工區周邊低空飛行，彩鷸則於工區南側稻田間的溝渠內活動，以及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1隻次，停棲於治理範圍周邊之樹木。依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記錄鳥種皆為無滅絕風險之種類(圖4.12.2-1)。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調查期間所記錄的鳥類中，若依數量推估可能之優勢種群，以麻雀(63隻次)、洋燕(35隻次)及白尾八哥(23隻次)為較優勢鳥種。
	調查期間所記錄的鳥類中，翠鳥、紅冠水雞、小環頸鴴、磯鷸、鶺鴒科及鷺科鳥類主要活動於渠道內的濱水灘地或複式斷面的混凝土溪床上層，其中部分紅冠水雞正在進行育雛，燕科鳥類多於渠道及稻田上方飛行捕食飛蟲，偶而停棲於電線或護岸，小雨燕則於較高空域飛行覓食，斑文鳥、扇尾鶯科鳥類多於到田中活動，麻雀、大卷尾、白頭翁、八哥科及歌鳩科鳥類則多停棲於電杆、電線、建物等各類人工構造物上；田鷸及南亞夜鷹則於周邊農地地面停棲，前者主要於未收穫的田區，後者主要是夜間於剛整地完的農地活動。
	(c) 哺乳類

	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未紀錄到哺乳類動物。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調查共紀錄7科9種46隻次，調查紀錄的物種中，以澤蛙、小雨蛙為較優勢種(表4.12.2-6)。於豐水期紀錄到兩棲類物種數量較多，也記錄到偏好潮濕環境之花浪蛇、草花蛇(表4.12.2-7)。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工程現況為垂直混凝土護岸，本身拷潭排水較無蛙類使用，調查記錄到蛙類多位於工區旁農田水域中鳴叫，以澤蛙、小雨蛙偏好靜水域蛙類為主，聚集於水域、草生地中鳴叫，農田水域為主要繁殖棲地。拷潭排水工程範圍中，僅於護岸排水孔中紀錄引進種亞洲錦蛙。
	爬行類記錄花浪蛇與草花蛇，皆為偏好水域環境之蛇類，棲息於低海拔水質良好區域，周邊無汙染農田為其棲地。其中草花蛇對於水域依賴性較高，易受到汙染影響而減少，於2018年調整為保育類三級，調查時記錄到路殺個體，後續應注意路殺議題。工程下游記錄到斑龜於河道中活動，灘地與石塊提供龜鱉類停棲，護岸兩側垂直不利兩棲爬行動物爬行。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中，枯水期調查無記錄到蜻蛉目成蟲；豐水期調查記錄有2科6種，分別為細蟌科的青紋細蟌、蜻蜓科的褐斑蜻蜓、猩紅蜻蜓、侏儒蜻蜓、霜白蜻蜓以及杜松蜻蜓等，皆屬於平地到低海拔常見種類(表4.12.2-8)。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5科5種(表4.12.2-9)。包含鬍鯰科的鬍鯰、引進種麗魚科的雜交吳郭魚以及引進種鱧科的線鱧、甲鯰科的豹紋翼甲鯰，螺貝類記錄僅有福壽螺1種，蝦蟹類甲殼類則無發現紀錄(表4.12.2-10)。

	4.12.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各生物類群因工程施工面臨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12.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提出相關之生態友善建議，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a)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生態友善建議

	本計畫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12.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12.3-1)。
	(b) 現地工程說明會

	本計畫協助治理單位於109年9月16日辦理現地工程說明會，邀請關心在地議題及生態之NGO代表至現場瞭解工程緣由及給予設計單位設計建議(圖4.12.3-2)，當日出席人員之意見彙整如下(詳細會議記錄見附錄七)：
	(i) 渠道治理設計建議
	‧肯定懋霆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納入生態友善措施並設置生態護岸。
	‧生態護岸基腳與渠底尚有約120公分之落差，易造成生物移動之橫向阻隔，建議以局部緩坡或於基腳拋鋪塊石營造緩坡。亦可於固床工與生態護岸銜接處設置動物逃生坡道，以利動物上下生態護岸與溪流，請設計單位評估各方案之可行性。
	‧建議每年編列預算，清淤美濃湖排水泰安橋下游渠道的土砂，以紓緩淹水情況。
	‧治理規劃應優先使用公有土地，減少徵用民地
	(ii) 友善措施建議

	‧生態護岸旁為公有地，可考量增加原生植栽，作為補償及營造。
	(iii) 後續工程建議

	‧拷潭排水的治理應有整體規劃，除改善豪大雨期間的淹水情況外，也應考量居民平日的親水需求，不要只是兩片牆形式的水溝，可利用周邊國有財產屬土地設置親水空間，結合拷潭地區豐富的鳥類生態，營造於水共存的在地特色。


	4.12.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拷潭排水中上游左岸治理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則是以生態檢核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與NGO參與供意見(表4.12.4-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提出15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12.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12.4-2)。
	本計畫就「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提出15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12.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12.4-2)。
	「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0K+670~1K+620)(第一期) 」與「拷潭排水中上游左岸治理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4.12.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109/3/31)與豐水期(109/9/03)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圖4.12.1-2、表4.12.1-3)。結果現顯示溪床底質因既有三面工而下降，右岸的濱溪植生帶因道路而評分偏低。整體而言，因三面工護岸設置，使野溪應有之多樣性特徵消失，建議持續追蹤，以瞭解本工程營造對棲地品質之提升程度和效益。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31)與豐水期(109/9/03)各評估1次(圖4.12.1-2、表4.12.1-3)，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因此溪床落差低，縱向通透尚可。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31)與豐水期(109/9/03)各評估1次(圖4.12.1-2、表4.12.1-3)，顯示本工程在左右岸既有垂直混凝土護岸，因垂直無孔隙和無植被形成嚴重橫向阻隔，故評分低。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現為三面工形式，左岸濱溪植被為較佳棲地，然而在目前地方與工程需求下將被移除，另設計100公尺長的生態護岸補償之。右岸農田區是彩鷸棲地，應予保護。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12.4-3)。施工前枯水期(109/3/31)與豐水期(109/9/03)各評估1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即已受到嚴重的人為干擾和衝擊。若本案依生態友善原則執行，預期可促進工區環境在干擾後回復之潛勢。


	4.13 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1K+620~2K+581)(第二期)
	4.13.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1K+620~2K+581)(第二期)」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5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拷潭排水全長約2.58公里，為林園排水系統支線，總長度約2.58公里，上游發源於拷潭村之丘陵地鎮潭路上游明渠與箱涵交會處，周圍為農業區與住宅區為主，匯流至下游林園排水，並排入高屏溪。主要集水範圍涵蓋拷潭村及內坑村，其排水路整體而言屬於坡度大且水路蜿蜒之渠道，大部分雖已經過整治，但因治理規劃不夠完備，導致整治後斷面時大時小，且通水面積不足，仍...
	(2) 現況概述
	本計畫工區位於高71線西側保福路上游段，北鄰台88線快速道路，治理長度約980公尺。河道兩側為既有混凝土護岸，現勘期間水流平緩，兩側灘地有大量草生、藤蔓植被生長分布，河道中多為泥沙及有機碎屑沉積。承接鄰近民生與工廠排放廢汙水等，水色呈灰黑色混濁且有垃圾及油汙漂浮與水面，水質狀況已惡化呈中高度汙染狀態，不利生物棲息(圖4.13.1-2)。
	豐水期調查期間水量較為豐沛，水流量及流速均較枯水期大，有利於河川自淨作用，水質狀況相較枯水期間稍有改善，部分區段目視可見渠底，但因河道兩側濱溪帶為垂直混凝土護坡，較少植被生長覆蓋，河床底質亦多為混凝土封底或缺乏大型礫石、卵石等多孔隙材質，故不利生物躲藏棲息。施工前將豐、枯水期依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附錄十六)所作之棲地評估紀錄如表4.13.2-2；並將其歸類為「區域排水之環境營造」(表3.2.1-1)。

	4.13.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13.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13.2-2：
	(2) 生態調查結果
	依照表3.2.1-1「區域排水之環境營造」之相對應調查類型，並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分別訂定調查方法如表4.13.2-3。本計畫於109年3月29、30日，就工區及周邊進行枯水期之陸域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成果分述如下：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16科26種，於枯水期共調查到15科21種植物，於豐水期共紀錄有10科19種，其中草本植物11種、喬木植物7種、藤本植物6種、蕨類1種及1種灌木，目前無發現稀有植物(表4.13.2-4)。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範圍人為干擾嚴重，兩側以農業用地為主，上游段之人造林狀況良好建議保留不擾動。
	(a)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季鳥類調查共記錄21科36種(表4.13.2-5)。
	(ii) 遷移習性

	調查期間所紀錄之鳥類中有25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6種候鳥或過境鳥，5種為引進種，其中白腰草鷸、黑鳶及池鷺為不普遍鳥種，其餘出現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兩季記錄的鳥類中無特有種鳥類，特有亞種鳥類有南亞夜鷹、小雨燕、黑枕藍鶲、大卷尾、褐頭鷦鶯、樹鵲、白頭翁及大冠鷲等8種(圖4.13.2-1)。
	調查期間共記錄有珍貴稀有保育類黑鳶1隻次、大冠鷲1隻次於工區及周邊上空飛行。依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黑鳶亦屬於國家易危(NVU)物種。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調查期間所記錄的鳥類中，若依數量推估可能之優勢種群，以麻雀(212隻次)、小白鷺(34隻次)及野鴿(32隻次)為較優勢鳥種。
	因現況渠道寬度較窄，而無明顯濱水灘地，調查期間所記錄的鳥類中，僅翠鳥及紅冠水雞直接於渠道行水區活動，麻雀、大卷尾、斑文鳥、高蹺鴴、小環頸鴴、扇尾鶯科、鶺鴒科、鷸科、鷺科鳥類多於周邊稻田及草生地等較開闊區域活動，其中九月調查時有成群的麻雀在已收割的稻田覓食，小雨燕及燕科分別於高空和稻田及草生地上方低空來回飛行覓食飛蟲，黑枕藍鶲、樹鵲、斯氏繡眼及扇尾鶯科等鳥類主要活動於周邊果園、竹林或零星先驅樹林間，八哥科及鴿鳩科於包括聚落建物的各類環境都可發現，夜間則有南亞夜鷹於開闊地上空飛行鳴叫。
	(c) 哺乳類

	調查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未紀錄到哺乳類動物。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紀錄5科5種兩棲類(表4.13.2-6)以及4科4種爬行類(表4.13.2-7)，調查紀錄的物種中，枯水期以小雨蛙為較優勢種，豐水期記錄到數量較多的兩棲類，以小雨蛙、澤蛙為較優勢種。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工程記錄到數量較多兩棲類動物，拷潭排水現況為混凝土垂直護岸，陡峭不利兩棲爬行類動物移動，調查時無紀錄兩棲類使用，紀錄物種多聚集於工區旁水稻、菱角田等農田水域與草生地中鳴叫，以小雨蛙、澤蛙兩種偏好靜水域水域之蛙類為主，於豐水期紀錄到較多的數量，周邊農田為其重要繁殖棲地。並記錄到引進種斑腿樹蛙於農田中，斑腿樹蛙適應人為干擾環境，已臺灣多處建立族群。
	爬行類記錄到雨傘節與花浪蛇，皆為低海拔水域周邊常見爬行類動物，偏好潮濕環境，花浪蛇對水質要求較高，周邊農田之水域提供此兩種蛇類覓食、棲息。枯、豐水期調查皆有紀錄到雨傘節，為低海拔常見蛇類，適應人為開墾環境(圖4.13.2-1)。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共記錄到蜻蛉目2科9種，分別為細蟌科的青紋細蟌、蜻蜓科的褐斑蜻蜓、猩紅蜻蜓、侏儒蜻蜓、霜白蜻蜓、紫紅蜻蜓、杜松蜻蜓、鼎脈蜻蜓以及較為少見的彩裳蜻蜓等。調查記錄物種除彩裳蜻蜓外大多屬於低海拔至平原地區常見分布於靜水池塘、水田、沼澤環境之種類，環境適應力強。彩裳蜻蜓喜愛棲息環境較偏向低海拔山區之乾淨池塘或沼澤地，具有環境指標的意義(表4.13.2-8)。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5科8種(表4.13.2-9)，枯水期調查無記錄到水生生物；豐水期調查紀錄則包含魚類2科2種，分別為引進種鱧科的線鱧、甲鯰科的豹紋翼甲鯰，螺貝類記錄僅有福壽螺1種(表4.13.2-10)，蝦蟹類甲殼類則無發現紀錄。

	4.13.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各生物類群因工程施工面臨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13.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提出相關之生態友善建議，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a)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生態友善建議

	本計畫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13.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13.3-2)。
	(b) 現地工程說明會

	本計畫協助治理單位於109年9月16日辦理現地工程說明會，邀請關心在地議題及生態之NGO代表至現場瞭解工程緣由及給予設計單位設計建議(圖4.13.3-2)，當日出席人員之意見彙整如下(詳細會議記錄見附錄七)：
	(i) 渠道治理設計建議
	‧若需依前期工程採直立式混凝土護岸設計，請遵從生態團隊給予的建議，如動物(包括人)逃生坡道。
	(ii) 後續工程建議

	‧拷潭排水上游段的渠底較下游段低，豪大雨期間常因排水不及造成上游段周邊淹水，因此拷潭排水治理應有整體規劃，才能減輕拷潭地區的淹水情況。


	4.13.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1K+620~2K+581)(第二期)」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交接施工廠商落實。「外部溝通」則是以生態檢核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與NGO參與供意見(表4.13.4-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1K+620~2K+581)(第二期)」提出14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13.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13.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109/3/31)與豐水期(109/9/03)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圖4.13.1-4、表4.13.1-2)。結果現顯示溪床底質予包埋度評分因既有三面工渠道而下降，濱溪植生帶評分也偏低。整體而言，因三面工護岸設置，使野溪應有之多樣性特徵消失。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31)與豐水期(109/9/03)各評估1次 (圖4.13.1-4、表4.13.1-2)，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因此溪床落差低，縱向通透尚可。惟該溪段水質呈現厭氧汙臭，可能是阻斷縱向連結性之因子。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31)與豐水期(109/9/03)各評估1次(圖4.13.1-4、表4.13.1-2)，顯示本工程在左右岸既有垂直混凝土護岸，因垂直無孔隙和無植被形成嚴重橫向阻隔，故評分低。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現為三面工形式，周邊為農地、工廠與住宅，物種與棲地議題低。為工區上游左岸有一人工林，應予保留。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13.4-3)。施工前枯水期(109/3/31)與豐水期(109/9/03)各評估1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即已受到嚴重的人為干擾和衝擊。若本案依生態友善原則執行，預期可促進工區環境在干擾後回復之潛勢。


	4.14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
	4.14.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流經高雄市旗山區市區，長度約2.6公里，屬於高雄市管區域排水，為配合旗山都市計畫，調整旗山區第五號排水約1K+450~1K+680渠段之流路，並沿渠道兩岸開闢計畫道路(圖4.14.1-1)。詳細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14.1-1。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經費來源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5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預定工區現況為具低水流路之複式斷面三面工渠道，渠道蜿蜒，渠寬約5-6公尺，預計依都市計畫截彎取直，並拓寬渠道至約12公尺，詳細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14.1-1。
	(2) 現況概述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為旗山市區既有之重要區域排水設施系統，沿線為市區聚落，民生汙水大多直接排入渠道，河道中亦有棄置與堆積垃圾，水質狀況不佳。現勘時水位極低且流速平緩，僅渠底低水流路內尚有水流，其餘渠道皆為乾涸狀態(圖4.14.1-2、圖4.14.1-3)。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預定工區位於旗山區民生二街無名橋下游段，為既有之混凝土護岸與襯排塊石(通稱三明治工法)護岸交錯坐落，護岸狀況良好，低水流路兩側有零星草本植物生長分布，大多為龍葵、以及引進種銅錢草、大花咸豐草，兩側土地使用現況住宅區、空置地，部分渠道兩側有人為種植果樹、竹林等，植被分布與鬱閉度良好。本計畫渠道依所在位置環境及現況將其歸類為「市區排水環境營造」之類型(表3.2.1-1)；依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附錄十六)所作之棲地評估紀錄如表4.14.1-2。

	4.14.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蒐集工程位置鄰近範圍(約半徑1公里範圍)近十年內之生態文獻，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水、陸域調查之參考(表4.14.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14.2-2：
	(2) 生態調查結果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18科31種，於枯水期共紀錄有11科14種植物，於豐水期共紀錄有15科24種，其中草本植物11種、喬木植物11種、藤本植物5種、灌木1種及經濟作物1種，無發現保育類及特有種(表4.14.2-4)。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範圍內之溪段皆以水泥化，無濱溪植被，僅可見水涼兩側淤土生長有少量草本植物，兩側以低度管理之農業用地為主。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5目13科22種(表4.14.2-5)。
	(ii) 遷移習性

	調查期間所紀錄之鳥類中有16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3種候鳥或過境鳥，3種為引進種，出現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iii) 保育類及特有種

	兩季記錄的鳥類中無特有種鳥類，特有亞種鳥類有小雨燕、黑枕藍鶲、白頭翁、白環鸚嘴鵯、紅嘴黑鵯、領角鴞等6種。
	調查期間共記錄有1種珍貴稀有保育類領角鴞1隻次，停棲於治理範圍兩側之果園，以及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2隻次，停棲於周邊草生地。依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記錄鳥種皆為暫無危機或無資料之鳥類(圖4.14.2-1)。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調查期間所記錄的鳥類中，小白鷺、夜鷺及鶺鴒科活動於渠道開闊處，兩側農地則時有黑枕藍鶲、斯氏繡眼、紅嘴黑鵯和白頭翁出沒，夜間亦有領角鴞活動，斑文鳥、麻雀、八哥科、鴿鳩科等鳥類多利用空置地、建築物或人工構造物上，赤腰燕會於周邊建築物築巢，並於開闊之空地捕食飛蟲，小雨燕則於工區的較高空處飛行覓食。
	(b) 哺乳類

	調查期間於工區左岸的果樹林中，紀錄有屬於臺灣特有亞種的白鼻心1隻次棲息於果樹上，但單次紀錄無法確定該個體是否固定棲息於預定工區內之果樹林，或為覓食經常往返於周邊山區與果樹林之間(圖4.14.2-1、表4.14.2-6)。
	(c)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兩棲類4科6種(表4.14.2-7)及爬行類4科4種(表4.14.2-8)，調查紀錄的物種中，枯水期無明顯優勢種，豐水期以疣尾蝎虎與史丹吉氏小雨蛙為較優勢種。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工程位於旗山市區，渠道穿越菜園、廢棄果園等綠地，現況為複式斷面三面工，兩棲爬行動物於護岸中無孔隙躲藏，多躲藏於護岸排水孔、雜物堆中，無利用水體，工區旁樹林與菜園中有較多蛙類使用。豐水期調查為大雨後，工區旁樹林、果園底層記錄到史丹吉氏小雨蛙、黑蒙西氏小雨蛙，於積水容器與地面積水處鳴叫、繁殖，此兩種蛙類零星分布於中、南部及東南部地區，平時生活在植物、覆蓋物底層，雨後出現於繁殖棲地，繁殖結束隨即躲回原棲地，其中史丹吉氏小雨蛙屬於不普遍分布，雖非保育類，但「臺灣兩棲類紅皮書名錄」將其列為易危(VU)等級。...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蜓類調查記錄到蜻蛉目2科7種，為猩紅蜻蜓、紫紅蜻蜓、霜白蜻蜓、善變蜻蜓、褐斑蜻蜓、杜松蜻蜓，以及青紋細蟌等(表4.14.2-9)。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2科3種(表4.14.2-10)、螺貝類記錄2科3種(表4.14.2-11)，未發現蝦蟹類，魚類記錄分別有引進種的尼羅口孵非鯽、孔雀花鱂及食蚊魚；螺貝類記錄有小椎實螺以及引進種福壽螺(表4.14.5-3)。並未發現特有種或保育類物種。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到魚類2科3種(表4.14.2-10)、螺貝類記錄2科3種(表4.14.2-11)，未發現蝦蟹類，魚類記錄分別有引進種的尼羅口孵非鯽、孔雀花鱂及食蚊魚；螺貝類記錄有小椎實螺以及引進種福壽螺(表4.14.5-3)。並未發現特有種或保育類物種。

	4.14.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現地環境及生態調查結果，「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14.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14.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14.3-2)，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4.14.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本案未邀請NGO團體，由機關以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參與供意見(表4.14.4-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提出6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14.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14.4-2)。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4.14.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109/3/24)與豐水期(109/7/14)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表4.14.1-2、圖4.14.1-4)。結果現顯示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包埋度、流速水深組合、湍瀨出現頻率、濱溪植生和橫向棲地連結性，評分因既有三面工渠道而低落。整體而言，因三面工護岸設置，使野溪應有之多樣性特徵消失。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24)與豐水期(109/7/14)各評估1次 (表4.14.1-2、圖4.14.1-4)，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因此溪床落差低，縱向通透尚可。惟三面工與低水流路設計可能造成流速增加與缺少暫時避棲休息空間，形成水生生物上溯障礙。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3/24)與豐水期(109/7/14)各評估1次(表4.14.1-2、圖4.14.1-4)，顯示本工程在三面工既有垂直混凝土護岸，因垂直無孔隙和無植被形成嚴重橫向阻隔，故評分低。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兩岸樹林為黑蒙西氏小雨蛙與史丹吉氏小雨蛙棲地，依現階段工程設計，將大部分清除。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14.4-3)。施工前枯水期(109/3/24)與豐水期(109/7/14)各評估1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即已受到嚴重的人為干擾和衝擊。若本案依生態友善原則執行，預期可促進工區環境在干擾後回復之潛勢。


	4.15 梓官區潭子底抽水站治理工程
	4.15.1 工程背景及現況概述
	(1) 工程背景
	「梓官區潭子底抽水站治理工程」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5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潭子底排水周圍為農業區與住宅區為主，匯流至下游典寶溪排水 (圖4.15.1-1)。詳細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15.1-1。
	「梓官區潭子底抽水站治理工程」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5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潭子底排水周圍為農業區與住宅區為主，匯流至下游典寶溪排水 (圖4.15.1-1)。詳細工程內容概要如表4.15.1-1。
	(2) 現況概述
	潭子底排水系統屬典寶溪水系，總長度約1.64公里，為梓官區雨水下水道系統之主要排水幹線，起點自公館路與信興二路路口處，終點至典寶溪排水，沿線為市區聚落，以及農耕地、果園等環境，民生汙水與非農業廢水大多直接排入渠道，河道中亦有棄置與堆積垃圾，水質狀況不佳，除收集市區雨水之外，潭子底排水亦納入都市計畫區外之農田排水。
	本計畫工區位於典寶溪福安橋北側，潭子底排水出流口及兩側，潭子底排水渠道為既有混凝土三面工渠道，現勘期間水流平緩，河道中多為泥沙及有機碎屑沉積，前池預計設置於排水渠道南岸，現況為農耕地，抽水站體預計設置於排水渠道北側，現況為銀合歡優勢之閒置地。潭子底排水承接上游梓官市區之雨水下水道與周邊農田排水，現勘時水體懸浮有大量黑色有機物，水質狀況呈中度汙染狀態，不利生物棲息，渠道內植被分布極少，僅有少數大花咸豐草、構樹、榕屬灌木生長於護岸邊與渠底破碎處 (圖4.15.1-2)。施工前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

	4.15.2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及生態調查結果
	(1) 生態文獻資料蒐集
	工程計畫目標排水渠道以及其鄰近範圍之生態調查文獻資料闕如，故僅能蒐集較接近工程位置且棲地環境水域或有連通與關聯性等條件之調查樣站或記錄點位資訊，作為生態檢核作業及調查之參考 (表4.15.2-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4.15.2-2：
	(2) 生態調查結果
	本計畫依現勘之環境資訊，及表3.2.1-1「市區排水之環境營造」所列之相對應調查類型，於109年9月中旬及109年12月期間分別進行豐、枯水期之水、陸域生態調查，各生物類群調查方法如表4.15.4-3，調查成果分述於以下：
	(a) 植物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有植物16科32種，其中草本植物10種、喬木植物12種、藤本植物5種5種灌木，無發現保育類及特有種(表4.15.2-4)。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範圍人為干擾嚴重，兩側以農業用地為主，鄰近抽水站之荒地多受銀合歡、大黍、美洲含羞草等引進種入侵。
	(b) 鳥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鳥類調查共記錄22科30種鳥類(表4.15.2-5)。
	(ii) 遷移習性

	兩季記錄的鳥類中有22種為留鳥(含兼具候鳥性質者)，5種候鳥或過境鳥，3種引進種鳥類，記錄物種均為普遍常見物種。
	(iii) 特有種及保育類

	兩季記錄的鳥類中無特有種，特有亞種有南亞夜鷹、大卷尾、褐頭鷦鶯、樹鵲、白頭翁、棕三趾鶉及鳳頭蒼鷹等7種。
	調查期間共記錄有珍貴稀有保育類彩鷸、黑翅鳶及鳳頭蒼鷹各1隻次，其他應予保育類紅尾伯勞6隻次，所紀錄之彩鷸為一母鳥，調查時於潭子底渠道內停棲，黑翅鳶及鳳頭蒼鷹分別停棲於工區周邊之電線及電桿上，紅尾伯勞則主要停棲於工區周邊樹林邊緣或農地之樹枝上(圖4.15.2-1)。依2016臺灣陸域鳥類紅皮書名錄，記錄鳥種皆為無滅絕風險之種類。
	(iv)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因潭子底排水渠道為三面工渠道，且維持有部分水流而無明顯濱水灘地，調查期間所記錄的鳥類中，僅彩鷸直接於渠道行水區活動，翠鳥、高蹺鴴、青足鷸、紅冠水雞及鷺科等親水性鳥類則於典寶溪主流之灘地活動，斑文鳥、扇尾鶯科等鳥類主要活動於工區周邊的草生地，樹鵲、斯氏繡眼主要活動於周邊零星樹林，大卷尾、麻雀、八哥科及鴿鳩科於各類環境都可發現，燕科鳥類主要工區及周邊上空覓食飛蟲，南亞夜鷹、東方黃鶺鴒、小環頸鴴及棕三趾鶉主要於周邊農地棲息，前三者活動於剛整地後的開闊田地，其中南亞夜鷹多為夜間活動，另外棕三趾鶉偏好躲藏於...
	(c) 哺乳類

	兩次(枯、豐水期)期間沿治理工程範圍未紀錄到哺乳類動物。
	(d) 兩棲爬行類
	(i) 種類組成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兩棲類4科5種(表4.15.2-6)及爬行類4科4種(表4.15.2-7)。記錄到農地常見的小雨蛙、澤蛙等物種，與平地常見爬行類。
	(ii) 棲地利用與調查結果

	調查期間所記錄的兩棲類聚集於工程附近的小型農塘濱水帶。爬行類記錄到疣尾蝎虎及多線真稜蜥，前者於夜間活動於各類人工構造物上，後者則於日間活動於道路邊緣的草生地(圖4.15.2-1)。
	(e) 蜻蜓類

	兩次(枯、豐水期)蜻蛉目1科2種，為褐斑蜻蜓及杜松蜻蜓，主要分布於低海拔水塘、草澤及流速平緩之溪流等環境，適應力強，屬於常見種類；豐水期則有薄翅蜻蜓、褐斑蜻蜓、杜松蜻蜓等1科3種(表4.15.2-8)。
	(f) 水生生物

	兩次(枯、豐水期)調查共記錄魚類2科2種、螺貝類記錄1科1種，未發蝦蟹類，魚類記錄為引進種的尼羅口孵非鯽及鰕虎科(表4.15.2-9)；螺貝類記錄僅有福壽螺(表4.15.2-10)。並未發現特有種或保育類物種(圖4.15.2-1)。

	4.15.3 生態課題分析及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1) 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
	依據各生物類群因工程施工面臨之生態課題及保育對策分述於表4.15.3-1。
	(2) 生態檢核機制操作
	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附錄十二)進行生態檢核相關工作，依照前述現地狀況、調查結果、保育對策，並綜合工程目的、工程內容及建議可行性，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4.15.3-1)，以及提出環境友善建議(彙整於表4.15.3-2)，相關生態檢核表詳附件五。

	4.15.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梓官區潭子底抽水站治理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本案未邀請NGO團體，由機關以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參與供意見(表4.15.4 -1)。
	(2) 功能面評估
	本計畫就「梓官區潭子底抽水站治理工程」提出8項「生態友善措施」(表4.15.3-2)，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表4.6.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枯水期(109/9/24)與豐水期(109/11/20)各評估1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表4.15.1-2、圖4.15.1-2)。結果現顯示(1)預定工區內缺乏溪床自然基質，包埋度評分低，幾乎無潭區；(2)兩岸的濱溪植生帶和橫向連結性評分偏低。整體而言，因三面工護岸設置，使野溪應有之特徵消失，建議持續追蹤，以瞭解本工程營造對棲地品質之提升程度和效益。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9/24)與豐水期(109/11/20)各評估1次 (表4.15.1-2、圖4.15.1-2)，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透無礙。然而在指標評估要項外，也發現既有渠道化嚴重，長距離水流湍急，無暫棲休息之處，亦不利水生生物上溯。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枯水期(109/9/24)與豐水期(109/11/20)各評估1次(表4.15.1-2、圖4.15.1-2)，顯示本工程在左右岸既有垂直混凝土護岸，因陡直無孔隙和植被形成嚴重橫向阻隔，故評分低。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周邊以農地為主，應注意兩棲與爬蟲類議題，在適當營造前池下，有助於增加棲地多樣性，和兩棲與爬蟲類可利用環境。工區所在之潭子底排水為三面工形式渠道，無生態議題。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4.15.4-3)。施工前枯水期(109/11/20)與豐水期(109/9/24)各評估1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即已受到高度的人為干擾和衝擊。



	第五章 高雄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年度)續辦作業
	5.1 五甲尾滯(蓄)洪池工程
	5.1.1 工程背景、進度及內容
	(1) 工程背景
	「五甲尾滯(蓄)洪池工程」位於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土庫排水與五甲尾排水匯流處，嘉興、潭底地區因地勢低窪，每逢豪雨常氾濫成災，影響周邊土地農耕、養殖安全，因此計畫設置五甲尾滯(蓄)洪池，滯(蓄)洪池面積約12.5公頃，預計可提供土庫排水約60萬噸滯洪量，分擔整體流域之排洪壓力，改善滯洪池周邊地區一帶淹水情形，工程位置如圖5.1.1-1。
	(2) 工程進度及內容
	「五甲尾滯(蓄)洪池工程」已於109年2月完成設計，並於109年5月17日開始施工。工程主要內容包含開挖整地、拋石基腳、重力式擋土牆、L型擋土牆、植生坡面、環池維修道路及相關景觀植栽工程等，另有聯通箱涵一座、出流箱涵一座及側溢流堰一座等後續擴充工程，平面配置圖及標準斷面圖如圖5.1.1-2、圖5.1.1-3。

	5.1.2 前期計畫成果概述
	(1) 生態資料蒐集及調查成果
	前期計畫生態資料蒐集，水域生態參考「阿公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艾奕康工程顧問，2012)」中，位於土庫排水及阿公店溪匯流口之前洲橋測站，共紀錄有琵琶鼠、絲鰭毛足鬥魚、孔雀花鱂及尼羅口孵非鯽等3種外來種魚類，日本沼蝦1種蝦蟹類及福壽螺1種外來種螺貝類。陸域生態參考「『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高雄縣管區域排水土庫排水系統規劃報告(萬鼎工程服務，2009)」，共紀錄有20科30種陸域植物、11科13種常見鳥類、2科3種哺乳類、2科4種兩棲類以及4科5種爬行類。
	前期計畫生態調查，於工區範圍內紀錄之水域生物，有羅氏沼蝦1種蝦蟹類(遭棄置於草地，非於實際水域環境發現)及福壽螺1種外來種螺貝類，陸域生物包含黑眶蟾蜍1種兩棲類，及屬哺乳類之未確定種類的蝙蝠。
	(2) 生態評析及生態敏感圖
	(a) 該區已開發作為魚塭、農地與砂石場用途，生態議題少。
	(b) 該工程無生態保全對象。
	(c) 近下圳排水溝處有一強勢外來種銀合歡純林(如圖5.1.2-1所示)，為工區範圍內最大林地，具重大生態隱憂。銀合歡之特徵為羽狀複葉與褐色扁平莢果(長10-15公分)。
	(c) 近下圳排水溝處有一強勢外來種銀合歡純林(如圖5.1.2-1所示)，為工區範圍內最大林地，具重大生態隱憂。銀合歡之特徵為羽狀複葉與褐色扁平莢果(長10-15公分)。
	(d) 五甲尾滯(蓄)洪池工程之生態敏感圖如圖5.1.2-1所示，該工程鄰近區域皆為人為干擾程度較大之環境。
	(d) 五甲尾滯(蓄)洪池工程之生態敏感圖如圖5.1.2-1所示，該工程鄰近區域皆為人為干擾程度較大之環境。

	(3) 環境友善措施
	(a) 減輕：施工時順勢移除工區範圍內銀合歡，以利完工後生態之多樣性。
	(a) 減輕：施工時順勢移除工區範圍內銀合歡，以利完工後生態之多樣性。
	(b) 減輕：滯洪池坡面採植生緩坡，以利坡岸植物生長環境。
	(c) 迴避：限制工區內進行開挖施工並不干擾四周既有區排。
	(d) 減輕：施工時採分區施工方式逐步移除魚塭間隔堤，同時移置龜鱉於已完工安全水域。
	(d) 減輕：施工時採分區施工方式逐步移除魚塭間隔堤，同時移置龜鱉於已完工安全水域。
	(e) 因該滯洪池係以防洪為主，故取消設置生態島之保育對策建議。
	(e) 因該滯洪池係以防洪為主，故取消設置生態島之保育對策建議。
	(f) 改善：請於細部設計時，考量規劃部分區域作為濕地淨化池之可行性，若可行請納入設計圖說。
	(f) 改善：請於細部設計時，考量規劃部分區域作為濕地淨化池之可行性，若可行請納入設計圖說。
	(g)補償：滯洪池周遭植被以原生種或非入侵種為主。

	(4) 民眾參與
	前期計畫未辦理民眾參與。

	5.1.3 本計畫續辦執行內容
	(1) 施工前現勘及環境記錄
	本計畫於108年07月17日及109年03月13日，各進行一次施工前現勘及環境記錄，皆未發現有環境異常狀況，圖5.1.3-1。
	(2) 施工中現勘及環境紀錄
	本計畫於109年06月10日，進行第一次施工中現勘及環境記錄；現勘時，部分施工範圍已搭設施工圍籬，施工機具亦已進場自工區北側開始整地，前期建議移除之銀合歡林已大致清除，整體並未發現有環境異常狀況(圖5.1.3-2)，生態檢核紀錄詳附錄五。
	(3) 施工中變更設計提供植栽建議
	經濟部水利署於110年4月16日進行「五甲尾滯(蓄)洪池工程」工程督導會議，建議水利局強化現有詩作之生態連結，因此會後設計單位進行設計變更，本計畫亦於110年06月01日，在水利局要求優先選用仁武產業園區(原台糖平地造林地)可提供喬木樹種之前提下，協助提供植栽配置原則及物種建議，供設計單位於變更設計參考(圖5.1.3-3)，配置原則簡述如下：
	(a) 考量工區北側為土庫排水及魚塭利用，為使用強度較低之利用方式，保有一定生態豐富度，因此建議滯洪池北堤及臨水側應優先考量生態效益，選用具誘鳥特性之原生植物；而工區東南側因鄰近周邊聚落，則建議考量周邊居民日常休閒需求，建議除北堤外之臨路側可考量景觀美化需求，選用具觀花、觀葉效益之原生或歸化植物。
	(a) 考量工區北側為土庫排水及魚塭利用，為使用強度較低之利用方式，保有一定生態豐富度，因此建議滯洪池北堤及臨水側應優先考量生態效益，選用具誘鳥特性之原生植物；而工區東南側因鄰近周邊聚落，則建議考量周邊居民日常休閒需求，建議除北堤外之臨路側可考量景觀美化需求，選用具觀花、觀葉效益之原生或歸化植物。
	(b) 生態區位建議樹種：
	(i) 喬木：樟樹、茄苳(可近水)、青剛櫟、樹青、香楠、破布子、土密樹(小喬木)、批針葉饅頭果(小喬木)。
	(i) 喬木：樟樹、茄苳(可近水)、青剛櫟、樹青、香楠、破布子、土密樹(小喬木)、批針葉饅頭果(小喬木)。
	(ii) 高水位附近建議可種植灌木增加植被層次：苦林盤、密花苧麻、杜虹花。
	(ii) 高水位附近建議可種植灌木增加植被層次：苦林盤、密花苧麻、杜虹花。

	(c) 景觀區位建議樹種：黃連木、九芎(可近水)、櫸木、烏桕、台灣海桐、大葉欖仁(可近水)、光臘樹(可近水)。
	(c) 景觀區位建議樹種：黃連木、九芎(可近水)、櫸木、烏桕、台灣海桐、大葉欖仁(可近水)、光臘樹(可近水)。


	5.1.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五甲尾滯(蓄)洪池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提報(核定)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已進入施工階段。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交接施工廠商落實(5.1.2節)。以資訊公開作「外部溝通」(表5.1.4-1)。
	(2) 功能面評估
	前期計畫就「五甲尾滯(蓄)洪池工程」提出7項「生態友善措施」(5.1.2節)，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建議後續持續追蹤施工中實施狀況。
	「五甲尾滯(蓄)洪池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5.1.4-2。
	本案屬滯洪池工程，非野溪環境，因此不適用「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縱向棲地連結性」與「橫向棲地連結性」等指標。
	工區屬已開發地區，無重要物種與棲地。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5.1.4 -3)。與施工前(109/1/13)平均分數1.6分比較，施工中(1.2分)略降，整體而言短期效益成效並不佳，表示該區域施工過程對生態具有影響。本案為滯洪池營造，移除既有棲地是必經過程，故工程重點在於完工後是否有足夠棲地營造，增加滯洪池的生態恢復潛勢，建議持續觀察記錄。


	5.2 美濃竹子門排水改善工程(第二工區)
	5.2.1 工程背景、進度及內容
	(1) 工程背景
	「美濃竹子門排水改善工程(第二工區)」位於高雄市美濃區竹子門排水約0K+600至1K+000處(圖5.2.1-1)，竹子門排水因出口段地勢較低，內水不易排除，且渠道未達10年重現期保護標準，因此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00年「美濃地區竹子門排水系統規劃報告」，新設護岸與防汛道路。
	(2) 工程進度及內容
	「美濃竹子門排水改善工程(第二工區)」已於前期計畫期間完成設計，並於109年03月03日開始施工，預計於109年10月28日完工。工程主要內容包含右岸新設護岸49公尺、左岸新設護岸322公尺、左岸新設道路322公尺及其他相關構造等，平面配置圖及標準斷面圖如圖5.2.1-2、圖5.2.1-3。

	5.2.2 前期計畫成果概述
	(1) 生態資料蒐集及調查成果
	前期計畫生態資料蒐集，參考「針對高雄農田水利會轄區復興渠、獅子頭圳應用生態工法可行性之研究(2003，李鴻源)」、「高屏溪河川情勢調查報告(2007，康廷工程顧問)」、「全國湧泉濕地生態資源調查(2012，邱郁文和梁世雄)」、「雙溪流域水生生物及溪濱植群調查及解說資源建置(2013，謝寶森和邱郁文)」、「山區河流階梯-深潭-底棲生物及棲息地特性調查之研究-以高雄市美濃區水底坪溪為例(2013，王世強)」、「高雄美濃農業地景生物多樣性調查及手冊製作計劃(2015，觀察家生態顧問)」等文獻資料，共紀錄...
	前期計畫於107年7月23-23日於工程範圍進行之水域生態調查，共記錄到粗首馬口鱲1種魚類及大和沼蝦1種甲殼類，調查位置詳圖5.2.2-1。
	(2) 生態評析及生態敏感圖
	(a) 本區有豐沛常流水，溪水黑色混濁，研判屬於自然現象。野溪溪床多灰黑底泥，評估為潛在魚類與蛤蚌棲地。
	(a) 本區有豐沛常流水，溪水黑色混濁，研判屬於自然現象。野溪溪床多灰黑底泥，評估為潛在魚類與蛤蚌棲地。
	(b) 預定治理溪段兩岸已形成綠帶，上游尚保留完整面積之植被，是該區域重要之生態廊道、避難所或棲息地。
	(b) 預定治理溪段兩岸已形成綠帶，上游尚保留完整面積之植被，是該區域重要之生態廊道、避難所或棲息地。
	(c) 美濃竹子門排水改善工程(第二工區)之生態敏感圖如圖5.2.2-1所示，圖中標示兩岸濱溪帶為生態高敏感區。

	(3) 環境友善措施
	(a) 減輕：左岸護岸設計採用下部直立式護岸(1:0.1)搭配上部植生緩坡。
	(a) 減輕：左岸護岸設計採用下部直立式護岸(1:0.1)搭配上部植生緩坡。
	(b) 補償：於護岸基腳回填現地卵石。
	(c) 減輕：確認有無固床工之設計，若有固床工之設計，採開口形式設計以維持縱向連續性。
	(c) 減輕：確認有無固床工之設計，若有固床工之設計，採開口形式設計以維持縱向連續性。
	(d) 迴避：除上游部分渠段，因處凹岸攻擊段且未有保護措施，需施作直立式護岸外，不擾動右岸既有植被與濱溪植物帶。
	(d) 迴避：除上游部分渠段，因處凹岸攻擊段且未有保護措施，需施作直立式護岸外，不擾動右岸既有植被與濱溪植物帶。

	(4) 民眾參與
	前期計畫於108年2月18日辦理生態檢核說明會，對象為主辦單位、設計單位與合和里里長，針對此工程之生態檢核之生態調查資料、生態議題與初步擬訂之保育對策進行說明，並蒐集民眾意見供相關單位參考。

	5.2.3 本計畫續辦執行內容
	(1) 施工前環境紀錄
	本計畫於108年07月17日進行施工前現勘及環境紀錄，未發現有環境異常狀況(圖5.2.3-1、圖5.2.3-2)。
	(2) 施工階段環境紀錄及生態檢核
	本計畫分別於109年03月13日、05月04日及09月29日進行施工階段環境紀錄及生態檢核，歷次現勘皆未發現有環境異常狀況(圖5.2.3-3、圖5.2.3-4)，生態檢核紀錄詳附錄七。
	(3) 維管階段環境紀錄
	本計畫於110年01月05日進行維管階段現勘及環境紀錄(圖5.2.3-5、圖5.2.3-6)。

	5.2.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美濃竹子門排水改善工程(第二工區)」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並於施工階段追蹤查核生態檢核之執行(表5.2.4-1)，目前已完工。生態檢核表中所列應執行之項目皆完成，完成度100%(表5.2.4-1)。
	在夥伴關係上，「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交接施工廠商落實。「外部溝通」則是以設計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與NGO參與供意見。
	(2) 功能面評估
	「美濃竹子門排水改善工程(第二工區)」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5.2.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與施工前(107/1/18、108/1/17)評分比較(圖5.2.4-1、表5.2.4-3)。結果顯示(1) 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包埋度、水深流速組合在施工中(109/5/4)與完工後(109/12/24)降低，可能是因為施工期間擾動土砂沉積於溪床，填覆溪床孔隙所致，造成棲地多樣性下降；(2)左岸的濱溪植生帶在施工中(109/5/4) 與完工後(109/12/24)移除而評分下降。整體而言，施工中因護岸設置與植被移除，故評分有降低趨勢。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與施工前(107/1/18、108/1/17)評分比較(圖5.2.4-2、表5.2.4-3)，本工程未設計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施工機具亦未進入溪床擾動，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透性佳無阻隔。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與施工前(107/1/18、108/1/17)評分比較(圖5.2.4-2)，施工中暫時之整坡形成緩坡，評分略增加，完工後(109/12/24)因護岸陡直而降至0分，生物橫向路徑完全阻斷。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此區為龜鱉、田蚌與臺灣石鮒潛勢棲地。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5.2.4-3)。與施工前(108/1/17)平均分數3.0分比較，完工後(1.8分)評分降低，表示施工過程已對生態造成衝擊，後續生態與環境是否回復，須持續觀察。


	5.3 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
	5.3.1 工程背景、進度及內容
	(1) 工程背景
	「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位於高雄市美濃區美濃湖排水約1K+309~2K+145渠段，渠段上游緊接美濃湖溢流口，美濃湖排水渠道現有渠道通洪斷面不足，部分跨渠構造物太低跨距不足，導致淹水，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06年核定「流域綜合治理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美濃湖系統規劃檢討報告」為準則，於美濃湖排水泰順橋上游渠道進行拓寬整建工程，工程範圍為1K+309至2K+145，施作項目為護岸整治836公尺。
	此工程於提報階段原名稱為「中正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1K+309~2K+145)」，後因中正湖改名美濃湖，中正湖排水配合更名為美濃湖排水(經授水字第10820202771號)，工程名稱亦調整為「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
	(2) 工程進度及內容
	「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已於108年10月完成設計，目前仍待用地取得及都市計畫變更。工程主要內容包含右岸新設護岸49公尺、左岸新設護岸322公尺、左岸新設道路322公尺及其他相關構造等，平面配置圖及標準斷面圖如圖5.3.1-2、圖5.3.1-3。

	5.3.2 前期計畫成果概述
	(1) 生態調查成果
	前期計畫於107年7月23-23日進行工程範圍之水域生態調查，記錄到尼羅口孵非鯽、孔雀花鱂、極樂吻蝦虎3種魚類，粗糙沼蝦1種甲殼類，福壽螺1種螺貝類，青紋細蟌、褐斑蜻蜓2種蜻蛉目，小白鷺1種鳥類。根據美濃地區之調查文獻記錄，工程周圍水域曾記錄到高體鰟鮍、圓蚌等受關注物種，因此需要重視水域生態議題。
	(2) 生態評析及生態敏感圖
	(a) 預定整治溪段周邊多已利用開發，僅渠道兩側與鄰接支流溪溝，保留該區少有之植生綠帶形成網絡，為當地重要之動植物棲息地與通行廊道。
	(a) 預定整治溪段周邊多已利用開發，僅渠道兩側與鄰接支流溪溝，保留該區少有之植生綠帶形成網絡，為當地重要之動植物棲息地與通行廊道。
	(b) 預定整治溪段有豐沛常流水，底質為細礫砂質，溪床兩側高灘地形成濱溪植生帶，部分連接陸域植生，為該區水生生物最豐富之溪段。
	(b) 預定整治溪段有豐沛常流水，底質為細礫砂質，溪床兩側高灘地形成濱溪植生帶，部分連接陸域植生，為該區水生生物最豐富之溪段。
	(c) 該地區民眾、社區連結緊密且具生態意識，工程前務必充分溝通。
	(c) 該地區民眾、社區連結緊密且具生態意識，工程前務必充分溝通。
	(d) 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之生態敏感圖如圖5.3.2-1所示，圖中標示該工程之高灘地與坡岸濱溪植生帶分布，且該部分為此計畫區之生態高度敏感區。
	(d) 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之生態敏感圖如圖5.3.2-1所示，圖中標示該工程之高灘地與坡岸濱溪植生帶分布，且該部分為此計畫區之生態高度敏感區。

	(3) 環境友善措施
	前期計畫期間於初步設計階段提出之環境友善建議經與設計單位溝通討論後，摘要如下：
	(a) 減輕：本工程施工係以用地範圍內進行開挖，且設計斷面採緩坡方式設計，以減少開挖範圍，可達到縮減工程規模與限制開挖面。
	(a) 減輕：本工程施工係以用地範圍內進行開挖，且設計斷面採緩坡方式設計，以減少開挖範圍，可達到縮減工程規模與限制開挖面。
	(b) 減輕：後續護岸型式將採自然溪床不封底方式進行設計。
	(c) 減輕：後續護岸型式將採植生緩坡方式設計，可增加護岸孔隙度，降低橫向阻隔，同時以利視覺景觀。
	(c) 減輕：後續護岸型式將採植生緩坡方式設計，可增加護岸孔隙度，降低橫向阻隔，同時以利視覺景觀。
	(d) 以下建議納入後續設計參考：
	(i) 迴避：保留坡岸上既有植生，施工便道走既有道路。
	(ii) 減輕：減少或取消固床工，固床工以無落差和開口設計，降低落差或設置魚道、在枯水期形成低水流路集中水流，以維持渠道縱向暢通和與周邊水域網絡連結。
	(ii) 減輕：減少或取消固床工，固床工以無落差和開口設計，降低落差或設置魚道、在枯水期形成低水流路集中水流，以維持渠道縱向暢通和與周邊水域網絡連結。
	(iii) 減輕：支流溪溝匯口處無落差，或以緩坡或瀨潭交錯設計，降低落差，以維持渠道縱向暢通和與周邊水域網絡連結。
	(iii) 減輕：支流溪溝匯口處無落差，或以緩坡或瀨潭交錯設計，降低落差，以維持渠道縱向暢通和與周邊水域網絡連結。
	(iv) 補償：開挖時保留現地植生種子的土壤表層30公分，完工後回舖裸露面，促進植生帶恢復。
	(iv) 補償：開挖時保留現地植生種子的土壤表層30公分，完工後回舖裸露面，促進植生帶恢復。


	(4) 民眾參與
	前期計畫於108年2月18日邀集工程主辦單位、設計單位、美濃區公所、泰安里里長與中圳里里長，辦理生態檢核說明會，針對此工程之生態檢核之生態調查資料、生態議題與初步擬訂之保育對策進行說明，並蒐集民眾意見供相關單位參考。

	5.3.3 本計畫續辦執行內容
	(1) 施工前環境紀錄
	本計畫於108年11月28日及109年01月13、14日進行施工前環境紀錄，均未發現有環境異常狀況，但於行水區內發現有斑龜個體及白鼻心足跡(圖5.3.3-1、圖5.3.3-2)。
	(2) 環境友善措施討論會
	本計畫於108年7月3日、7月4日協助鴻威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朱家民技師、陳俊廷設計師，分別與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及美濃愛鄉協會劉孝伸前總幹事，就「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1K+309~2K+145)」進行生態議題及環境友善措施討論(圖5.3.3-3)。
	(3) 細部設計報告書審查會
	本計畫於108年9月25日參與「美濃地區美濃湖排水及美濃排水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細部設計報告書審查會，並提出如下環境友善措施:
	(a) 表土保存與回鋪

	贊同原設計使用格框砌石護岸加速完工後植生恢復，建議將表土保存之規劃納入設計圖中，工區開挖整理時保存富含現地植生種子的土壤表層30公分，於完工後回舖護岸格框孔隙與裸露面5-10公分厚，營造適合植被生長之環境，促進植生帶恢復。
	(b) 樹木保留與喬木調查相關事宜

	美濃愛鄉協會劉孝伸老師建議保留位於右岸2K+098既有原生灌木黃荊，並予以標示以免於施工期間遭到移除。本案擬辦之喬木調查，將由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團隊協助標示重要與建議保留之喬木提供設計公司。
	(c) 護岸基礎設置緩坡

	護岸基腳頂端與計畫渠底具有一公尺之落差，形成動物通行的瓶頸。建議於護岸兩側每100公尺交錯設置緩坡以利生物上下河道與護岸。以延伸格框護岸等方式設置緩坡供生物利用，詳細設計方式委由鴻威國際工程顧問公司評估適宜之可行方案。
	(d) 施工期與完工後之河道鬱閉度營造

	野溪兩側原生植被可為溪流水體提供適當遮蔭，良好之濱溪植被鬱閉度可避免水體於烈日曝曬下快速升溫，因本案開挖面積較大並移除濱溪植被，建議於完工後，於河岸兩側設置局部性遮蔭，如以竹竿與稻草蓆製作遮陽架斜插於水計護岸邊，遮蔽局部水體，以模擬天然植被之鬱閉度，降低水溫，供生物躲藏與利用。
	(e) 1K+950~2K+084三面工渠底格框設計

	為使三面工之渠底更符合環境友善理念，贊成鴻威國際工程顧問公司規畫將原設計5公尺之正方形開孔在不影響結構安全前提下加大開孔拋石面積，以增加渠底通透性。
	(f) 1K+950~2K+084三面工完工後維護相關處理

	為權衡環境友善與後續維護管理便利性，建議於辦理民眾參與時偕同在地NGO團體研擬適合本案之友善措施，以減少渠底開孔拋石所造成維護管理上的不便。
	(g) 民眾參與之重要性

	美濃湖排水工程所在地為美濃當地NGO所關注之區域，此外居民連結緊密且具生態意識，建議辦理民眾參與，於工程前充分溝通，廣納各方建議。
	(4) 現地設計說明會
	本計畫於109年02月26日，邀請美濃愛鄉協進會、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惜根臺灣協會及臺南社區大學等關心美濃或高雄地區生態之NGO團體，於工區就「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進行生態議題及環境友善措施討論(圖5.3.3-4)，當日出席人員之意見彙整如下(會議記錄詳附錄七)：
	(a) 應考量多元的治理方案，建議辦理工作坊，充分討論後再定案
	(a) 應考量多元的治理方案，建議辦理工作坊，充分討論後再定案
	(b) 施工機具若需下至溪床施工，應以鋼板樁區隔施工範圍與水流，避免機具輾壓行水區，並需要作好濁度控制，減少干擾水域棲地。
	(b) 施工機具若需下至溪床施工，應以鋼板樁區隔施工範圍與水流，避免機具輾壓行水區，並需要作好濁度控制，減少干擾水域棲地。
	(c) 美湖橋排水匯流口下游溪段，為狀況良好之自然溪段，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在進行治理時，亦應考量設置硬式構造物以外的替代方案，並與在地居民及NGO進行充分討論後再定案。現場已提供幾種方案供水利局參考：
	(c) 美湖橋排水匯流口下游溪段，為狀況良好之自然溪段，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在進行治理時，亦應考量設置硬式構造物以外的替代方案，並與在地居民及NGO進行充分討論後再定案。現場已提供幾種方案供水利局參考：
	(d) 利用鄰近公有地設置滯洪池，降低下游疏洪壓力，並於洩洪時以蜂鳴器警示。
	(d) 利用鄰近公有地設置滯洪池，降低下游疏洪壓力，並於洩洪時以蜂鳴器警示。
	(e) 夏季汛期該區本就休耕，建議以徵用方式將周遭農地設為自然洪氾區，訂定相關配套的補償方式。
	(e) 夏季汛期該區本就休耕，建議以徵用方式將周遭農地設為自然洪氾區，訂定相關配套的補償方式。
	(f) 以適度的週期性清疏河道改善通洪量，取代硬式構造物，留下美濃地區少數僅有之自然土坡溪岸。
	(f) 以適度的週期性清疏河道改善通洪量，取代硬式構造物，留下美濃地區少數僅有之自然土坡溪岸。
	(g) 前述評估後，若仍有工程施作必要，應考量現有的生物棲地，營造適於龜鱉棲息的灘地，以及可供翠鳥築巢的土岸(土層需厚達50公分以上)，並於完工後進行適當地植生養護，使溪岸植生有機會回復至現有的鬱閉度。
	(g) 前述評估後，若仍有工程施作必要，應考量現有的生物棲地，營造適於龜鱉棲息的灘地，以及可供翠鳥築巢的土岸(土層需厚達50公分以上)，並於完工後進行適當地植生養護，使溪岸植生有機會回復至現有的鬱閉度。
	(h) 美濃湖防洪改善工程於107年完工，但108年8月16日的豪雨卻仍造成美濃地區淹水，在進行本工程前，也請水利局一併考量，溢洪道放流水閘門是否於豪雨時可發揮正常效用，以及操作程序是否需要檢討。
	(h) 美濃湖防洪改善工程於107年完工，但108年8月16日的豪雨卻仍造成美濃地區淹水，在進行本工程前，也請水利局一併考量，溢洪道放流水閘門是否於豪雨時可發揮正常效用，以及操作程序是否需要檢討。
	(i) 本案下游的三面工河段亦為第五批次治理工程中之提報案件，建議可與本案進行整體規劃，讓橫溝串連美濃湖、月光山與美濃市區，成為遊憩路徑、維持在地景觀、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等多元性質的場域。
	(i) 本案下游的三面工河段亦為第五批次治理工程中之提報案件，建議可與本案進行整體規劃，讓橫溝串連美濃湖、月光山與美濃市區，成為遊憩路徑、維持在地景觀、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等多元性質的場域。

	(5) 辦理美濃湖排水民眾參與座談會
	美濃湖排水(在地稱橫溝)流域，因長年溢淹災害，水利局近年依據「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高雄縣管區域排水美濃地區排水系統規劃報告」逐步治理。107年至109年間，共規劃3件主要工程，包括第一批次「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與第五批次「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及「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等，以減緩災害潛勢。
	美濃湖排水(橫溝)為美濃在地NGO所關注之水域環境，中正橋下游處直至橫溝區段沿線植被分布多樣，部分溪段鬱閉度高且堤岸頂陸域部分植生綠帶寬度充足，橫溝段之後便進入住宅聚落密集的都會環境，流經泰安橋、永安橋後便與匯入美濃溪主流，主要為串聯美濃湖、美湖橋排水以及沿線民生聚落之渠道，為美濃已開發聚落重要之排水渠道。另一方面，美濃湖排水(橫溝)流域承載了在地的農村風貌、親水記憶和生態價值，成為周邊學校之環境教育場域，同時也是在地觀光產業的重要資產。水利局瞭解經由多方民眾參與與建議，具有協助治理工程更契合地方...
	因此本計畫於109年10月27日，邀請立法委員邱議瑩服務處、市議員朱信強服務處、市議員林富寶服務處、市議員林義迪服務處、泰安里里長、中圳里里長、瀰濃里里長、高雄市美濃區公所、高雄市野鳥學會、東門國小、美濃愛鄉協進會、美濃農村田野學會、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旗美社區大學、南臺灣河溪聯盟以及美濃湖排水流域周遭居民以及利益關係人與會，於高雄市立圖書館美濃分館就「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進行生態議題及環境友善措施討論。
	藉由此次會議，預計達成三項目的：(1) 協助與會關心民眾瞭解美濃湖排水(橫溝)災害歷史與致災原因，說明市府治理規劃與預期效益；(2) 彙整過往與本次會議民眾提出之防災、生態、地景、觀光等需求與期待，匯聚討論焦點；(3) 整合美濃在地溝通平台與市府窗口，建立互信機制(圖5.3.3-5)，當日出席人員之意見彙整工後續治理參考(會議記錄詳附錄七)。
	(a) 美湖橋排水與美濃湖排水匯流口處，濱溪植植被狀況良好，建議保留不擾動(圖一)。
	(a) 美湖橋排水與美濃湖排水匯流口處，濱溪植植被狀況良好，建議保留不擾動(圖一)。
	(b) 美濃湖排水渠道兩側之綠竹叢為重要生物棲木，現勘過程中發現有鷺鷥以及夜鷺棲息利用，建議優先保留。
	(b) 美濃湖排水渠道兩側之綠竹叢為重要生物棲木，現勘過程中發現有鷺鷥以及夜鷺棲息利用，建議優先保留。
	(c) 建議保留樹木詳細座標及現況植物種類請見附檔。若無法回避者應予以移植至工區內不受擾動之區域。
	(c) 建議保留樹木詳細座標及現況植物種類請見附檔。若無法回避者應予以移植至工區內不受擾動之區域。
	(d) 本區建議植栽如下:
	(i) 喬木:樟樹、苦楝、朴樹、水柳、破布子、無患子、稜果榕、榕樹、雀榕、莿桐、魚木、茄苳、九芎
	(i) 喬木:樟樹、苦楝、朴樹、水柳、破布子、無患子、稜果榕、榕樹、雀榕、莿桐、魚木、茄苳、九芎
	(ii) 灌木:臺灣海桐、野牡丹、月橘、月桃、杜虹花、山黃梔
	(ii) 灌木:臺灣海桐、野牡丹、月橘、月桃、杜虹花、山黃梔
	(iii) 藤本:金銀花、越橘葉蔓榕、薜荔
	(iv) 草本:狗牙根、麥門冬、沿階草



	5.3.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則是以生態檢核說明會與NGO座談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與NGO參與供意見(表5.3.4-1)。
	(2) 功能面評估
	前期計畫就「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提出7項「生態友善措施」(5.3.2節) ，本期計畫提出7項，109年02月26日現地設計說明會和109年10月27日美濃湖排水民眾參與座談會，NGO與關心民眾分別建議9項和4項，均彙整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建議持續追蹤後續設計與施工之實施狀況。
	「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5.3.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 (108/4/8、109/1/18)評估2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 (圖5.3.4-1、表5.3.4-2)。結果顯示各項次指標評分均為良好以上，僅因缺乏湍瀨使該項評分下降。
	(d)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 (108/4/8、109/1/18)評估2次 (圖5.3.4-1、表5.3.4-2)，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透無礙。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 (108/4/8、109/1/18)評估2次(圖5.3.4-2)，顯示工區左右岸為既有自然坡岸，部分溪段坡度較大，仍適合龜鱉與白鼻心等生物通行。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 (108/4/8、109/1/18)評估2次(圖5.3.4-2)，顯示工區左右岸為既有自然坡岸，部分溪段坡度較大，仍適合龜鱉與白鼻心等生物通行。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預定治理溪段現為臺灣獼猴、白鼻心和蜻蛉類之棲地，亦為田蚌與臺灣石鮒棲地，在美濃地區是受在地民眾與NGO關注之溪段。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5.3.4-3)。施工前 (108/4/8、109/1/18)評估2次，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生態回復潛勢佳。


	5.4 美濃排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
	5.4.1 工程背景、進度及內容
	(1) 工程背景
	「美濃排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位於高雄市美濃區福安里美濃排水0K+000(與美濃溪匯流處)至1K+263處(圖5.4.1-1)，因排水路未有系統規劃治理，本身通洪斷面不足、部分跨渠構造物梁底太低且跨距不足，導致水位壅高，而依據經濟部水利署98年核定「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高雄縣管區域排水美濃地區排水系統規劃報告」，進行渠道整治工程。
	(2) 工程進度及內容
	「美濃排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已完成設計，目前尚待用地取得及都市計畫變更完成。工程主要內容包含新設L型防洪牆兩岸合計1428.5公尺、新設防汛道路755.3公尺、新設固床工19處及其他相關構造等，平面配置圖及標準斷面圖如圖5.4.1-2、圖5.4.1-3。

	5.4.2 前期計畫成果概述
	(1) 生態調查成果
	前期計畫於107年7月23-23日進行工程範圍之水域生態調查，記錄到尼羅口孵非鯽、孔雀花鱂2種魚類，粗糙沼蝦1種甲殼類，石田螺、福壽螺、瘤蜷3種螺貝類，霜白蜻蜓、粗腰蜻蜓、紫紅蜻蜓與善變蜻蜓4種蜻蛉目，澤蛙1種兩棲類。根據美濃地區之調查文獻記錄，工程周圍水域曾記錄到埔里中華爬岩鰍、高體鰟鮍等受關注物種，因此需要重視水域生態議題。
	(2) 生態評析及生態敏感圖
	(a) 工程範圍上游段之廣善堂旁樹木請勿移除，並以警示帶保護。
	(b) 鄰近月光森林之渠段，優先採用多孔隙、低落差、不封底的固床工與護岸，並於森林側的護岸設計為緩坡(1：1)或設置動物通道，以利動物於森林與溪流間通行。
	(b) 鄰近月光森林之渠段，優先採用多孔隙、低落差、不封底的固床工與護岸，並於森林側的護岸設計為緩坡(1：1)或設置動物通道，以利動物於森林與溪流間通行。
	(c) 固床工中央設計10至20公分之開口，於枯水期能集中水流，以免漫流乾涸。
	(c) 固床工中央設計10至20公分之開口，於枯水期能集中水流，以免漫流乾涸。
	(d) 使用鋼板樁或連續壁等工法控制濁度，降低對環境之干擾。
	(e) 美濃排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之生態敏感圖如圖5.4.2-1所示，圖中標示該工程之高灘地與坡岸濱溪植生帶分布，且該部分為此計畫區之生態高度敏感區。
	(e) 美濃排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之生態敏感圖如圖5.4.2-1所示，圖中標示該工程之高灘地與坡岸濱溪植生帶分布，且該部分為此計畫區之生態高度敏感區。

	(3) 環境友善措施
	前期計畫期間於初步設計階段提出之環境友善建議經與設計單位溝通討論後，彙整如下：
	(a) 減輕：護岸係採混凝土格框加排塊石，塊石孔隙可提供植物生長空間，另固床工亦採無落差方式設計。
	(a) 減輕：護岸係採混凝土格框加排塊石，塊石孔隙可提供植物生長空間，另固床工亦採無落差方式設計。
	(b) 減輕：護岸係採緩坡設計(S=1：1.5)，後續動物可以利用緩坡進行往來。
	(b) 減輕：護岸係採緩坡設計(S=1：1.5)，後續動物可以利用緩坡進行往來。
	(c) 縮小：依據規劃報告及治理計畫指出右岸護岸屬保留，僅進行左岸護岸拓寬整治，因此可以保留廣善堂旁溝圳兩側樹木。
	(c) 縮小：依據規劃報告及治理計畫指出右岸護岸屬保留，僅進行左岸護岸拓寬整治，因此可以保留廣善堂旁溝圳兩側樹木。
	(d) 減輕：排水護岸工程係採鋼板樁進行擋土擋水，藉以降低開挖面以利施工。
	(d) 減輕：排水護岸工程係採鋼板樁進行擋土擋水，藉以降低開挖面以利施工。
	(e) 以下建議納入後續設計參考：
	(i) 減輕：固床工中間略作10-20公分開口或施作魚道，在枯水期集中水流，避免漫流與乾涸。
	(i) 減輕：固床工中間略作10-20公分開口或施作魚道，在枯水期集中水流，避免漫流與乾涸。


	(4) 民眾參與
	前期計畫於108年2月18日辦理生態檢核說明會，對象為主辦單位、設計單位、美濃區公所、福安里里長、關注此工程之民眾，針對此工程之生態檢核之生態調查資料、生態議題與初步擬訂之保育對策進行說明，並蒐集民眾意見供相關單位參考。

	5.4.3 本計畫續辦執行內容
	(1) 施工前環境紀錄
	本計畫於108年07月17日進行施工前環境紀錄，未發現有環境異常狀況 (圖5.4.3-1、圖5.4.3-2)。
	(2) 細部設計報告書審查會
	本計畫於108年9月25日參與美濃排水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細部設計報告書審查會，並提供環境友善建議如下:
	(a) 0K+130.6~0K+312固床工設置低水流路

	本段保護右岸L型護岸之19處固床工，建議局部降低固床工壩高以維持低水流路。
	(b) 護岸基腳拋石培土以利植生恢復

	建議在不影響通洪之下，於基腳處可以拋砌塊石(或利用廢棄混凝土塊)方式，包覆基腳營造緩坡，如有多餘土砂，則培土於塊石縫隙營造約2公尺寬之緩坡灘地，以利濱溪綠帶回復。護岸基腳緩坡灘地之營造，除以上建議外，方法多元。例如可利用以預鑄塊，或是空心磚取代塊石，以增加護岸粗糙度與孔隙度，加速植生回復。工區既有護岸基腳如無濱溪植被，建議亦可適度營造，以利濱溪植群的恢復。

	5.4.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評估
	「美濃排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本案未邀請NGO團體，由機關以說明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參與供意見(表5.4.4-1)。
	(2) 功能面評估
	前期計畫就「美濃排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提出10項「生態友善措施」(5.4.2節)，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並待與設計單位討論可行性，及後續施工階段各項友善措施落實規劃
	「美濃排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執行生態檢核後之「生態效益」，應用5個項目評估，結果簡述於下，與表5.4.4-2。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 (104/9、108/7/17)評估2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圖5.4.4-1、表5.4.4-3)。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已經過治理而渠道化，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河床底質包埋度、流速水深組合、湍瀨出現頻率、堤岸植生、橫向棲地連結性等次指標評分均低，棲地品質劣化。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104/9、108/7/17)評估2次(圖5.4.4-1、表5.4.4-3)，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亦有一定水量，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透無礙。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 (104/9、108/7/17)評估2次(圖5.4.4-2)，顯示工區左右岸為既有垂直護岸，橫向阻隔高。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 (104/9、108/7/17)評估2次(圖5.4.4-2)，顯示工區左右岸為既有垂直護岸，橫向阻隔高。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預定治理溪段位於住宅、道路與農地等已干擾區，物種與棲地議題低。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5.4.4-3)。施工前 (104/9、108/7/17)評估2次，結果顯示預定工區施工前，生態回復潛勢差，既有治理工程可能已造成環境生態永久性改變。


	5.5 美濃山下排水收集系統改善工程先期改善工程0K+100~1K+100
	5.5.1 工程背景、進度及內容
	(1) 工程背景
	「美濃山下排水收集系統改善工程範圍為0k+100-1k+100」位於高雄市美濃區中圳里及瀰濃里間之福美路南側，為美濃排水支流，因排水路未有系統規劃治理，本身通洪斷面不足、部分跨渠構造物梁底太低且跨距不足，導致水位壅高，造成上游於大雨期間易有溢淹狀況，工程位置如圖5.5.1-1。
	(2) 工程進度及內容
	此工程於前期計畫期間已於109年5月完成細部設計，目前尚待用地取得及都市計畫變更完成。施作項目為新設排水溝132.7公尺、排水溝共構灌溉溝557.3公尺、水閘門3處、過路箱涵2處、下田涵版3處及其他相關構造等，平面配置圖及標準斷面圖如圖5.5.1-2、圖5.5.1-3。

	5.5.2 前期計畫完成項目
	(1) 生態資料蒐集
	前期計畫於107年7月23-23日於工程範圍進行之水域生態調查，共記錄到孔雀花鱂1種外來種魚類，瘤蜷、石田螺與福壽螺3種螺貝類，青紋細蟌與霜白蜻蜓2種蜻蛉目。根據美濃地區之調查文獻記錄，工程周圍水域曾記錄到高體鰟鮍、圓蚌等受關注物種，因此需要重視水域生態議題。
	(2) 生態評析及生態敏感圖
	(a) 福美路廣善堂旁溝圳兩側，有成排既有路樹，狀況良好鬱密。廣善堂以上溪段，鄰近月光山森林，生態良好，亦為潛在動物活動區域。
	(a) 福美路廣善堂旁溝圳兩側，有成排既有路樹，狀況良好鬱密。廣善堂以上溪段，鄰近月光山森林，生態良好，亦為潛在動物活動區域。
	(b) 廣善堂下游溝圳已離開山區排入美濃溪，周邊為農地，生態議題少。
	(b) 廣善堂下游溝圳已離開山區排入美濃溪，周邊為農地，生態議題少。
	(c) 美濃排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之生態敏感圖如圖5.5.2-1所示，圖中標示月光森林溪段為生態高敏感區。
	(c) 美濃排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之生態敏感圖如圖5.5.2-1所示，圖中標示月光森林溪段為生態高敏感區。

	(3) 環境友善措施
	(a) 補償：編列樹木移植費用，移植標示之樹木。
	(b) 減輕：規劃排擋水設施，避免土砂、混凝土流入水中，降低對環境之干擾。
	(b) 減輕：規劃排擋水設施，避免土砂、混凝土流入水中，降低對環境之干擾。

	(4) 民眾參與
	前期計畫於108年2月15日針對此工程辦理生態檢核說明會，對象為設計單位、美濃區公所與中圳里里長，針對此工程之生態檢核之生態調查資料、生態議題與初步擬訂之保育對策進行說明，並蒐集民眾意見供相關單位參考。

	5.5.3 本計畫續辦執行內容
	(1) 施工前現勘及環境紀錄
	本計畫於108年07月17日進行施工前現勘及環境紀錄，未發現有環境異常狀況(圖5.5.3-1、圖5.5.3-2)。
	(2) 施工中現勘及環境紀錄
	本計畫於110年01月05日進行施工前現勘及環境紀錄，未發現有環境異常狀況(圖5.5.3-1、圖5.5.3-2)。
	(3) 環境友善措施討論會
	本計畫於108年8月2日至聯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共同討論可行之環境友善措施。
	(4) 出席設計報告書審查會
	本計畫分別於108年11月25日、109年4月15日及6月10日，參與「美濃山下排水收集系統先期改善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細部設計書圖審查會及2次修正審查會，歷次會議所提供環境友善建議如下:
	(a) 細部設計書圖審查會(108年11月25日)：
	(i) 排水渠道底鋪石保護


	贊同原設計於溝底地樑間鋪排卵石，有助於改善溝底孔隙度與垂直通透性之設計，建議可於卵石下方鋪設不織布或細密之鐵網，以防止於洪汛期間大水淘蝕卵石下土砂。
	(ii) 動物友善設施

	建議以斜掛纜繩方式每間隔20公尺設置一個動物逃生通道，纜繩直徑以到6~7公分為佳，有利兩棲爬行類及小型動物利用。
	(iii)美濃山下排水底質維護

	溝底地樑間鋪排卵石，有助於改善溝底孔度與垂直通透性之設計。
	(iv) 用路人員安全考量

	本案之計畫渠底達3.8公尺深，建議同時考量用路人安全，將道路側與排水渠道做適度之區隔。
	(b) 出席細部設計報告書圖(修正)審查會(109年4月15日)：
	(i) 提醒機關在地居民對現行3公尺落差設計具有安全上疑慮


	於109年2月26日的「美濃地區等四件治理工程說明會」中，在地NGO與居民希望考慮居民安全作調整，避免行人、騎士或年長居民不慎跌落之需求。(詳見會議紀錄：高市水區字第10932023800函)。
	(ii) 工程必須移除部分既有路樹時的生態友善建議

	承一，設計公司將以加高加設防護水泥牆、欄杆等做為安全措施，因用地有限，溝旁道路側路樹可能難以保留，有意移植。建議如下：
	‧該路段路樹有潛勢入侵性外來種黃花風鈴木、景觀樹木如小葉欖仁等，有鑑於樹木移植經費高且存活率低，建議外來種樹木可視施工需求移除，並在該段合適處補植相同數量的原生樹種如樟樹、九芎、阿勃勒、無患子或烏心石等樹種。
	‧在美興路與雙峰街附近有十數棵小棵的原生樹種臺灣欒樹 (樹徑約10公分，2-3公尺高)、茄苳(樹徑約10-15公分，2公尺)等，可做移植或是完工後補植相同數量的原生樹種如(1)所建議。
	‧植生工程建議提早執行，並在工程期間每周定期澆水與維護管理。
	(iii) 在水理與安全前提下，放寬渠底卵石鋪設寬度

	目前設計將渠底卵石鋪面寬度縮減至0.5公尺，以增加排水速度，以緩解美興路與雙峰街附近淹水問題。在總工程司有建議墊高路面和改善北側水溝等改善方案可行下，建議盡量在水理和通洪需求可行範圍，擴大卵石段寬度，建議維持至少1公尺寬度以上。
	(c) 細部設計書圖(第二次修正)審查會(109年6月10日)：
	(i) 確認以補植形式補償綠帶


	贊同以補植樟樹之方式補償綠帶。由於該路段路樹以潛勢入侵性外來種黃花風鈴木、景觀樹木如小葉欖仁等為主，且有鑑於樹木移植經費高且存活率低，可於施工中移除，並在該段合適處補植相同數量的原生樟樹。
	(ii) 首例應用斜掛纜繩於排水渠道之逃生通道

	本案為清大生科曾晴賢教授，於墾丁香蕉灣研發斜掛纜繩方式提供陸蟹攀爬逃生後，首例應用於排水渠道，供不慎落入之小型兩棲爬行類動物逃生使用，期望本案完工後持續監測其生態效益，回饋後續U形溝生態友善設計，並予推廣。
	(iii) 贊同渠底卵石鋪面設置

	於渠底使用卵石鋪面並維持至少1公尺寬度，以維持渠底垂直通透性，並提供生物利用孔隙。
	(5) 現地設計說明會
	本計畫於109年02月26日，邀請美濃愛鄉協進會、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惜根臺灣協會及臺南社區大學等關心美濃或高雄地區生態之NGO團體，於工區就「美濃山下排水收集系統改善工程先期改善工程0K+100~1K+100」進行生態議題及環境友善措施討論(圖5.5.3-5)，當日出席人員之意見彙整如下：
	(a) 目前工程設計的渠道深度超過3公尺，雖臨路側設計有塊狀護欄，農田側亦設有護欄，但此深度若有行人、騎士或年長居民不慎跌落，勢必造成危險，希望設計可以考慮居民安全作調整。
	(a) 目前工程設計的渠道深度超過3公尺，雖臨路側設計有塊狀護欄，農田側亦設有護欄，但此深度若有行人、騎士或年長居民不慎跌落，勢必造成危險，希望設計可以考慮居民安全作調整。
	(b) 美濃為高雄重要的休閒觀光區，福美路更是在地熱門的自行車路線，但目前的設計與現有的農村景觀並不搭配，建議可以考慮雙層式的排水渠道，上層維持既有的灌溉渠道景觀，下層則採用排水箱涵供防洪排水專用(如圖5.5.3-4所示)。
	(b) 美濃為高雄重要的休閒觀光區，福美路更是在地熱門的自行車路線，但目前的設計與現有的農村景觀並不搭配，建議可以考慮雙層式的排水渠道，上層維持既有的灌溉渠道景觀，下層則採用排水箱涵供防洪排水專用(如圖5.5.3-4所示)。
	(c)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i) 贊同原設計於灌溉溝壁斜掛纜繩，此將有助於避免小型動物受困於渠道中。
	(i) 贊同原設計於灌溉溝壁斜掛纜繩，此將有助於避免小型動物受困於渠道中。
	(ii) 若維持原設計，建議於排水渠道之繫梁中央設置淺凹槽，此將有助於集中水流維持流心，增加水流的流動性，減少水質發生優養化。
	(ii) 若維持原設計，建議於排水渠道之繫梁中央設置淺凹槽，此將有助於集中水流維持流心，增加水流的流動性，減少水質發生優養化。



	5.5.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
	「美濃山下排水收集系統改善工程先期改善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並於施工階段追蹤查核生態檢核之執行(表5.5.4-1)。生態檢核表中所列應執行之項目於施工後進行評估。
	在夥伴關係上，「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規劃施工廠商落實方案。「外部溝通」則是以設計說明會與NGO座談會方式邀請地方居民與NGO參與供意見。
	(2) 功能面
	前期計畫就「美濃排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提出2項「生態友善措施」(5.5.2節) ，本期計畫提出8項，109年02月26日現地設計說明會NGO與關心民眾建議4項，均彙整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建議持續追蹤後續設計與施工之實施狀況。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 (107/7/18、108/7/17、109/2/26)評估3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圖5.5.4-1、表5.5.4-3)。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已經過治理而渠道化，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河床底質包埋度、流速水深組合、湍瀨出現頻率、堤岸植生、橫向棲地連結性等次指標評分均低，棲地品質劣化。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 (107/7/18、108/7/17、109/2/26)評估3次(圖5.5.4-2、表5.5.4-3)，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亦有一定水量，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透無礙。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 (107/7/18、108/7/17、109/2/26)評估3次(圖5.5.4-2)，顯示工區左右岸為既有垂直護岸，橫向阻隔高。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 (107/7/18、108/7/17、109/2/26)評估3次(圖5.5.4-2)，顯示工區左右岸為既有垂直護岸，橫向阻隔高。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預定治理溪段位於住宅、道路與農地等已干擾區，物種與棲地議題低。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5.5.4-3)。施工前 (107/7/18、108/7/17、109/2/26)評估3次，結果顯示預定工區施工前，生態回復潛勢差，既有治理工程可能已造成環境生態永久性改變。


	5.6 西挖支線(0k+000~1k+450)排水路渠道改善工程
	5.6.1 工程背景、進度及內容
	(1) 工程背景
	「西挖支線(0k+000~1k+450)排水路渠道改善工程」位於高雄市湖內區興達港北側，因其排水護岸未達10年重現期距之保護標準，此工程將針對排水與護岸進行整治，預估改善該區域淹水面積51公頃，工程位置如圖5.6.1-1。
	(2) 工程進度及內容
	「西挖支線(0k+000~1k+450)排水路渠道改善工程」已於109年1月完成設計，目前仍待用地取得及都市計畫變更。工程主要內容包含左岸新設單孔箱涵1,384公尺、過路箱涵8處、雙孔閘門3處及其他相關構造等，平面配置圖及標準斷面圖如圖5.6.1-2、圖5.6.1-3。

	5.6.2 前期計畫成果概述
	(1) 生態資料蒐集
	前期計畫於107年9月2日進行工程範圍之水域生態調查，共紀錄到尼羅口孵非鯽、孔雀花鱂、線鱧3種外來種魚類，日本沼蝦1種甲殼類，青紋細蟌與褐斑蜻蜓2種蜻蛉目；從文獻中蒐集到，工程位置鄰近茄萣濕地與出海口，且有水系相互連接，茄萣濕地之調查文獻中記錄到綠背龜鮻、大棘雙邊魚、大鱗龜鮻等河口和兩側洄游之魚類，為此工程須注意之議題。
	(2) 生態評析及生態敏感圖
	(a) 整治排水周邊皆為魚塭，生態議題少，水面漂浮鱸魚屍體。不分右側溪岸頂部有土壤，生長禾本植被與榕樹，生態議題少。
	(a) 整治排水周邊皆為魚塭，生態議題少，水面漂浮鱸魚屍體。不分右側溪岸頂部有土壤，生長禾本植被與榕樹，生態議題少。
	(b) 西挖支線排水路渠道改善工程之生態敏感圖如圖5.6.2-1所示，圖中標示生態保育措施建議施作之位置。
	(b) 西挖支線排水路渠道改善工程之生態敏感圖如圖5.6.2-1所示，圖中標示生態保育措施建議施作之位置。

	(3) 環境友善措施
	(a) 補償：建議編列樹木移植費用，移植堤岸上現有榕樹。
	(b) 改善：增加水線下生物棲息空間，每50公尺堆疊空心磚一處。

	(3) 民眾參與
	前期計畫未辦理民眾參與。

	5.6.3 本計畫續辦工作內容
	(1) 施工前環境紀錄
	本計畫於108年7月17日進行施工前環境紀錄，未發現有環境異常狀況(圖5.6.3-1)，因工程位置部分位於禁航區內，故未進行正射影像紀錄。
	(2) 參與預算書審查會
	本計畫分別於108年10月18日及109年2月6日參與「西挖支線排水路渠道改善工程」工程預算書審查會及第一次修正審查會(圖5.6.3-2)，並提供環境友善建議如下:
	(a) 工程預算書審查會(108年10月18日)：
	(i) 民眾說明會之重要性


	本工程設計因諸多現實因素，迥異於正常治理設計。建議，準備說帖，在地方說明會，清楚向在地民眾說明本次治理工程之目的緣由、困難考量和路權設計，以減少在地居民對本治理工程的反彈，亦可避免在地NGO團體對本治理工程的片面質疑。
	(ii) 改善原設計生物棲避空間

	原設計在箱涵壁面每隔50公尺鑲嵌空心磚，對生物避棲效益低，建議取消，並調整為以下建議：在不影響通洪之下，於明渠箱涵側與右基腳處，全段或局部，以排疊空心磚或預鑄塊，搭配拋排塊石或廢棄混凝土塊方式，包覆基腳營造孔隙度。以增加護岸基礎粗糙度與孔隙度，除提供生物避棲空間外，亦可減少汛期對護岸與箱涵基礎之淘刷。
	(iii) 箱涵設置開孔連接明渠

	贊同原設計增設箱涵鄰近明渠測之開口。建議在不影響灌排渠道取水之情況下盡量降低開孔位置並加大開孔面積，未來有利於於清疏箱涵內堆積物，同時可增加箱涵與明渠之間通透性，提供生物進出箱涵躲藏與利用之通道。
	(b) 工程計畫書(第一次修正)審查會(109年2月6日)：
	(i) 營造生物棲避空間


	贊同納入初設時生態建議，利用打除混凝土塊，堆置於明渠側兩側基脚，增加生物可利用之孔隙。
	(ii) 優化棲避空間效益

	生態團隊贊同周技師建議，以固床工搭配混凝土塊抛鋪，取代硬舖面。此為具生態友善之作法，有利維持生態之垂直通透性，與底棲生物棲息之空間。
	(iii) 棲避空間工法調整

	生態團隊瞭解因現地環境舆設計之生物可利用性，取消空心磚作為生物避棲空間之決定，改以第一點所述工法替代。亦理解因工程與用地限制，必需移除舊堤上小株榕樹。
	(iv)依工程相關規範處理工程廢棄物

	建議施工依即有工程環保規定管理，妥善處理工程廢棄物。另外提醒如下：
	‧落實鋼板椿與排擋水，控制施工時濁度。
	‧廢水含油汙、油漆、混凝土剩料等勿排放入水體。


	5.6.4 程序面與功能面效益評估
	(1) 程序面
	「西挖支線(0k+000~1k+450)排水路渠道改善工程」在「檢核期程」的「生態檢核辦理階段」，於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生態檢核與專業人員參與，目前正於設計階段討論中，尚未定案。建議後續階段仍應用「程序面評估」，確保生態檢核執行程序的完整度。
	在夥伴關係上，設計階段「內部溝通」順暢，生態專業人員早期即參與，偕同業主與工程團隊共同討論定案生態友善措施，並交接施工廠商落實(表1.2.2-1)。以資訊公開作外部溝通(表5.6.4-1)。
	(2) 功能面
	前期計畫就「西挖支線(0k+000~1k+450)排水路渠道改善工程」提出2項「生態友善措施」(5.6.2節) ，本期計畫提出4項，均彙整提供水利局及設計單位參考，建議持續追蹤後續設計與施工之實施狀況。
	(a)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施工前 (107/7/19、108/7/17)評估2次以掌握自然環境變動幅度 (圖5.6.4-1、表5.6.4-3)。結果顯示工區施工前已經過治理而渠道化，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河床底質包埋度、流速水深組合、湍瀨出現頻率、堤岸植生、橫向棲地連結性等次指標評分均低，棲地品質劣化。除了上述物理性因子外，水污染等化學性因子也可能造成棲地裂化的原因之一。
	(b)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施工前 (107/7/19、108/7/17)評估2次 (圖5.6.4-2、表5.6.4-3)，顯示本工程施作前因無橫向溝造物如固床工和壩堰與改變溪床狀態，亦有一定水量，因此溪床無落差，縱向通透無礙。
	(c)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 (107/7/19、108/7/17)評估2次(圖5.6.4-2)，顯示工區左右岸為既有垂直護岸，橫向阻隔高。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 (107/7/19、108/7/17)評估2次(圖5.6.4-2)，顯示工區左右岸為既有垂直護岸，橫向阻隔高。
	(d)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預定治理溪段位於魚塭區等已干擾區，物種與棲地議題低。
	(e)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5.6.4-3)。施工前 (107/7/19、108/7/17)評估2次，結果顯示預定工區施工前，生態回復潛勢差，既有治理工程可能已造成環境生態永久性改變。


	5.7 順賢宮廣場前農塘排水改善及邊坡處理工程
	5.7.1 工程背景、進度及內容
	(1) 工程背景
	「順賢宮廣場前農塘排水改善及邊坡處理工程」位於高雄市內門區順賢宮廣場前農塘(圖5.7.1-1)，因農塘坡岸受池水沖刷，原自然土堤及環湖道路基腳緩坡流失，故辦理此邊坡處理工程，並藉此拓寬道路，順暢大型車輛進出動線。
	(2) 工程進度及內容
	「順賢宮廣場前農塘排水改善及邊坡處理工程」已於前期計畫期間完成施工。工程主要內容包含擋土牆、版橋、欄杆、坡腳保護工、坡面鋪設稻草蓆、吊橋橋面修復及緊急連絡道工程。

	5.7.2 前期計畫成果概述
	(1) 生態資料蒐集及調查成果
	前期計畫生態資料蒐集，參考「二仁溪河川情勢調查(2007，經濟部水利署第六河川局)」，共紀錄有13種魚類及2種蝦蟹類水域生物。
	前期計畫於107年7月12日於工程範圍進行之水域生態調查，共記錄到錦鯉、尼羅口孵非鯽、紅色吳郭魚及線鱧等4種魚類，擬多齒米蝦1種甲殼類，石田螺、臺灣錐實螺2種螺貝類，弓背細蟌、脛蹼琵蟌、短腹幽蟌、善變蜻蜓及紫紅蜻蜓等5種蜻蛉目。
	(2) 生態評析
	(a) 工區為順賢宮前景觀池，池中以放生魚類、龜鱉及飼養之雁鴨科家禽為主。
	(a) 工區為順賢宮前景觀池，池中以放生魚類、龜鱉及飼養之雁鴨科家禽為主。
	(b) 景觀池周邊有環池道路，道路混凝土基腳處具約1-2公尺寬土質緩坡，緩坡上種植柳樹，訪談順賢宮總務主委，土質緩坡原為5-6公尺寬，上有步道，近年因池水淘刷而崩落。
	(b) 景觀池周邊有環池道路，道路混凝土基腳處具約1-2公尺寬土質緩坡，緩坡上種植柳樹，訪談順賢宮總務主委，土質緩坡原為5-6公尺寬，上有步道，近年因池水淘刷而崩落。
	(c) 景觀池上游鄰接一自然度高之農塘，近山坡處有自然緩坡坡岸，為潛在陸生動物與龜鱉類活動之棲地。
	(c) 景觀池上游鄰接一自然度高之農塘，近山坡處有自然緩坡坡岸，為潛在陸生動物與龜鱉類活動之棲地。

	(3) 環境友善措施及生態敏感圖
	(a) 改善：於廣場前農塘之平台營造龜鱉棲息環境。
	(b) 補償：完工後，於廣場前農塘之緩坡平台重新植栽柳樹或其他原生樹種。
	(b) 補償：完工後，於廣場前農塘之緩坡平台重新植栽柳樹或其他原生樹種。
	(c) 迴避：迴避上游埤塘不施作。
	(d) 迴避：保留周邊竹闊葉混合林不擾動。
	(e) 減輕：環境友善措施及生態敏感圖詳圖5.7.2-1，圖中標示該工程鄰近之竹闊葉林為生態高敏感區，另標示該工程相關生態保育措施建議施作位置，如景觀池旁環狀道路為多孔隙材質護岸設置位置。
	(e) 減輕：環境友善措施及生態敏感圖詳圖5.7.2-1，圖中標示該工程鄰近之竹闊葉林為生態高敏感區，另標示該工程相關生態保育措施建議施作位置，如景觀池旁環狀道路為多孔隙材質護岸設置位置。

	(4) 民眾參與
	前期計畫於108年1月23日辦理生態檢核說明會，對象為主辦單位、設計及監造單位、施工單位、順賢宮總務主委及關注此工程之民眾，針對此工程之生態檢核執行歷程進行說明，包含工程概述、生態調查資料蒐集、現況紀錄及保育措施落實情形。並藉此說明會與民眾交流意見，已提供給主辦機關及相關單位參考。
	(5) 施工前、施工中及完工後環境紀錄
	前期計畫分別於107年07月18日、09月11日、12月28日及108年01月23日、04月22日進行一次施工前、三次施工中及一次完工後現勘與環境紀錄，相關照片記錄如圖5.7.2-2。

	5.7.3 本計畫續辦執行內容
	5.7.4 功能面效益評估
	(1)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此區為龜鱉棲地。
	(2)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5.7.4-3)。與施工前(107/7/18)平均分數2.1分比較，施工中(107/12/18)平均分數降至1.1分，完工兩年後(110/03/02)平均分數已回復至2.0分，表示施工過程對生態造成之衝擊已大致回復。


	5.8 石螺潭排水下游出口電動閘門新設工程
	5.8.1 工程背景、進度及內容
	(1) 工程背景
	「石螺潭排水下游出口電動閘門新設工程」位於高雄市岡山區與梓官區交界之石螺潭排水匯入大遼排水處(圖5.8.1-1)，原為舊式重力式閘門，常因淤積堵塞影響閘門開關，造成閘門水密性問題，時常導致汛期大雨期間造成市區淹水；因此，於舊式閘門前新設5座新式電動閘門避免外水回流，降低水患發生，以保障人民財產安全。
	(2) 工程進度及內容
	「石螺潭排水下游出口電動閘門新設工程」已於前期計畫期間完成施工。工程主要內容為5座電動新閘門。

	5.8.2 前期計畫成果概述
	(1) 生態資料蒐集及調查成果
	前期計畫生態資料蒐集，參考「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及高雄大學暫定重要濕地分析報告書(2017，經濟部水利署第六河川局)」，共紀錄有11種魚類及3種蝦蟹類水域生物。
	前期計畫於107年7月11日於工程範圍進行之水域生態調查，共記錄到尼羅口孵非鯽1種魚類，石田螺及福壽螺2種螺貝類，青紋細蟌1種蜻蛉目。
	(2) 生態評析
	(a) 該溪段與其上下游全段施做垂直混凝土護岸，周邊為工廠與農地，生態議題少。
	(a) 該溪段與其上下游全段施做垂直混凝土護岸，周邊為工廠與農地，生態議題少。
	(b) 閘門上游溝渠至八寶橋間溪床形成高灘地與草澤，發現紅冠水雞，為周邊水鳥覓食與棲息地，亦發現細蟌。
	(b) 閘門上游溝渠至八寶橋間溪床形成高灘地與草澤，發現紅冠水雞，為周邊水鳥覓食與棲息地，亦發現細蟌。
	(c) 閘門下游溝渠兩側高灘地與草澤，雖未能入鋼鐵廠勘查，研判為周邊水鳥潛在覓食與棲息地。
	(c) 閘門下游溝渠兩側高灘地與草澤，雖未能入鋼鐵廠勘查，研判為周邊水鳥潛在覓食與棲息地。

	(3) 環境友善措施及生態敏感圖
	(a) 迴避：不擾動兩岸高灘地草澤植物。
	(b) 減輕：以半半施工進行濁度控制措施。
	(c) 管理：妥善管理工程廢棄物棄置方式，勿倒置溪床。
	(d) 環境友善措施及生態敏感圖詳圖5.8.2-1。

	(4) 民眾參與
	前期計畫於108年1月10日辦理生態檢核說明會，對象為主辦單位、設計及監造單位、施工單位及關注此工程之民眾，針對此工程之生態檢核執行歷程進行說明，包含工程概述、生態調查資料蒐集、現況紀錄及保育措施落實情形。並藉此說明會與民眾交流意見，已提供給主辦機關及相關單位參考。
	(5) 施工前、施工中及完工後環境紀錄
	前期計畫分別於107年07月19日、10月30日及12月14日進行一次施工前、一次施工中及一次完工後現勘與環境紀錄，相關照片記錄如圖5.8.2-2。

	5.8.3 本計畫續辦執行內容
	5.8.4 功能面效益評估
	(1)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與施工前(107/07/19)評分比較(圖5.2.4-1、表5.2.4-2)。結果顯示(1)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包埋度、水深流速組合在施工中(107/10/30)未因施工而於施工前有明顯差異，完工兩年後(110/03/02)，因固床工開設低水流路開口，使得棲地多樣性略為提高；(2)濱溪灘地植生在施工中(107/10/30)及完工後(110/03/02)無明顯差異。整體而言，棲地品質於施工中未因施工而有明顯干擾，完工兩年後則因固床工開設低...
	(2)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與施工前(107/10/30)評分比較(圖5.2.4-2、表5.2.4-2)，本工程未因施工而有明顯干擾，完工兩年後則因固床工開設低水流路開口，使得溪流縱向連續性略為提高。
	(3)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施工前(107/10/30)、施工中(107/10/30)及完工後(110/03/02)皆為既有混凝土垂直護岸，生物橫向路徑完全阻斷。
	(4)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工區屬已開發區域，無重要物種與棲地。
	(5)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5.8.4-3)。與施工前(107/7/19)平均分數1.4分比較，施工中(107/10/30)平均分數略降至1.3分，完工兩年後(110/03/02)平均分數回復至1.4分，表示施工過程對生態造成之衝擊已大致回復。


	5.9 岡山區嘉峰路(高鐵橋下)排水改善工程
	5.9.1 工程背景、進度及內容
	(1) 工程背景
	「岡山區嘉峰路(高鐵橋下)排水改善工程」位於高雄市岡山區前鋒子滯洪池西側鄰近嘉峰路及高鐵橋下方處(圖5.9.1-1)，因每逢大雨時台糖土溝及嘉峰路側溝(台糖農地之排水溝)排水不及，導致該區域之水患問題，故藉新設排水溝改善台19甲線嘉峰路東側溝排水系統斷面不足。
	(2) 工程進度及內容
	「岡山區嘉峰路(高鐵橋下)排水改善工程」已於前期計畫期間完成施工。工程主要內容為新設三面工渠道約200公尺。

	5.9.2 前期計畫成果概述
	(1) 生態資料蒐集及調查成果
	前期計畫生態資料蒐集，參考「阿公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2012，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共紀錄有2種魚類及1種螺貝類水域生物。
	前期計畫於107年7月11日於工程範圍進行之水域生態調查，共記錄到黃鱔及尼羅口孵非鯽2種魚類，囊螺及福壽螺2種螺貝類。
	(2) 生態評析
	(a) 工區東側為前峰子滯洪池，目前已成濕地樣貌，有水鳥如反嘴鴴、高腳鴴等，池邊已形成濱岸植被，有水生植物香蒲(水蠟燭)、蘆葦、水丁香等生長，生態敏感度高。
	(a) 工區東側為前峰子滯洪池，目前已成濕地樣貌，有水鳥如反嘴鴴、高腳鴴等，池邊已形成濱岸植被，有水生植物香蒲(水蠟燭)、蘆葦、水丁香等生長，生態敏感度高。
	(b) 工區南段有一三角形毛柿林(本計畫現勘時判斷該樹林應為白千層林)，以屬於珍貴原生樹種之毛柿為主，形成多層次樹林，林內為蝙蝠棲地。
	(b) 工區南段有一三角形毛柿林(本計畫現勘時判斷該樹林應為白千層林)，以屬於珍貴原生樹種之毛柿為主，形成多層次樹林，林內為蝙蝠棲地。
	(c) 毛柿林(本計畫現勘判斷應為白千層林)北側工區為省道邊排水溝、景觀草地與植生之台灣欒樹，生態議題低。
	(c) 毛柿林(本計畫現勘判斷應為白千層林)北側工區為省道邊排水溝、景觀草地與植生之台灣欒樹，生態議題低。

	(3) 環境友善措施及生態敏感圖
	(a) 迴避：不干擾滯洪池、濱岸植被與坡岸。
	(b) 縮小：施工範圍限制於堤頂道路西側。
	(c) 迴避：保留道路東側既有樹木，若需移除，請進行移植。
	(d) 縮小：限制毛柿林(本計畫現勘判斷應為白千層林)西側開挖，寬度1.5公尺。
	(d) 縮小：限制毛柿林(本計畫現勘判斷應為白千層林)西側開挖，寬度1.5公尺。
	(e) 迴避：保留毛柿林(本計畫現勘判斷應為白千層林)不進入擾動。
	(e) 迴避：保留毛柿林(本計畫現勘判斷應為白千層林)不進入擾動。
	(f) 環境友善措施及生態敏感圖詳圖5.9.2-1。

	(4) 民眾參與
	前期計畫於108年1月10日辦理生態檢核說明會，對象為主辦單位、設計及監造單位、施工單位及關注此工程之民眾，本次說明會重點在於針對本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歷程進行說明及毛柿林異常狀況處理，包含工程概述、生態調查資料蒐集、現況紀錄及保育措施落實情形。並藉此說明會與民眾交流意見，並於會後提供給主辦機關及相關單位參考。
	(5) 施工前、施工中及完工後環境紀錄
	前期計畫分別於107年07月19日、10月30日、12月14日及108年01月10日進行一次施工前、三次施工中現勘與環境紀錄，相關照片記錄如圖5.9.2-2。
	(6) 生態異常處理
	工區南段有一三角形毛柿林區，屬於珍貴原生樹種之毛柿為主，為高度生態敏感區，前期計畫團隊於107年10月30日進行現勘時，發現該毛柿林區受到機具進行擾動；據施工單位表示該土地屬台糖所有，於施工前協調會時決議，部分用地借為施工便道使用，於該地區結構體完成時，須將此區域(毛柿林區)雜草清除及土地整平作業。前期計畫團隊告知後，立即停止該區域(毛柿林區)雜草清除及土地整平作業。後續經107年11月8日內部會議討論，為避免繼續對毛柿林造成擾動，取消毛柿林內設置蝙蝠屋；前期計畫團隊持續於107年12月14日及1...

	5.9.3 本計畫續辦執行內容
	5.9.4 功能面效益評估
	(1)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將施工前(107/07/19)、施工中(107/10/30)及完工兩年後(110/03/02)之評分比較(圖5.2.4-1、表5.2.4-2)。整體而言，因工程將既有土溝改建為三面工溝渠，使得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包埋度、水深流速組合及濱溪植生帶皆明顯變差，故評分明顯下降。
	(2)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與施工前(107/07/19)評分比較(圖5.2.4-2)，本工程新設混凝土三面工護岸，雖無縱向通透性阻隔，但整體水域棲地品質下降。
	(3) 溪流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與施工前(107/07/19)評分比較(圖5.2.4-2)，因本工程新設混凝土三面工護岸，導致生物橫向路徑完全阻斷。
	(4)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此區為已開發地區，無關注物種；右岸具一處白千層人工林地，工程保留該處林地，施工過程亦限制開挖範圍。
	(5)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5.9.4-3)。與施工前(107/07/19)平均分數2.0分比較，施工中(107/10/30)降至1.0(不佳)，完工後兩年略為回復至1.4(不佳)，施工開挖造成的生態干擾已開始回復，但因新設三面工渠道造成永久性的棲地品質下降。


	5.10 旗山區手巾寮排水增設抽水平台工程
	5.10.1 工程背景、進度及內容
	(1) 工程背景
	「旗山區手巾寮排水增設抽水平台工程」位於高雄市旗山區手巾寮排水匯流旗山溪處(圖5.10.1-1)，因手巾寮排水出口設有防洪閘門，豪雨時排水出口受旗山溪水位高漲阻滯影響，導致內水無法及時排出而造成溢淹。因此，藉設置抽水站於堤後、埋設硬管於堤身及設置入流箱涵，來改善抽水效能，降低大雨時內水無法排出所導致之溢淹。
	(2) 工程進度及內容
	「旗山區手巾寮排水增設抽水平台工程」已於前期計畫期間完成施工。工程主要內容包含新設箱涵、新設護岸、新設抽水平台、新設出水消能工及新設排水管。

	5.10.2 前期計畫成果概述
	(1) 生態資料蒐集及調查成果
	前期計畫生態資料蒐集，參考「高屏溪第二次河川情勢調查報告(2012，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及「高雄美濃農業地景生物多樣性調查及手冊製作計劃(2015，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共紀錄有14種魚類、7種蝦蟹類及5種螺貝類水域生物。
	前期計畫於107年7月12日於工程範圍進行之水域生態調查，共記錄到線鱧1種魚類，石田螺及福壽螺2種螺貝類，霜白蜻蜓1種蜻蛉目。
	(2) 生態評析
	(a) 工區已施工，位於旗山溪堤防與手巾寮排水匯口處，部分濱溪植被帶因施工移除程施工便道與堆置場所。
	(a) 工區已施工，位於旗山溪堤防與手巾寮排水匯口處，部分濱溪植被帶因施工移除程施工便道與堆置場所。
	(b) 周邊為旗山溪堤防、堤防外道路與農地，除樹木與濱溪帶，生態議題少。
	(b) 周邊為旗山溪堤防、堤防外道路與農地，除樹木與濱溪帶，生態議題少。
	(c) 堤防外濱溪植被帶，是本區域重要植物棲息地、動物通行廊道與避難所。
	(c) 堤防外濱溪植被帶，是本區域重要植物棲息地、動物通行廊道與避難所。

	(3) 環境友善措施及生態敏感圖
	(a) 迴避：不擾動手巾寮排水末端右岸之楊梅樹林(本計畫現勘時判斷該樹叢應為羊蹄甲及其他先驅植物)。
	(a) 迴避：不擾動手巾寮排水末端右岸之楊梅樹林(本計畫現勘時判斷該樹叢應為羊蹄甲及其他先驅植物)。
	(b) 縮小：施工時不再增加堤防外濱溪植被移除面積造成裸露。
	(c) 減輕：完工離場時挖鬆裸露地與施工便道表層土壤30cm以上與施工便道。
	(c) 減輕：完工離場時挖鬆裸露地與施工便道表層土壤30cm以上與施工便道。
	(d) 環境友善措施及生態敏感圖詳圖5.10.2-1。

	(4) 施工中及完工後環境紀錄
	前期計畫分別於107年07月18日、09月11日、10月30日、12月28日及108年02月15日進行二次施工中及三次完工後現勘與環境紀錄，相關照片記錄如圖5.10.2-2。
	前期計畫分別於107年07月18日、09月11日、10月30日、12月28日及108年02月15日進行二次施工中及三次完工後現勘與環境紀錄，相關照片記錄如圖5.10.2-2。

	5.10.3 本計畫續辦執行內容
	5.10.4 功能面效益評估
	(1) 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
	以「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評估溪流物理性棲地品質，與施工初期(107/07/18)評分比較(圖5.2.4-1、表5.2.4-2)。整體而言，工程局限於渠道終點既有排水門周邊，渠道溪床自然基質多樣性、包埋度、水深流速組合及濱溪植生帶皆無明顯改變，並於工程干擾結束後逐漸回復。
	(2) 溪流縱向連續性
	依「縱向棲地連結性」次指標評估溪流縱向連續性，與施工初期(107/07/18)評分比較(圖5.2.4-2、表5.2.4-2)，本工程未因施工而有明顯干擾。
	(3) 橫向連續性
	依「橫向棲地連結性」評估溪流橫向連續性，因工區兩岸皆以為既有垂直混凝土護岸，無論施工初期(107/07/18)、剛完工時(107/12/28)及完工兩年後(110/03/02)之生物橫向路徑完全阻斷。
	(4) 關注物種與其棲地
	此區為農業開墾區，無關注物種；右岸具一處樹林，工程保留該處林地，施工過程亦限制開挖範圍。
	(5) 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
	以「生態檢核生態效益短期評估方法」評估棲地保留干擾後回復能力(表5.10.4-3)。與施工初期(107/07/18)平均分數1.4分比較，剛完工時提升至1.7，完工後兩年再略為提升至1.8，表示施工對生態之干擾已大致回復，並趨於穩定。



	第六章 生態專業諮詢
	6.1 提報階段生態議題蒐集及評估與協同現勘
	6.1.1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109年度應急工程
	6.1.2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五批次
	6.1.3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110年度應急工程
	6.1.4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六批次工程

	6.2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自辦工程環境友善措施建議
	6.2.1 美濃湖(中正湖)排水0k+833無名橋拆除及擋水牆改善工程
	6.2.1 美濃湖(中正湖)排水0k+833無名橋拆除及擋水牆改善工程
	(1) 提醒美濃地區辦理民眾參與之重要性
	相關説明會請邀請「美濃愛鄉協進會」，使其了解本工程，避免後續可能爭議。
	(2) 提醒濁度控制
	施工過程對水體的擾動產生濁度，易影響民眾觀感，常用減輕方法如下：
	(a) 以鋼板樁區隔工區與排水渠道，減少工程對於水域棲地的干擾。
	(a) 以鋼板樁區隔工區與排水渠道，減少工程對於水域棲地的干擾。
	(b) 機具不下至溪床施作，避免機具輾壓河道。
	(c) 維持河道常流水，避免截流或阻斷水體，造成下游斷流。
	(d) 濁度控制並且定期監測工區上下游溪水之濁度。

	(3) 依工程相關規範處理工程廢棄物
	如有油漆之工程，應依工程環保相關規定管理。切勿將油漆剩料、剩棄水泥與清洗廢水和其它廢棄物等倒入溪水中，引起民眾投訴和檢舉。
	(4) 生物棲避空間營造
	因本案可利用之公有地面積大，未來加高或重建時，有營造生態棲地之潛勢，建議可請生態團隊提供建議。

	6.2.2 美濃湖(中正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改善工程
	(1) 提醒美濃地區辦理民眾參與之重要性
	相關説明會請邀請「美濃愛鄉協進會」，使其了解本工程緣由與必要性，避免後續可能爭議。
	(2) 保留既有生物棲避空間
	保留非施作範圍外的護岸基腳處灘地和植生綠帶，其為紅冠水雞等水鳥，和龜鱉類之潛勢棲地，建議適度局部保留，不全面濬除。
	(3) 提醒濁度控制
	施工過程對水體擾動產生濁度，易影響民眾觀感，常用減輕方法如下：
	(a) 以鋼板樁區隔工區與排水渠道，減少工程對於水域棲地的干擾
	(a) 以鋼板樁區隔工區與排水渠道，減少工程對於水域棲地的干擾
	(b) 機具不下至溪床施作，避免機具輾壓河道
	(c) 維持河道常流水，避免截流或阻斷水體，造成下游斷流
	(d) 濁度控制並且定期監測工區上下游溪水之濁度

	(4) 依工程相關規範處理工程廢棄物
	如有油漆之工程，應依工程環保相關規定管理。切勿將油漆剩料、剩棄水泥、清洗廢水和其它廢料倒入溪水中，引起民眾投訴和檢舉。


	6.3 專家顧問訪談紀錄
	6.3.1 國立臺南大學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王一匡教授訪談紀錄
	(1) 本計畫治理工程第五批工程案件提報與水利署同意執行的時間點晚，應注意後續執行成效。
	(1) 本計畫治理工程第五批工程案件提報與水利署同意執行的時間點晚，應注意後續執行成效。
	(2) 旗津天聖宮海岸防護之工程說明會，建議可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林宗儀教授，提供海岸環境、海岸管理、環境變遷、海岸工程、風沙揚塵等相關建議。
	(2) 旗津天聖宮海岸防護之工程說明會，建議可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林宗儀教授，提供海岸環境、海岸管理、環境變遷、海岸工程、風沙揚塵等相關建議。
	(3) 林園排水與後勁溪排水，應注重工程中與工程後之水質處理與濁度控制。
	(3) 林園排水與後勁溪排水，應注重工程中與工程後之水質處理與濁度控制。
	(4) 美濃湖排水橫溝流域的治理，應有整體性生態規劃。
	(5) 因應防疫，各機關活動皆有延期現象，應注意將活動都排在年底可能會造成辦理時程壓縮與參與不足問題。
	(5) 因應防疫，各機關活動皆有延期現象，應注意將活動都排在年底可能會造成辦理時程壓縮與參與不足問題。

	6.3.2 臺南市新化社區大學吳首賢老師訪談紀錄
	(1) 沿岸地區紅樹林呼吸根之間的微棲地為仔魚等水生生物棲息與躲避的場所，唯在生態保護與生命財產安全相互衝突時較難推行生態友善措施。建議可採單側施工或拉長各期工程間隔的方式，幫助紅樹林復原。
	(1) 沿岸地區紅樹林呼吸根之間的微棲地為仔魚等水生生物棲息與躲避的場所，唯在生態保護與生命財產安全相互衝突時較難推行生態友善措施。建議可採單側施工或拉長各期工程間隔的方式，幫助紅樹林復原。
	(2) 於護岸基腳堆放塊石或培土，需考慮土方及塊石遭大雨沖刷後，可能會造成下游段之土砂堆積或導致災害。
	(2) 於護岸基腳堆放塊石或培土，需考慮土方及塊石遭大雨沖刷後，可能會造成下游段之土砂堆積或導致災害。
	(3) 部分流域與滯洪池，因現地因素或排洪需求無法營造濱溪棲地，建議可採浮島形式，提供棲避空間提供生物使用，降低水溫，同時隨水位升降不影響滯洪防災。
	(3) 部分流域與滯洪池，因現地因素或排洪需求無法營造濱溪棲地，建議可採浮島形式，提供棲避空間提供生物使用，降低水溫，同時隨水位升降不影響滯洪防災。
	(4) 美濃地區治理工程，生態團隊提出的生態議題與對應建議明確，唯推動不易，建議結合各方NGO與在地居民之想法，提供水利局改善方向。
	(4) 美濃地區治理工程，生態團隊提出的生態議題與對應建議明確，唯推動不易，建議結合各方NGO與在地居民之想法，提供水利局改善方向。

	6.3.3 森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郭玉麟技師訪談紀錄
	(1) 在不影響通洪與安全的情況下，新設護岸工程建議使用有利於植生回復之生態護岸，加強治理工程結束後之植被回復能力，植被復原後提供鳥類、動物等生物利用，增加護岸自然度。
	(1) 在不影響通洪與安全的情況下，新設護岸工程建議使用有利於植生回復之生態護岸，加強治理工程結束後之植被回復能力，植被復原後提供鳥類、動物等生物利用，增加護岸自然度。
	(2) 建議治理工程以打通瓶頸段及河道束縮段為優先治理標的。
	(3) 有關滯洪池設置及排水鄰近用地設置臨時洪氾區之規劃，應留意疏洪目標排水之水質，以免造成滯洪池或臨時洪氾區受到滯洪水體的汙染。
	(3) 有關滯洪池設置及排水鄰近用地設置臨時洪氾區之規劃，應留意疏洪目標排水之水質，以免造成滯洪池或臨時洪氾區受到滯洪水體的汙染。
	(4) 排水渠道若有治理之必要，各項工程之設計建議應以設計公司及水利局之決定為主，生態顧問公司提出相關建議交由主辦單位及設計廠商進行評估，當與生態利相互衝突時，建議仍以保護人民財產為優先考量。
	(4) 排水渠道若有治理之必要，各項工程之設計建議應以設計公司及水利局之決定為主，生態顧問公司提出相關建議交由主辦單位及設計廠商進行評估，當與生態利相互衝突時，建議仍以保護人民財產為優先考量。
	(5) 臨海地區之排水，於雨季時常因潮汐造成排水主流無法排水，而使上游水位上漲，建議除整治排水渠道外，亦可評估於出海口設置水閘門與抽水機協助排水。
	(5) 臨海地區之排水，於雨季時常因潮汐造成排水主流無法排水，而使上游水位上漲，建議除整治排水渠道外，亦可評估於出海口設置水閘門與抽水機協助排水。

	6.3.4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郭一羽教授訪談紀錄
	(1) 海岸防止侵蝕的護岸基腳，建議可以拋疊40-60公分以上塊石，能夠緩衝海浪沖蝕與掏刷，並且營造生物可利用的孔隙度，同時降低混凝土直立護岸與灘地間的高差，避免景觀突兀。
	(1) 海岸防止侵蝕的護岸基腳，建議可以拋疊40-60公分以上塊石，能夠緩衝海浪沖蝕與掏刷，並且營造生物可利用的孔隙度，同時降低混凝土直立護岸與灘地間的高差，避免景觀突兀。
	(2) 全段的治理工程，可配合不同河段之地景和河況，搭配不同斷面設計，以增加水理、生態與景觀多樣性。
	(2) 全段的治理工程，可配合不同河段之地景和河況，搭配不同斷面設計，以增加水理、生態與景觀多樣性。
	(3) 沿海地區排水之拓寬，可增加滯洪量而降低淹水機率，有其必要性。但在工程安全與維持通洪的前提下，可於護岸基腳營造孔隙空間，如在護岸基腳堆疊不被水流沖走大小的塊石等，提供水生生物棲息，同時保護基腳。
	(3) 沿海地區排水之拓寬，可增加滯洪量而降低淹水機率，有其必要性。但在工程安全與維持通洪的前提下，可於護岸基腳營造孔隙空間，如在護岸基腳堆疊不被水流沖走大小的塊石等，提供水生生物棲息，同時保護基腳。
	(4) 美濃湖排水針對生態方面，應先評估該河段的生態價值，以及施工後的恢復速率，依據調查分析結果和居民進行溝通。若兩側先驅林經整治後營造後，能於短時間回復，且有排洪之實質效益，建議應該依照計畫進行施作。
	(4) 美濃湖排水針對生態方面，應先評估該河段的生態價值，以及施工後的恢復速率，依據調查分析結果和居民進行溝通。若兩側先驅林經整治後營造後，能於短時間回復，且有排洪之實質效益，建議應該依照計畫進行施作。
	(5) 護岸緩坡覆土，應考慮該段流域之流速，於光滑護岸上覆土在汛期時會被水流沖走；若以格框護岸，格框內同時填入塊石、土壤、種子和基肥，土壤不易被水流沖走，植被有較佳的生長條件。
	(5) 護岸緩坡覆土，應考慮該段流域之流速，於光滑護岸上覆土在汛期時會被水流沖走；若以格框護岸，格框內同時填入塊石、土壤、種子和基肥，土壤不易被水流沖走，植被有較佳的生長條件。
	(6) 護岸孔隙填土時間，冬季不是生長期，夏季汛期可能因豪雨沖刷而流失，宜春秋為之，最好是春初。
	(6) 護岸孔隙填土時間，冬季不是生長期，夏季汛期可能因豪雨沖刷而流失，宜春秋為之，最好是春初。


	6.4 高雄市管區域排水系統規畫地方說明會協助提供提供環境友善措施建議
	6.4 高雄市管區域排水系統規畫地方說明會協助提供提供環境友善措施建議
	6.4.1 福安排水系統規劃地方說明會
	(1) 高雄市管區域排水福安排水系統規劃檢討第一次地方說明會
	(a) 本次預定治理之福安排水北臨月光山，屬於高屏溪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經授水字第09820224990號)，沿線主要以農業區及住宅區為主，福安排水中下游段根據「高雄市美濃里山輔導農民施行生態友善農法計畫」(高雄市政府農業局,2018)之調查，於福安里共紀錄有彩鷸、黑翅鳶、大冠鷲及雨傘節等關注物種。福安排水流域治理面臨之議題，以農業地景與近自然溪流生態保育為主，由聚落、耕地、果園、荒地、淺山次生林及部分近自然溪段等型態鑲嵌而成的美濃地區特色地景，也受到在地文史工作者、環保團體及生態關注者的重視。...
	(a) 本次預定治理之福安排水北臨月光山，屬於高屏溪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經授水字第09820224990號)，沿線主要以農業區及住宅區為主，福安排水中下游段根據「高雄市美濃里山輔導農民施行生態友善農法計畫」(高雄市政府農業局,2018)之調查，於福安里共紀錄有彩鷸、黑翅鳶、大冠鷲及雨傘節等關注物種。福安排水流域治理面臨之議題，以農業地景與近自然溪流生態保育為主，由聚落、耕地、果園、荒地、淺山次生林及部分近自然溪段等型態鑲嵌而成的美濃地區特色地景，也受到在地文史工作者、環保團體及生態關注者的重視。...
	(b) 福安排水沿線治理規劃建議及早納入在地居民需求與生態友善措施，近年美濃地區之生態保育及溪流治理工程等議題受到美農在地居民與NGO團體所關注，美濃地區之治理工程，建議應於辦理民眾參與或說明會，加強與在地民眾溝通討論設計及施工方式，並充份掌握敏感生態區域，取得工程、生態及民眾關注課題之間的平衡。
	(b) 福安排水沿線治理規劃建議及早納入在地居民需求與生態友善措施，近年美濃地區之生態保育及溪流治理工程等議題受到美農在地居民與NGO團體所關注，美濃地區之治理工程，建議應於辦理民眾參與或說明會，加強與在地民眾溝通討論設計及施工方式，並充份掌握敏感生態區域，取得工程、生態及民眾關注課題之間的平衡。
	(c) 本滯洪池預定地主要落址於鄰近美濃溪之農業用地，建議納入生態友善工法與溼地環境營造，並妥善結合在地景環境文史特色，考量多樣性的植栽、景觀及棲地之營造，以期打造兼具親水休憩、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之多功能滯洪池。
	(c) 本滯洪池預定地主要落址於鄰近美濃溪之農業用地，建議納入生態友善工法與溼地環境營造，並妥善結合在地景環境文史特色，考量多樣性的植栽、景觀及棲地之營造，以期打造兼具親水休憩、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之多功能滯洪池。

	(2) 高雄市管區域排水福安排水系統規劃檢討第二次地方說明會
	(a) 福泉橋~農山橋
	(i) 原緩坡護岸加入多孔隙設計。目的在於提供禾本植物生長空間，提供棲地、遮陰、動物通道，並調和景觀。
	(i) 原緩坡護岸加入多孔隙設計。目的在於提供禾本植物生長空間，提供棲地、遮陰、動物通道，並調和景觀。
	(ii) 多孔隙護岸覆鋪土砂。目的在於提供禾本植物生長基質、動物躲藏挖掘空間，並提供足夠粗糙度工動物攀爬，往來農田與排水間。
	(ii) 多孔隙護岸覆鋪土砂。目的在於提供禾本植物生長基質、動物躲藏挖掘空間，並提供足夠粗糙度工動物攀爬，往來農田與排水間。
	(iii) 施工中實施樹木保護措施。

	(b) 旗尾大排~福泉橋
	(i) 2K+601-3K+125 保留植生。該段為福安排水及其周邊少有之完整棲地，建議保留不擾動。
	(i) 2K+601-3K+125 保留植生。該段為福安排水及其周邊少有之完整棲地，建議保留不擾動。
	(ii) 承上、該段建議採柔性護岸設計。在有治理必要下，建議以砌石、石籠或其他低開挖面柔性工法設計。
	(ii) 承上、該段建議採柔性護岸設計。在有治理必要下，建議以砌石、石籠或其他低開挖面柔性工法設計。
	(iii) 承上，該段防汛道路建議不沿溪佈設，沿植生帶外緣繞過較佳。
	(iii) 承上，該段防汛道路建議不沿溪佈設，沿植生帶外緣繞過較佳。
	(iv) 保留兩岸既有樹木。
	(v) 施工中實施樹木保護措施。
	(vi) 用地足夠時每50公尺設置動物逃生坡道1處。
	(vii) 護岸基腳營造多孔隙空間。
	(viii) 旗尾大排匯口處作無落差設計。

	(c) 美濃溪匯流口~旗尾大排(農田排水)
	(i) 0K+833右岸植生限制開挖。
	(ii) 滯洪池周邊護岸以緩坡、土坡、多孔隙坡面優先。
	(iii) 滯洪池周邊道路以柔性、透水、多孔隙鋪面優先。
	(iv) 滯洪池設置浮島營造棲地。
	(v) 濱岸種植原生適生水生植物。
	(vi) 用地足夠時每50公尺設置動物逃生坡道1處。
	(vii) 護岸基腳營造多孔隙空間。



	6.4.2 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清水東門羌子寮溪排水系統規劃第一次地方說明會
	6.4.2 高雄市管區域排水清水東門羌子寮溪排水系統規劃第一次地方說明會
	(1) 清水排水
	(a) 清水排水出口~光明排水(0K+000~1K+442)
	(i) 贊同該段以兼具生態與景觀的緩坡護岸規劃。
	(ii) 1:2緩坡生態護岸，建議以格框、預鑄塊內鋪排塊石並覆土等方式，增加孔隙度與生物棲息空間，避免全段光滑混凝土。
	(ii) 1:2緩坡生態護岸，建議以格框、預鑄塊內鋪排塊石並覆土等方式，增加孔隙度與生物棲息空間，避免全段光滑混凝土。
	(iii) 該段兩側為農田，水防道路路緣順接兩側，避免垂直設計，或是保留通道，可維持農地與排水間小型生物往來路徑。
	(iii) 該段兩側為農田，水防道路路緣順接兩側，避免垂直設計，或是保留通道，可維持農地與排水間小型生物往來路徑。
	(iv) 贊同該段水防道路設置車阻，專用於防汛搶災，以避免落入藉防災實為闢路之議。
	(iv) 贊同該段水防道路設置車阻，專用於防汛搶災，以避免落入藉防災實為闢路之議。
	(v)  喬木植栽選用細節，建議在設計階段和生態團隊討論。

	(b) 吉東中排~清水中排(1K+931~3K+940)
	(i) 建議護岸基礎可考慮以多孔隙形式設計，以營造生物棲地。多孔隙基礎提供參考原則如下：
	(i) 建議護岸基礎可考慮以多孔隙形式設計，以營造生物棲地。多孔隙基礎提供參考原則如下：
	‧基礎以預鑄塊或沉箱等中空形式設計排疊。
	‧前述基礎預留之空間，內填塊石或打除回收之混凝土塊，營造孔隙度。

	(ii) 若上項難以施行，亦可考慮利用部分疏濬土砂於基礎處堆疊塊石或打除回收之混凝土塊或培土至少30公分，營造完工後濱溪植被恢復潛勢。
	(ii) 若上項難以施行，亦可考慮利用部分疏濬土砂於基礎處堆疊塊石或打除回收之混凝土塊或培土至少30公分，營造完工後濱溪植被恢復潛勢。
	(iii) 堤後排水靠近農地側，全段或局部以單側緩坡型式設計，或是設置動物逃生坡道，或是斜掛纜繩等，以利小型動物逃生。
	(iii) 堤後排水靠近農地側，全段或局部以單側緩坡型式設計，或是設置動物逃生坡道，或是斜掛纜繩等，以利小型動物逃生。

	(iv) 細節建議在設計階段和生態團隊討論。

	(2) 東門排水
	(a) 東門排水出口~吉橋(0K+000~0K+816)

	生態友善建議同"吉東中排~清水中排(1K+931~3K+940)
	(b) 吉橋~中東橋(0K+816~1K+134)

	本段無拓寬計畫。考量本段多自然土坡可供生物利用，建議取消水防道路設置，維持現狀。
	(3) 羌子寮溪排水
	(a) 理和橋上、下游
	(i) 贊同該段緩流區以單側生態多孔隙緩坡方式設計
	(ii) 贊同該段右岸設置沉砂池。
	(iii) 規劃改善溪段左岸緊鄰美濃湖水雉園區，規劃設計務必與管理者劉孝伸先生和美濃愛鄉協進會與溝通討論，避免對園區造成干擾。
	(iii) 規劃改善溪段左岸緊鄰美濃湖水雉園區，規劃設計務必與管理者劉孝伸先生和美濃愛鄉協進會與溝通討論，避免對園區造成干擾。
	(iv) 建議緩流區與沉砂池區之規畫設計，可朝向營造水雉棲息地方向思考，由點到面擴大水雉可棲息的範圍，藉由友善設計與定期維管，在防災外同時整合既有生態和景觀資源，營造地方亮點。本項細節可和美濃湖水雉園區討論。
	(iv) 建議緩流區與沉砂池區之規畫設計，可朝向營造水雉棲息地方向思考，由點到面擴大水雉可棲息的範圍，藉由友善設計與定期維管，在防災外同時整合既有生態和景觀資源，營造地方亮點。本項細節可和美濃湖水雉園區討論。
	(v) 建議沉砂池護岸以緩坡和高粗糙度設計(如砌石緩坡，或混凝土緩坡加造型模板等)，或是設置局部緩坡或動物通道，避免動物受困。
	(v) 建議沉砂池護岸以緩坡和高粗糙度設計(如砌石緩坡，或混凝土緩坡加造型模板等)，或是設置局部緩坡或動物通道，避免動物受困。
	(vi) 細節建議在設計階段和生態團隊討論。




	6.5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後期工程協助案例
	6.5.1 美濃區三洽水調節池新建工程
	6.5.2 左營區文寧街(曹公新圳)部分護岸損壞改善應急工程
	(1) 本案預定工區屬已開發干擾區域，生態敏感度低，無重要生態議題。
	(1) 本案預定工區屬已開發干擾區域，生態敏感度低，無重要生態議題。
	(2) 預定工區緊臨民眾利用頻繁之原生植物園，也是高雄愛樹人協會關注區域，相關建議如下：
	(2) 預定工區緊臨民眾利用頻繁之原生植物園，也是高雄愛樹人協會關注區域，相關建議如下：
	(a) 施工階段迴避植物園側樹木，以警示帶等圈圍標示。
	(b) 施工前進行樹幹包覆保護，避免施工中損傷，並於完工後拆除。
	(b) 施工前進行樹幹包覆保護，避免施工中損傷，並於完工後拆除。
	(c) 腳踏車道旁一排較大之茄苳樹建議保留不擾動，如因工程需求必須移除，建議規劃移植或補植原生樹木。
	(c) 腳踏車道旁一排較大之茄苳樹建議保留不擾動，如因工程需求必須移除，建議規劃移植或補植原生樹木。
	(d) 建議選植之原生喬木：茄冬、九芎、楓香、樟樹、台灣欒樹、烏心石、水黃皮、棋盤腳、穗花棋盤腳、水柳、黃槿。
	(d) 建議選植之原生喬木：茄冬、九芎、楓香、樟樹、台灣欒樹、烏心石、水黃皮、棋盤腳、穗花棋盤腳、水柳、黃槿。

	(3) 施工說明會建議邀請在地社區之「原生植物園創價協會」參與，讓其了解工程緣由，避免因資訊落差產生誤會。
	(3) 施工說明會建議邀請在地社區之「原生植物園創價協會」參與，讓其了解工程緣由，避免因資訊落差產生誤會。

	6.5.3 仁武區1588巷抽水機新設應急工程
	(1) 本案無生態議題，故無對應生態友善建議。
	(2) 依工程既有環保措施執行即可。

	6.5.4 鳳山溪支流(鳳南一路至明鳳公園)護岸改善應急工程
	(1) 本案預定工區屬已開發干擾區域，生態敏感度低，無重要生態議題。
	(1) 本案預定工區屬已開發干擾區域，生態敏感度低，無重要生態議題。
	(2) 預定工區緊臨桃花心木等路樹，相關建議如下：
	(a) 施工階段迴避鄰近樹木，以警示帶等圈圍標示(圖6.5.4-1)。
	(b) 施工前進行樹幹包覆保護(圖6.5.4-1)，避免施工中損傷，並於完工後拆除。
	(b) 施工前進行樹幹包覆保護(圖6.5.4-1)，避免施工中損傷，並於完工後拆除。
	(c) 樹木修剪或斷根建議審慎評估，依所需擬定修剪計畫，建議參考高雄市景觀樹木修剪作業規範。
	(c) 樹木修剪或斷根建議審慎評估，依所需擬定修剪計畫，建議參考高雄市景觀樹木修剪作業規範。
	(d) 如因工程需求必須移除現地既有路樹，建議規劃移植或補植原生樹木。
	(d) 如因工程需求必須移除現地既有路樹，建議規劃移植或補植原生樹木。
	(e) 建議優先選植之原生喬木：茄冬、黃槿、楓香，或已現地構樹進行插枝，其他原生樹種如：九芎、樟樹、台灣欒樹、烏心石、水黃皮、棋盤腳、穗花棋盤腳、水柳等亦可供參。
	(e) 建議優先選植之原生喬木：茄冬、黃槿、楓香，或已現地構樹進行插枝，其他原生樹種如：九芎、樟樹、台灣欒樹、烏心石、水黃皮、棋盤腳、穗花棋盤腳、水柳等亦可供參。

	(3) 如有多餘土方，建議可於漿砌段適度覆土。

	6.5.5 橋頭區鹽埔橋旁新設抽水站工程
	(1) 工程位置及範圍無敏感生態議題，施工依環保規範執行即可。
	(2) 工程範圍內有幾株景觀喬木，如紅花風鈴木、阿勃勒及榕樹，建議徵詢地方意見，考量是否作移植或保留。
	(2) 工程範圍內有幾株景觀喬木，如紅花風鈴木、阿勃勒及榕樹，建議徵詢地方意見，考量是否作移植或保留。
	(3)  平面配置有規畫綠籬，但未列出植栽種類，建議採用本土原生種類。
	(3)  平面配置有規畫綠籬，但未列出植栽種類，建議採用本土原生種類。
	(4) 如施工中須修剪周邊植栽，依高雄市景觀樹木修剪作業規範執行。

	6.5.6 岡山區土庫排水水防道路車行箱涵連通改善治理
	(1) 橋樑下方常有洋燕築巢，其繁殖季為3-6 月，避免於此段時間內開工，減少對鳥類育雛期的影響。
	(1) 橋樑下方常有洋燕築巢，其繁殖季為3-6 月，避免於此段時間內開工，減少對鳥類育雛期的影響。
	(2) 清淤建議保留土庫排水主流旁的濱水植被帶，只進行箱涵內部清淤。
	(2) 清淤建議保留土庫排水主流旁的濱水植被帶，只進行箱涵內部清淤。
	(3) 橋樑基礎結構避免造成排水主支流間的落差，使龜鱉類可於排水渠道間移動。
	(3) 橋樑基礎結構避免造成排水主支流間的落差，使龜鱉類可於排水渠道間移動。


	6.6 經濟部水利署「五甲尾滯(蓄)洪池工程」工程督導會議
	6.7 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水與安全)複評及考核小組訪查

	第七章 生態檢核教育訓練與教育推廣
	7.1 第一場次生態檢核教育訓練
	7.2 第二場次生態議題與生態檢核案例剖析教育訓練
	7.3 第三場次高屏地區常見水生生物和保育策略教育訓練
	7.4 第四場次109年金蘋果獎「月津港水環境改善計畫」經驗分享
	7.5 第五場次掌握最新水環境治理趨勢：金爛蘋果獎案例分享與評分精神
	7.5 第五場次掌握最新水環境治理趨勢：金爛蘋果獎案例分享與評分精神

	第八章 民眾參與機制推動及公私協力在地平台經營
	(1) 強調夥伴關係的重要性
	因過去工程單位與保育團體在未充分取彼此信任的狀態下，雙方未能以理性的討論方式來探討最佳的治理方案或生態保育工作。因此長期溝通管道可以消弭對立，建立夥伴關係為目標(圖8-1)，提供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在執行上的助力。
	(2) 維護良好溝通平臺
	利用有效之溝通平臺(如固定溝通窗口與定期交流活動等)進行意見交換，協助各單位間的資訊流通，以落實民眾參與機制，累積互信基礎，有效解決問題，減少爭議及衝突。
	(3) 培養在地居民參與模式
	促進在地居民深入瞭解工程或治理方案，培養在地居民關心環境意識，協助生態保育工作落實，並監督治理工程環境友善工作之施作與成效。
	(4) 民眾參與之標準作業程序
	上述原則需依據基本之標準作業程序，方能長久地穩定執行，因此本計畫依據歷年辦理民眾參與之經驗，整理出相關辦理流程(表8-1)。
	8.1 在地NGO團體
	8.2 美濃地區辦理工程說明會
	8.2.1 美濃湖排水(橫溝)流域治理座談會
	(1) 高雄市野鳥學會
	(a) 建議採用減法設計，保留土堤，提供物種棲息空間，盡量保持野溪原貌。
	(a) 建議採用減法設計，保留土堤，提供物種棲息空間，盡量保持野溪原貌。
	(b) 建議整治工程可以與美濃湖水雉棲地工程做結合，同時展現美濃當地特色。
	(b) 建議整治工程可以與美濃湖水雉棲地工程做結合，同時展現美濃當地特色。
	(c) 工程建議考量溪流流速沖刷問題。
	(d) 建議提供並整合之前會議紀錄，以及綠林植栽和周圍物種資料。
	(d) 建議提供並整合之前會議紀錄，以及綠林植栽和周圍物種資料。
	(e) 若工程範圍有物種行經之路徑，建議可設置生態通道，提供如哺乳類、兩棲爬蟲、陸蟹等生物通過。
	(e) 若工程範圍有物種行經之路徑，建議可設置生態通道，提供如哺乳類、兩棲爬蟲、陸蟹等生物通過。

	(2) 東門國小
	(a) 美濃湖水源來自中圳埤排水，經由美濃調節後再匯流入美濃湖排水，其中美濃湖排水中上游因保有近自然環境與土堤，是東門國小重要的環境教育教室，讓同學們了解美濃在地的自然地景，因此希望美濃湖排水的整治可以適度保留土堤與現況之自然環境，將這些重要的自然資產留給下一代。
	(a) 美濃湖水源來自中圳埤排水，經由美濃調節後再匯流入美濃湖排水，其中美濃湖排水中上游因保有近自然環境與土堤，是東門國小重要的環境教育教室，讓同學們了解美濃在地的自然地景，因此希望美濃湖排水的整治可以適度保留土堤與現況之自然環境，將這些重要的自然資產留給下一代。
	(b) 肯定泰順橋及其上游整治工程在治水過程亦考慮環境營造與景觀工程，惟建議增加軟性護岸；減少水泥工程比例，使工程後具有恢復近自然濱溪植被的潛力。
	(b) 肯定泰順橋及其上游整治工程在治水過程亦考慮環境營造與景觀工程，惟建議增加軟性護岸；減少水泥工程比例，使工程後具有恢復近自然濱溪植被的潛力。
	(c) 位於中圳埤排水匯入美濃湖的匯流口周圍，目前有觀光局的「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108 年度美濃湖水環境改善工程」，建議美濃湖排水的「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及「美濃湖泰順橋及其上游整建工程」兩件工程可以參考該工程，進行全流域的整體營造。
	(c) 位於中圳埤排水匯入美濃湖的匯流口周圍，目前有觀光局的「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108 年度美濃湖水環境改善工程」，建議美濃湖排水的「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及「美濃湖泰順橋及其上游整建工程」兩件工程可以參考該工程，進行全流域的整體營造。

	(3) 美濃愛鄉協進會
	(a) 肯定水利局於美濃地區的用心，舉辦多次工程說明會，歷次說明會中匯集諸多各方建議，然而有些意見於說明會中多次被提出，但未被採納進工程設計亦無相關回覆說明，期望於下次會議之前先綜整歷次說明會之意見並予以回應，再說明修改後之工程方案，以利會議聚焦討論。
	(a) 肯定水利局於美濃地區的用心，舉辦多次工程說明會，歷次說明會中匯集諸多各方建議，然而有些意見於說明會中多次被提出，但未被採納進工程設計亦無相關回覆說明，期望於下次會議之前先綜整歷次說明會之意見並予以回應，再說明修改後之工程方案，以利會議聚焦討論。
	(b) 美濃湖溢流口過去設置有滯洪池作消能，建議可參考過去農田水利會之設計，予以回復以減低流速創造安全空間。
	(b) 美濃湖溢流口過去設置有滯洪池作消能，建議可參考過去農田水利會之設計，予以回復以減低流速創造安全空間。
	(c) 建議美濃湖排水部分近自然河段，可評估使用手作步道的模式進行治理，帶動當地居民參與，依循在地氣候、地質、生態等環境特性，並考量歷史脈絡，降低對生態環境與歷史空間的擾動，增進美濃湖排水的永續性與整體性。
	(c) 建議美濃湖排水部分近自然河段，可評估使用手作步道的模式進行治理，帶動當地居民參與，依循在地氣候、地質、生態等環境特性，並考量歷史脈絡，降低對生態環境與歷史空間的擾動，增進美濃湖排水的永續性與整體性。
	(d) 為營造適合之親水空間，建議將橫溝水質淨化納入工程中一並辦理，優化美湖橋排水以及美濃湖排水之水質，培養對水的需求，營造人與水的親近空間。
	(d) 為營造適合之親水空間，建議將橫溝水質淨化納入工程中一並辦理，優化美湖橋排水以及美濃湖排水之水質，培養對水的需求，營造人與水的親近空間。
	(e) 肯定「美濃湖泰順橋及其上游整建工程」一案於設計初期便舉辦工程說明會，並納入在地建議與需求，本段河道現況為三面供之水泥工法河道，建議後續設計中可減少水泥量體比例，連接上游段近自然渠道作整體性規劃。
	(e) 肯定「美濃湖泰順橋及其上游整建工程」一案於設計初期便舉辦工程說明會，並納入在地建議與需求，本段河道現況為三面供之水泥工法河道，建議後續設計中可減少水泥量體比例，連接上游段近自然渠道作整體性規劃。
	(f) 贊同「美濃湖泰順橋及其上游整建工程」目前設計規畫，維持既有流路，並於中島另一側設置汛期時之臨時河道供排水之用，營造季節性之河道變化，提供更加多元化棲地環境。
	(f) 贊同「美濃湖泰順橋及其上游整建工程」目前設計規畫，維持既有流路，並於中島另一側設置汛期時之臨時河道供排水之用，營造季節性之河道變化，提供更加多元化棲地環境。
	(g) 建議「美濃湖泰順橋及其上游整建工程」可將現有畸零地植被保留，周圍部分降挖與修坡，營造生態中島，有利於綠美化美濃湖排水，並可做為親水空間，同時供生物利用。
	(g) 建議「美濃湖泰順橋及其上游整建工程」可將現有畸零地植被保留，周圍部分降挖與修坡，營造生態中島，有利於綠美化美濃湖排水，並可做為親水空間，同時供生物利用。
	(h) 流速流量等資訊應顯示以作為民眾判斷的依據。

	(4) 旗美社區大學
	(a) 會議建議
	(i) 十分感謝高雄市水利局爭取前瞻基礎建設經費，並積極辦理生態檢核民眾參與的誠意。個人支持建設美濃、降低水患風險、改善版橋、興建防汛道路，也期待水利工程能保留美濃發展觀光與先人水利遺跡，留下在地人親水與環境教育的空間。
	(i) 十分感謝高雄市水利局爭取前瞻基礎建設經費，並積極辦理生態檢核民眾參與的誠意。個人支持建設美濃、降低水患風險、改善版橋、興建防汛道路，也期待水利工程能保留美濃發展觀光與先人水利遺跡，留下在地人親水與環境教育的空間。
	(ii) 鼓勵會議資料無紙化，請於開會前或現場提供簡報資料電子檔的下載連結。
	(ii) 鼓勵會議資料無紙化，請於開會前或現場提供簡報資料電子檔的下載連結。
	(iii) 此次座談會僅生態團隊提供會議資料，鴻威與佳綸工程顧問公司均無會議資料，建議未來若辦理民眾參與，應盡量提供會議資料電子檔，便於民眾持續關注與交流資訊。
	(iii) 此次座談會僅生態團隊提供會議資料，鴻威與佳綸工程顧問公司均無會議資料，建議未來若辦理民眾參與，應盡量提供會議資料電子檔，便於民眾持續關注與交流資訊。
	(iv) 請水利局辦理民眾參與工作時，應先說明前次會議意見的回覆情形，讓後續加入討論的民眾能參與討論脈絡。此次均未見前次民眾參與意見，尤其「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完全未提年初民間團體現勘意見，設計亦未說明對應調整或保留依據，恐不利後續民眾參與效率。
	(iv) 請水利局辦理民眾參與工作時，應先說明前次會議意見的回覆情形，讓後續加入討論的民眾能參與討論脈絡。此次均未見前次民眾參與意見，尤其「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完全未提年初民間團體現勘意見，設計亦未說明對應調整或保留依據，恐不利後續民眾參與效率。
	(v) 下次於美濃區公所辦理的座談會，建議主辦單位應先簡報前期多次座談會的共識與意見回覆，切勿造成地方紛爭與誤解，盡可能邀請地方環團擔任共同主持人，以確認會議結論的可行性。
	(v) 下次於美濃區公所辦理的座談會，建議主辦單位應先簡報前期多次座談會的共識與意見回覆，切勿造成地方紛爭與誤解，盡可能邀請地方環團擔任共同主持人，以確認會議結論的可行性。

	(b) 工程建議
	(i) 此兩件工程可做為高雄市政府前瞻計畫的亮點，滿足蓄洪排水功能之餘，可參考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的美濃湖前瞻計畫設計，整合用料材質、植栽配置與景觀規劃，串聯橫溝與美濃湖，未來可引導遊客從美濃湖步行或騎單車至永安老街，讓公共工程活絡地方產業。
	(i) 此兩件工程可做為高雄市政府前瞻計畫的亮點，滿足蓄洪排水功能之餘，可參考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的美濃湖前瞻計畫設計，整合用料材質、植栽配置與景觀規劃，串聯橫溝與美濃湖，未來可引導遊客從美濃湖步行或騎單車至永安老街，讓公共工程活絡地方產業。
	(ii) 目前兩件工程的設計理念與景觀有極大差異，建議「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多參考「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並考量其還地於河，河道增加蓄洪能力後對河相的影響，盡可能減少開挖與改變橫溝的歷史土堤，改善版橋與河川治理線外設置防汛道路，以清淤與渠底工程增加通洪斷面，部分受攻擊面採打樁編柵加速植生，可參考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的博士論文「打樁編柵應用於崩塌地植生復育及適用性之研究」，評估打樁編柵的材質與工法，以萌生樁與刺竹剖片編柵保護歷史遺跡。
	(ii) 目前兩件工程的設計理念與景觀有極大差異，建議「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多參考「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並考量其還地於河，河道增加蓄洪能力後對河相的影響，盡可能減少開挖與改變橫溝的歷史土堤，改善版橋與河川治理線外設置防汛道路，以清淤與渠底工程增加通洪斷面，部分受攻擊面採打樁編柵加速植生，可參考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的博士論文「打樁編柵應用於崩塌地植生復育及適用性之研究」，評估打樁編柵的材質與工法，以萌生樁與刺竹剖片編柵保護歷史遺跡。
	(iii) 兩件工程均為美濃平原水環境的生態熱區，建議水利局強化工程設計與生態團隊合作，提出適合關注物種延續的設計、工法與維管方案，讓翠鳥、石鲋、河蚌、脊紋鼓蟌、白鼻心與臺灣獼猴等生態資源能回到工區。
	(iii) 兩件工程均為美濃平原水環境的生態熱區，建議水利局強化工程設計與生態團隊合作，提出適合關注物種延續的設計、工法與維管方案，讓翠鳥、石鲋、河蚌、脊紋鼓蟌、白鼻心與臺灣獼猴等生態資源能回到工區。
	(iv) 兩件工程均位於美濃湖下游，河川底質以泥砂為主，並無塊石、礫石，建議提案設計應減少塊石、礫石與混凝土，建議工法以土堤、打樁編柵、清淤、殘幹丁壩與複式斷面固床工為主。
	(iv) 兩件工程均位於美濃湖下游，河川底質以泥砂為主，並無塊石、礫石，建議提案設計應減少塊石、礫石與混凝土，建議工法以土堤、打樁編柵、清淤、殘幹丁壩與複式斷面固床工為主。
	(v) 應規劃長期維管經費，採表土保存，確保原生植物定著，避免外來入侵種隨工程施作落地橫溝，尤其是美洲含羞草。
	(v) 應規劃長期維管經費，採表土保存，確保原生植物定著，避免外來入侵種隨工程施作落地橫溝，尤其是美洲含羞草。
	(vi) 請兩件工程提出植栽配置，建議考量美濃物候條件與人文風土，朝多樣化種種，搭配大喬木、小喬木、灌叢、草本與藤蔓等植物。可考量美濃在地苗方忍冬苗圃的建議。
	(vi) 請兩件工程提出植栽配置，建議考量美濃物候條件與人文風土，朝多樣化種種，搭配大喬木、小喬木、灌叢、草本與藤蔓等植物。可考量美濃在地苗方忍冬苗圃的建議。
	(vii) 建議應先確定公私有土地界線，讓公有土地為河川行水區，緊鄰公有土地的私有土地徵收為防汛道路，讓農業機具方便進駐或活絡土地開發。
	(vii) 建議應先確定公私有土地界線，讓公有土地為河川行水區，緊鄰公有土地的私有土地徵收為防汛道路，讓農業機具方便進駐或活絡土地開發。
	(viii) 目前兩件工程均未提出植栽細節，建議以實生苗搭配大喬木、小喬木與灌叢，短期阻斷外來入侵種，長期形成遮蔭，降低步道與水面溫度，改善水質與微氣候。與生態相關的專業配置，請諮詢生態團隊與在地組織，避免工程單位一廂情願的規劃設計。
	(viii) 目前兩件工程均未提出植栽細節，建議以實生苗搭配大喬木、小喬木與灌叢，短期阻斷外來入侵種，長期形成遮蔭，降低步道與水面溫度，改善水質與微氣候。與生態相關的專業配置，請諮詢生態團隊與在地組織，避免工程單位一廂情願的規劃設計。
	(ix) 建議高雄市政府以此兩件工程，以及觀光局的水雉棲地營造為亮點工程，從規劃設計階段的生態檢核民眾參與，到完工後維護管理階段，均有詳實記錄與生態效益評估，形塑全台水環境建設的模範工程案例與爭公共工程取金質獎。
	(ix) 建議高雄市政府以此兩件工程，以及觀光局的水雉棲地營造為亮點工程，從規劃設計階段的生態檢核民眾參與，到完工後維護管理階段，均有詳實記錄與生態效益評估，形塑全台水環境建設的模範工程案例與爭公共工程取金質獎。
	(x) 若要簡化設計，建議保留南側防汛道路與改善版橋，活絡土地與地方行的安全，去除塊石護岸與渠底型框的比例，增加打樁編柵、渠底清淤與長期維管費用、生態監測費用。
	(x) 若要簡化設計，建議保留南側防汛道路與改善版橋，活絡土地與地方行的安全，去除塊石護岸與渠底型框的比例，增加打樁編柵、渠底清淤與長期維管費用、生態監測費用。


	(5) 南臺灣河溪聯盟
	(a) 首先肯定高雄市水利局為美濃地區投入河溪議題的貢獻及為民服務。
	(a) 首先肯定高雄市水利局為美濃地區投入河溪議題的貢獻及為民服務。
	(b) 治理工程原本就是可與生態環境、人文議題合併來融合考量，並非是衝突，工程及生態、人文相融合，才能保有美濃具領先大高雄優質人文素養及生態兼容的美名。
	(b) 治理工程原本就是可與生態環境、人文議題合併來融合考量，並非是衝突，工程及生態、人文相融合，才能保有美濃具領先大高雄優質人文素養及生態兼容的美名。
	(c) 美濃湖及美濃溪的治理，建議應該要優先評估「河相學」及應有水理計算，並包含美濃的人文、農業、生態才能真正落實美濃湖周邊涵蓋【橫溝】的最佳治理。
	(c) 美濃湖及美濃溪的治理，建議應該要優先評估「河相學」及應有水理計算，並包含美濃的人文、農業、生態才能真正落實美濃湖周邊涵蓋【橫溝】的最佳治理。
	(d) 除了妥善解決水患問題，橫溝應保留最佳豐富生態區段，也為美濃子弟保留一處最佳環境教育場域，讓美濃子孫能持續認識自己故鄉。
	(d) 除了妥善解決水患問題，橫溝應保留最佳豐富生態區段，也為美濃子弟保留一處最佳環境教育場域，讓美濃子孫能持續認識自己故鄉。
	(e) 截彎取直，不當無法有效治理河溪，除大雨來臨時期會加速大量排水速度，總會造成下游河段更嚴重水患，應取得能平衡上下游的最佳治理評估方式。
	(e) 截彎取直，不當無法有效治理河溪，除大雨來臨時期會加速大量排水速度，總會造成下游河段更嚴重水患，應取得能平衡上下游的最佳治理評估方式。
	(f) 近期民間NGO將針封美濃治理，舉辦一場治理工程及生態環境的工作坊，邀請在地鄉親及水利局共同參與。美濃湖排水上游的自然渠段，目前為美濃地區中小學學生及教師研習的生態教育場域。治理工程除治災防洪的考量外，亦應考量生態功能，維持作為生態教室的功能。
	(f) 近期民間NGO將針封美濃治理，舉辦一場治理工程及生態環境的工作坊，邀請在地鄉親及水利局共同參與。美濃湖排水上游的自然渠段，目前為美濃地區中小學學生及教師研習的生態教育場域。治理工程除治災防洪的考量外，亦應考量生態功能，維持作為生態教室的功能。


	8.2.2 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民眾參與說明會
	(1) 中圳里里長黃其添
	(a) 淹水主因在於豪雨期間，美濃湖排水的水排不入美濃溪，應加強美濃溪的土砂清疏，增加美濃溪的排洪能力。
	(a) 淹水主因在於豪雨期間，美濃湖排水的水排不入美濃溪，應加強美濃溪的土砂清疏，增加美濃溪的排洪能力。
	(b) 美濃溪及美濃湖排水下游段的整治比上游段重要，但只作護岸加高效益不高。
	(b) 美濃溪及美濃湖排水下游段的整治比上游段重要，但只作護岸加高效益不高。

	(2) 泰安里里長劉國松
	建議每年編列預算，清淤美濃湖排水泰安橋下游渠道的土砂，以紓緩淹水情況。
	(3) 陳委員柏豪
	(a) 肯定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的用心，讓水利工程不僅考量安全，亦有生態與景觀之效，期待能有更多互動，讓公共建設更得民心。
	(a) 肯定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的用心，讓水利工程不僅考量安全，亦有生態與景觀之效，期待能有更多互動，讓公共建設更得民心。
	(b) 建議橫溝沿岸步道可慢慢建設為美濃市區至美濃湖的單車或散步動線。
	(b) 建議橫溝沿岸步道可慢慢建設為美濃市區至美濃湖的單車或散步動線。
	(c) 比對臺灣堡圖與目前河道型態，工區現址為客庄先民水利工程的遺跡，建議設計可加入歷史意義，擇選適當區段採土堤形式，搭配南國原生植栽，如破布子、椰子、刺竹等，彰顯美濃住民與水資源共存的軌跡。
	(c) 比對臺灣堡圖與目前河道型態，工區現址為客庄先民水利工程的遺跡，建議設計可加入歷史意義，擇選適當區段採土堤形式，搭配南國原生植栽，如破布子、椰子、刺竹等，彰顯美濃住民與水資源共存的軌跡。
	(d) 不建議在缺乏水理運算與河相學討論的背景之下，即貿然設計截彎取直。因河川連續的搬運與沉積泥沙的線性構造，截彎取直會影響工區的上下游河相。工區下游為美濃市區，截彎取直會讓水更快速的導向三叉水，增加市區淹水的風險；工區上游為美濃碩果僅存的歷史土堤與沉下橋，工區截彎取直後，水流速度加快，將加強美濃湖放水沖刷土堤與沉下橋，減少泥沙自然沉積的護坡效果。
	(d) 不建議在缺乏水理運算與河相學討論的背景之下，即貿然設計截彎取直。因河川連續的搬運與沉積泥沙的線性構造，截彎取直會影響工區的上下游河相。工區下游為美濃市區，截彎取直會讓水更快速的導向三叉水，增加市區淹水的風險；工區上游為美濃碩果僅存的歷史土堤與沉下橋，工區截彎取直後，水流速度加快，將加強美濃湖放水沖刷土堤與沉下橋，減少泥沙自然沉積的護坡效果。
	(e) 關於工區用地取得，建議重新鑑界，確認公私有土地的界線，清點工區周邊的公有土地，釐清水利與工程用地的來源，擴大橫溝蓄洪功能，增強下游市區面對極端氣候的韌性。
	(e) 關於工區用地取得，建議重新鑑界，確認公私有土地的界線，清點工區周邊的公有土地，釐清水利與工程用地的來源，擴大橫溝蓄洪功能，增強下游市區面對極端氣候的韌性。
	(f) 工區為美濃湖下游的平原河川，缺乏塊石，且歷史地景為土堤與喬灌木護坡的環境，建議打除既有護岸後，在非河川攻擊面構築約45度至60度的緩坡土堤，並以打樁編柵穩定水土，鑲嵌九芎、黃槿、刺竹或破布子的植生樁，編列常年維管費用，維護植生情形、清除外來種與河道清淤。
	(f) 工區為美濃湖下游的平原河川，缺乏塊石，且歷史地景為土堤與喬灌木護坡的環境，建議打除既有護岸後，在非河川攻擊面構築約45度至60度的緩坡土堤，並以打樁編柵穩定水土，鑲嵌九芎、黃槿、刺竹或破布子的植生樁，編列常年維管費用，維護植生情形、清除外來種與河道清淤。
	(g) 位於工區上游的土堤河段為水利局設計中的「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是否仍有檢討的機會，並建請該案件的設計團隊亦應納入民眾參與，保留橫溝至美濃湖沿河步道的潛力。
	(g) 位於工區上游的土堤河段為水利局設計中的「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是否仍有檢討的機會，並建請該案件的設計團隊亦應納入民眾參與，保留橫溝至美濃湖沿河步道的潛力。
	(h) 河岸應視為洪氾區，尤其橫溝泥沙含量高，不建議於河岸佈設過多景觀設施，尤其是木頭、地磚等泡水後易毀損且不容易維管的材質。
	(h) 河岸應視為洪氾區，尤其橫溝泥沙含量高，不建議於河岸佈設過多景觀設施，尤其是木頭、地磚等泡水後易毀損且不容易維管的材質。
	(i) 應保留工區上游處的巨大刺竹叢，該刺竹為美濃平原上，臺灣獼猴、白鼻心與成群鷺鷥的棲所。此河段亦有翠鳥與脊紋鼓蟌等生態課題，若能保存野生物棲地，可成為地方生態導覽資源。
	(i) 應保留工區上游處的巨大刺竹叢，該刺竹為美濃平原上，臺灣獼猴、白鼻心與成群鷺鷥的棲所。此河段亦有翠鳥與脊紋鼓蟌等生態課題，若能保存野生物棲地，可成為地方生態導覽資源。
	(j) 建議防汛道路、階梯步道、觀景廊道都應配置原生大喬木，如茄苳、榕樹、香果等，並編列常年維管費用，以增加景觀設施利用率。
	(j) 建議防汛道路、階梯步道、觀景廊道都應配置原生大喬木，如茄苳、榕樹、香果等，並編列常年維管費用，以增加景觀設施利用率。
	(k) 目前平面配置圖尚缺綠美化、景觀工程、逃生設計、護欄形式等細節，尚屬初步設計階段，細部設計宜成立平台，定期廣納社區與專家意見，讓水利工程協助地方永續發展。
	(k) 目前平面配置圖尚缺綠美化、景觀工程、逃生設計、護欄形式等細節，尚屬初步設計階段，細部設計宜成立平台，定期廣納社區與專家意見，讓水利工程協助地方永續發展。
	(l) 可利用工程開挖清除的椰子樹及其他雜木的樹幹，於凹岸處設置臨時的丁壩，減少水流對新設護岸的衝擊。
	(l) 可利用工程開挖清除的椰子樹及其他雜木的樹幹，於凹岸處設置臨時的丁壩，減少水流對新設護岸的衝擊。

	(4) 溫委員仲良
	(a) 此段渠道目前呈現不符合自然的近乎直角方式彎曲，是因為匯流處的右岸因民間開發利用，侷限了渠道範圍所造成。
	(a) 此段渠道目前呈現不符合自然的近乎直角方式彎曲，是因為匯流處的右岸因民間開發利用，侷限了渠道範圍所造成。
	(b) 肯定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近年來在美濃湖排水的治理，但建議本案僅於上游匯流處的水流攻擊面，以及大水時流速較快的直線段左岸等應力集中處採用硬式工法。
	(b) 肯定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近年來在美濃湖排水的治理，但建議本案僅於上游匯流處的水流攻擊面，以及大水時流速較快的直線段左岸等應力集中處採用硬式工法。
	(c) 贊同設計單位納入居民親水空間的考量，但建議非應力集中處的護岸，考慮採用植生樁、砌石或格框等較為軟性的多孔隙護岸形式設計。
	(c) 贊同設計單位納入居民親水空間的考量，但建議非應力集中處的護岸，考慮採用植生樁、砌石或格框等較為軟性的多孔隙護岸形式設計。
	(d) 贊同保留現況凸岸作為河中島，但建議減少硬式構造，使中島成為洪泛空間，進行自然演替。
	(d) 贊同保留現況凸岸作為河中島，但建議減少硬式構造，使中島成為洪泛空間，進行自然演替。
	(e) 美濃湖排水此渠段為當地工業區及住宅區的分界，左岸為砂石、水泥及石材等易產生揚塵的工廠，右岸即為住宅區，建議可於排水堤岸選植原生喬木，在視覺及景觀上區隔住宅與砂石場。
	(e) 美濃湖排水此渠段為當地工業區及住宅區的分界，左岸為砂石、水泥及石材等易產生揚塵的工廠，右岸即為住宅區，建議可於排水堤岸選植原生喬木，在視覺及景觀上區隔住宅與砂石場。

	(5) 邱委員靜慧
	(a) 美濃湖排水上游的自然渠段，目前為美濃地區中小學學生及教師研習的生態教育場域。治理工程除治災防洪的考量外，亦應考量生態功能，維持作為生態教室的功能。
	(a) 美濃湖排水上游的自然渠段，目前為美濃地區中小學學生及教師研習的生態教育場域。治理工程除治災防洪的考量外，亦應考量生態功能，維持作為生態教室的功能。
	(b) 美濃湖排水下游因流經美濃市區已渠道化，但距離市區不遠的上游渠段仍保有良好的生態廊道功能，本案的渠段介於兩者之間，應藉由此次工程恢復渠道的生態機能，並營造連續的生態景觀串聯市區及美濃湖。
	(b) 美濃湖排水下游因流經美濃市區已渠道化，但距離市區不遠的上游渠段仍保有良好的生態廊道功能，本案的渠段介於兩者之間，應藉由此次工程恢復渠道的生態機能，並營造連續的生態景觀串聯市區及美濃湖。


	8.2.3 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現地工程說明會
	8.2.4 竹子門排水石籠護岸後續應急工程現地說明會
	(1) 施工期間溪床保護及濁度控制
	施工機具若需下至溪床施工，應以鋼板樁區隔施工範圍與水流，避免機具輾壓行水區，並需要作好濁度控制，減少干擾水域棲地。
	(2) 後續植生回復
	(a) 完工後，應根據生態團隊所提出之生態友善建議，將石籠上覆蓋現場土砂。
	(a) 完工後，應根據生態團隊所提出之生態友善建議，將石籠上覆蓋現場土砂。
	(b) 建議此工程盡早於洪汛期前完成，因汛期時大水夾帶的土砂會填入石籠的孔隙，有利後續植物快速恢復。
	(b) 建議此工程盡早於洪汛期前完成，因汛期時大水夾帶的土砂會填入石籠的孔隙，有利後續植物快速恢復。


	8.2.5 美濃湖(中正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現地說明會
	8.2.6 美濃山下排水收集系統改善工程先期改善工程
	(1) 目前工程設計的渠道深度超過3公尺，雖臨路側設計有塊狀護欄，農田側亦設有護欄，但此深度若有行人、騎士或年長居民不慎跌落，勢必造成危險，希望設計可以考慮居民安全作調整。
	(1) 目前工程設計的渠道深度超過3公尺，雖臨路側設計有塊狀護欄，農田側亦設有護欄，但此深度若有行人、騎士或年長居民不慎跌落，勢必造成危險，希望設計可以考慮居民安全作調整。
	(2) 美濃為高雄重要的休閒觀光區，福美路更是在地熱門的自行車路線，但目前的設計與現有的農村景觀並不搭配，建議可以考慮雙層式的排水渠道，上層維持既有的灌溉渠道景觀，下層則採用排水箱涵供防洪排水專用(如以下示意圖)。
	(2) 美濃為高雄重要的休閒觀光區，福美路更是在地熱門的自行車路線，但目前的設計與現有的農村景觀並不搭配，建議可以考慮雙層式的排水渠道，上層維持既有的灌溉渠道景觀，下層則採用排水箱涵供防洪排水專用(如以下示意圖)。
	(3) 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a) 讚同原設計於灌溉溝壁斜掛纜繩，此將有助於避免小型動物受困於渠道中。
	(a) 讚同原設計於灌溉溝壁斜掛纜繩，此將有助於避免小型動物受困於渠道中。
	(b) 若維持原設計，建議於排水渠道之繫梁中央設置淺凹槽，此將有助於集中水流維持流心，增加水流的流動性，減少水質發生優養化。
	(b) 若維持原設計，建議於排水渠道之繫梁中央設置淺凹槽，此將有助於集中水流維持流心，增加水流的流動性，減少水質發生優養化。



	8.3 後勁溪流域治理工程說明會
	8.3.1 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現地說明會
	(1) 吳委員仁邦
	(a) 贊同本案採複式斷面護岸，並肯定設計單位利用打除之混凝土塊與土砂拋鋪於護岸基腳，除可保護護岸基礎外，亦有利於濱溪植物生長，所營造之孔隙亦可供水生生物作為棲避空間利用。
	(a) 贊同本案採複式斷面護岸，並肯定設計單位利用打除之混凝土塊與土砂拋鋪於護岸基腳，除可保護護岸基礎外，亦有利於濱溪植物生長，所營造之孔隙亦可供水生生物作為棲避空間利用。
	(b) 工區左岸鄰近中山高之次生林狀況良好，建議保留不擾動，並於工程期間以警示帶等圈圍標示，避免於施工期間遭到意外移除。
	(b) 工區左岸鄰近中山高之次生林狀況良好，建議保留不擾動，並於工程期間以警示帶等圈圍標示，避免於施工期間遭到意外移除。
	(c) 肯定本工程已建立完善之清淤土砂汙染處理與防制措施。
	(d) 建議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加強落實施工前中後之汙泥檢測與後續處理措施追蹤。並公開本案清淤土砂檢測結果等資訊。
	(d) 建議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加強落實施工前中後之汙泥檢測與後續處理措施追蹤。並公開本案清淤土砂檢測結果等資訊。

	(2)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
	(a) 建議分段清疏及施工，適度保留部分濱溪灘地及濱溪植被，供斑龜、鳥類等生物暫時棲避與躲藏。
	(a) 建議分段清疏及施工，適度保留部分濱溪灘地及濱溪植被，供斑龜、鳥類等生物暫時棲避與躲藏。
	(b) 本工程於調查過程中，曾紀錄有外來種綠鬣蜥，施工階段建議可會同農業局進行移除，減少綠鬣蜥族群數量。
	(b) 本工程於調查過程中，曾紀錄有外來種綠鬣蜥，施工階段建議可會同農業局進行移除，減少綠鬣蜥族群數量。

	(3) 荒野保護協會
	(a) 對於本工程案所制定之相關汙染防制措施予以肯定。
	(b) 建議將汙染防制措施之執行狀況、檢測結果及工作進度等資訊公開，以供民眾參考與檢視。
	(b) 建議將汙染防制措施之執行狀況、檢測結果及工作進度等資訊公開，以供民眾參考與檢視。


	8.3.2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現地說明會
	8.3.2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現地說明會
	(1) 吳委員仁邦
	後勁溪兩岸土地利用率高，僅存之綠地已相對少見，建議保留本段工程左岸之樟樹及畸零地次生林，並於施工過程中以警示帶圈圍標示，避免遭到移除或作為施工堆置區。
	(2)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
	(a) 高速公路橋下堤頂道路旁之樟樹或芒果樹建議保留不擾動，若因工程需求有移除之必要，建議擬定相對應之補償措施。
	(a) 高速公路橋下堤頂道路旁之樟樹或芒果樹建議保留不擾動，若因工程需求有移除之必要，建議擬定相對應之補償措施。
	(b) 生態保全對象(如樹木、果園等棲地)及生態保育措施(位保全對象拉設警示帶)應納入施工計畫書及履約項目，請施工廠商每月定期填寫生態檢查表，並回報監造單位及生態團隊。
	(b) 生態保全對象(如樹木、果園等棲地)及生態保育措施(位保全對象拉設警示帶)應納入施工計畫書及履約項目，請施工廠商每月定期填寫生態檢查表，並回報監造單位及生態團隊。

	(3)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溪床既有預鑄塊間形成的空間為外來種吳郭魚喜好之繁殖空間，治理工程如仍保留既有預鑄塊，建議以混凝土鑿塊或疏浚土砂覆蓋，減少吳郭魚繁殖空間，以利原生魚種復育，亦可改善渠道景觀。

	8.3.3 後勁溪排水中山高9K+375護岸治理工程現地說明會
	()1 吳委員仁邦
	(a) 因本案位置非水流攻擊岸，建議局部保留溪床上之施工便道，於完工後供濱溪植物生長，以及水鳥、蛙類及班龜等動物棲息與利用。
	(a) 因本案位置非水流攻擊岸，建議局部保留溪床上之施工便道，於完工後供濱溪植物生長，以及水鳥、蛙類及班龜等動物棲息與利用。
	(b) 本溪段右岸為人為干擾較少之人造林，亦紀錄有白鼻心足跡，建議右岸後續工程設置動物通道，以供棲息於人造林之動物往返溪床及樹林。
	(b) 本溪段右岸為人為干擾較少之人造林，亦紀錄有白鼻心足跡，建議右岸後續工程設置動物通道，以供棲息於人造林之動物往返溪床及樹林。

	(2)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
	請審視本案是否有設計動物(包括人)逃生坡道之需要。
	(3) 荒野保護協會
	本段雖無敏感之生態議題，但建議工程完工時如有多餘之土砂，培土於護岸基腳，除可減少護岸基礎之掏刷，亦可加速濱溪植被生長回復。


	8.4 拷潭排水流域治理工程說明會
	8.4.1 拷潭排水中上游左岸治理工程(第一期)與拷潭排水中上游左岸治理工程現地說明會
	8.4.1 拷潭排水中上游左岸治理工程(第一期)與拷潭排水中上游左岸治理工程現地說明會
	(1) 吳委員仁邦
	(a) 肯定懋霆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納入生態友善措施並設置生態護岸。
	(a) 肯定懋霆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納入生態友善措施並設置生態護岸。
	(b) 生態護岸基腳與渠底尚有約120公分之落差，易造成生物移動之橫向阻隔，建議以局部緩坡或於基腳拋鋪塊石營造緩坡。亦可於固床工與生態護岸銜接處設置動物逃生坡道，以利動物上下生態護岸與溪流，請設計單位評估各方案之可行性。
	(b) 生態護岸基腳與渠底尚有約120公分之落差，易造成生物移動之橫向阻隔，建議以局部緩坡或於基腳拋鋪塊石營造緩坡。亦可於固床工與生態護岸銜接處設置動物逃生坡道，以利動物上下生態護岸與溪流，請設計單位評估各方案之可行性。

	(2)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
	生態護岸旁為公有地，可考量增加原生植栽，作為補償及營造。
	(3) 拷潭在地居民 洪資森先生
	(a) 拷潭排水的治理應有整體規劃，除改善豪大雨期間的淹水情況外，也應考量居民平日的親水需求，不要只是兩片牆形式的水溝，可利用周邊國有財產屬土地設置親水空間，結合拷潭地區豐富的鳥類生態，營造於水共存的在地特色。
	(a) 拷潭排水的治理應有整體規劃，除改善豪大雨期間的淹水情況外，也應考量居民平日的親水需求，不要只是兩片牆形式的水溝，可利用周邊國有財產屬土地設置親水空間，結合拷潭地區豐富的鳥類生態，營造於水共存的在地特色。
	(b) 治理規劃應優先使用公有土地，減少徵用民地。


	8.4.2 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第二期)現地說明會
	(1)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
	若需依前期工程採直立式混凝土護岸設計，請遵從生態團隊給予的建議，如動物(包括人)逃生坡道。
	(2) 拷潭在地居民 洪資森先生
	拷潭排水上游段的渠底較下游段低，豪大雨期間常因排水不及造成上游段周邊淹水，因此拷潭排水治理應有整體規劃，才能減輕拷潭地區的淹水情況。


	8.5 林園排水左岸整治工程現地說明會
	(1) 吳委員仁邦
	(a) 本案工程因緊鄰鳳林公路，用地限制較大，如須採懸臂式護岸之治理方式，建議可於護岸基腳拋鋪施工過程所打除之混凝土塊，除可保護基礎外，亦可提供水生生物利用與躲藏。
	(a) 本案工程因緊鄰鳳林公路，用地限制較大，如須採懸臂式護岸之治理方式，建議可於護岸基腳拋鋪施工過程所打除之混凝土塊，除可保護基礎外，亦可提供水生生物利用與躲藏。
	(b) 贊同規劃拆除六座造成瓶頸的橋樑及跨河構造物，並重新建造其中三座，確實改善整體渠道。
	(b) 贊同規劃拆除六座造成瓶頸的橋樑及跨河構造物，並重新建造其中三座，確實改善整體渠道。
	(c) 贊同右岸不全面設置水防道路。

	(2) 國立臺南大學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
	請審視是否有設計動物(包括人)逃生坡道之需要。
	(3) 荒野保護協會
	工區部份右岸的濱溪植被狀況良好，建議後續右岸治理工程適度保留既有綠帶，以供生物棲息及利用。


	第九章 推動辦理資訊公開
	9.1 推動資訊公開
	9.2 資訊公開平台建置
	9.3 資訊公開內容
	(1) 生態檢核自評表及附表
	(2) 施工中生態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3) 生態調查名錄
	(4) 各階段現勘照片
	(5) 施工前後航拍影像紀錄(若屬禁航區則無)
	(6) 異常狀況處理紀錄(若無發生則無)

	9.4 生態檢核教育訓練資訊公開
	(1) 教育訓練活動照片
	(2) 訓練計畫書

	9.5 續辦工程資訊公開
	(1) 續辦階段生態檢核自評表及附表
	(2) 施工中生態友善措施自主檢查表
	(3) 各階段現勘照片
	(4) 施工前後航拍影像紀錄
	(5) 異常狀況處理紀錄(若無發生則無)


	第十章 結論與建議
	10.1 計畫結論
	10.2 亮點示範案例呈現
	10.3 後續建議及檢討
	10.3.1 生態檢核辦理期程建議配合年度工程之提報階段
	(1) 建議水利局提前標案啟動時間以無縫銜接前期計畫。依據各機關執行經驗，生態檢核標案前後期，往往會有2-3個月無生態團隊協助與查核，可能造成進度快之工程，在生態團隊進場前即已造成生態干擾。建議參考水土保持局作法，在前一計劃結案前，開始下一期的招標作業，以縮短空窗期降低後續潛在風險。
	(1) 建議水利局提前標案啟動時間以無縫銜接前期計畫。依據各機關執行經驗，生態檢核標案前後期，往往會有2-3個月無生態團隊協助與查核，可能造成進度快之工程，在生態團隊進場前即已造成生態干擾。建議參考水土保持局作法，在前一計劃結案前，開始下一期的招標作業，以縮短空窗期降低後續潛在風險。
	(2) 建議後續計畫，增加民眾參與場次，邀請地方充分溝通。民眾參與除個別工程外，亦可就轄區或各區辦理較上位之座談會與工作坊，增加水利局與關心NGO之友善接觸頻度，降低彼此不信任感與誤判風險。
	(2) 建議後續計畫，增加民眾參與場次，邀請地方充分溝通。民眾參與除個別工程外，亦可就轄區或各區辦理較上位之座談會與工作坊，增加水利局與關心NGO之友善接觸頻度，降低彼此不信任感與誤判風險。
	(3) 建議教育訓練與教育推廣分開成兩工作項目。兩者之對象、目的、場地和辦理型態不同，建議分開成個別工作項目，避免混淆。
	(3) 建議教育訓練與教育推廣分開成兩工作項目。兩者之對象、目的、場地和辦理型態不同，建議分開成個別工作項目，避免混淆。
	(4) 越早導入生態檢核，效益越高，建議後續計畫維持目前早期導入生態檢核的作法。本計畫開始執行時，部分應急工程已近發包施工階段，因此生態檢核效益有限。後續各批次工程在提報階段即由生態團隊評估生態敏感度、生態保全對象與可能風險等初步建議，有助於及早辦理民眾參與工程說明會，權衡治理必要性與生態議題，掌握在地居民想法，協助設計階段掌握方向，降低因工程所造成之生態損失。
	(4) 越早導入生態檢核，效益越高，建議後續計畫維持目前早期導入生態檢核的作法。本計畫開始執行時，部分應急工程已近發包施工階段，因此生態檢核效益有限。後續各批次工程在提報階段即由生態團隊評估生態敏感度、生態保全對象與可能風險等初步建議，有助於及早辦理民眾參與工程說明會，權衡治理必要性與生態議題，掌握在地居民想法，協助設計階段掌握方向，降低因工程所造成之生態損失。
	(5) 施工階段是生態檢核最易有斷點與認知落差之關鍵，建議水利局協助於各工程施工說明會或現場放樣時，通知邀請生態團隊參與，現場說明生態保育措施位置，與自主檢核表填寫項目等，必要時當場協助營造廠商標示圈圍重要生態保全對象。避免施工之營造廠商不清楚相關措施而造成非必要生態損失。
	(5) 施工階段是生態檢核最易有斷點與認知落差之關鍵，建議水利局協助於各工程施工說明會或現場放樣時，通知邀請生態團隊參與，現場說明生態保育措施位置，與自主檢核表填寫項目等，必要時當場協助營造廠商標示圈圍重要生態保全對象。避免施工之營造廠商不清楚相關措施而造成非必要生態損失。
	(6) 執行已完工工程之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建議續辦生態團隊挑選已完工之合適工程，執行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瞭解完工後生態效益與恢復狀況，或其他衍生生態議題。
	(6) 執行已完工工程之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建議續辦生態團隊挑選已完工之合適工程，執行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瞭解完工後生態效益與恢復狀況，或其他衍生生態議題。
	(7) 建議水利局協助邀請工程承辦與設計、施工廠商參與生態檢核教育訓練。其在於經由基礎課程嫻熟生態檢核流程和重點，瞭解最新上位資訊與要求，經由優良與負面案例掌握執行方向，達到與工程會和水利署要求同步之目的。
	(7) 建議水利局協助邀請工程承辦與設計、施工廠商參與生態檢核教育訓練。其在於經由基礎課程嫻熟生態檢核流程和重點，瞭解最新上位資訊與要求，經由優良與負面案例掌握執行方向，達到與工程會和水利署要求同步之目的。
	(8) 提出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生態檢核亮點示範案例。現階段辦理生態檢核已進入第三年，宜呈現計畫辦理成果與效益。建議水利局挑選具有代表性之工程，作為生態檢核辦理之示範案例，供高雄市與其他縣市參考。生態團隊已於行政協助中，協助水利局撰擬「水利署109年公共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情形」(附錄二十二)，以「美濃湖排水系列工程-善用民眾參與促進公私協力實例」為題，提出亮點示範案例。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參考。
	(8) 提出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生態檢核亮點示範案例。現階段辦理生態檢核已進入第三年，宜呈現計畫辦理成果與效益。建議水利局挑選具有代表性之工程，作為生態檢核辦理之示範案例，供高雄市與其他縣市參考。生態團隊已於行政協助中，協助水利局撰擬「水利署109年公共工程生態檢核執行情形」(附錄二十二)，以「美濃湖排水系列工程-善用民眾參與促進公私協力實例」為題，提出亮點示範案例。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參考。
	(9) 建議水利局提早因應明年度「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建議建立遠距會議等備用方案與設施，超前佈署以利教育訓練、教育推廣與一般會議等順利執行。
	(9) 建議水利局提早因應明年度「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建議建立遠距會議等備用方案與設施，超前佈署以利教育訓練、教育推廣與一般會議等順利執行。

	10.3.2 工程生態檢核案件後續辦理建議
	(1) 本計畫辦理15件生態檢核後續建議
	(a) 美濃區美湖橋排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已完工)
	(i) 該溪段是美濃湖與橫溝連結月光山棲地的重要生態廊道和藍綠網絡，建議水利局未來該段如規劃有後續工程，應注意棲地多樣性維持、植生帶保護與縱橫向連結性通暢，同時與美濃地區民眾與NGO團體充分溝通，避免擴大因本工程所埋下之不滿。
	(i) 該溪段是美濃湖與橫溝連結月光山棲地的重要生態廊道和藍綠網絡，建議水利局未來該段如規劃有後續工程，應注意棲地多樣性維持、植生帶保護與縱橫向連結性通暢，同時與美濃地區民眾與NGO團體充分溝通，避免擴大因本工程所埋下之不滿。
	(ii) 建議水利局後續計畫可考慮選取本工程，執行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評估生態恢復狀況，與因工程所衍生之生態議題。
	(ii) 建議水利局後續計畫可考慮選取本工程，執行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評估生態恢復狀況，與因工程所衍生之生態議題。

	(b) 竹子門排水石籠護岸應急工程(已完工)
	(i) 建議水利局後續計畫可考慮選取本工程，執行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評估左岸因護岸設置所造成之橫向阻隔程度，與施工後裸露面植恢復與外來種植物入侵之狀況。
	(i) 建議水利局後續計畫可考慮選取本工程，執行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評估左岸因護岸設置所造成之橫向阻隔程度，與施工後裸露面植恢復與外來種植物入侵之狀況。
	(ii) 本案為應急之工程，未來如有經費升級為正式護岸，建議邀請續辦生態團隊參與設計評估，該溪段為龜鱉與兩棲爬蟲棲地，經由適度設計營造，有機會恢復棲地。
	(ii) 本案為應急之工程，未來如有經費升級為正式護岸，建議邀請續辦生態團隊參與設計評估，該溪段為龜鱉與兩棲爬蟲棲地，經由適度設計營造，有機會恢復棲地。

	(c) 旗津天聖宮海岸線保護應急工程 (已完工)

	本案雖然生態議題低，然而L型護岸設置衍生海岸生態連續性阻斷、高落差恐有民眾安全隱憂、於觀光地區形成視覺突兀等問題。經諮詢專家顧問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郭一羽教授並承其看法，建議水利局在本期工程後續可考慮拋疊塊石緩衝海浪沖蝕與掏刷，同時降低高差，建議另案執行。接續工程在安全性許可下，建議水利局考慮以緩坡式護岸設計，降低遊客風險，保留緊急救難路徑，降低視覺衝擊。
	(d) 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設計中)
	(i) 本工程改善原三面工渠道，拓寬滯洪並營造棲地，連結上游「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橫溝)治理計畫，具正面意義。建議水利局未來考慮結合其他單位如觀光局或教育局資源，整合成區域亮點示範案例。
	(i) 本工程改善原三面工渠道，拓寬滯洪並營造棲地，連結上游「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橫溝)治理計畫，具正面意義。建議水利局未來考慮結合其他單位如觀光局或教育局資源，整合成區域亮點示範案例。
	(ii) 美濃在地與NGO重視本案，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未來宜持續溝通討論，避免接觸斷線後有認知落差而導致不信任和阻力。
	(ii) 美濃在地與NGO重視本案，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未來宜持續溝通討論，避免接觸斷線後有認知落差而導致不信任和阻力。
	(iii) 外來種移除與抑制，是本案棲地與景觀營造是否成功之重點。建議續辦生態團隊確保於施工與保固期間，隨時移除象草、美洲含羞草或銀合歡等小苗；完工後裸露面優先噴植可快速生長之草種狗牙根(百慕達草)，並輔以定期澆水維管，確保植草快速生長與外來種競爭。
	(iii) 外來種移除與抑制，是本案棲地與景觀營造是否成功之重點。建議續辦生態團隊確保於施工與保固期間，隨時移除象草、美洲含羞草或銀合歡等小苗；完工後裸露面優先噴植可快速生長之草種狗牙根(百慕達草)，並輔以定期澆水維管，確保植草快速生長與外來種競爭。
	(iv) 建議承攬本案設計之佳綸公司，保持與上游「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設計廠商鴻威公司連繫，確保兩工程在生態與景觀之整體性。
	(iv) 建議承攬本案設計之佳綸公司，保持與上游「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設計廠商鴻威公司連繫，確保兩工程在生態與景觀之整體性。

	(e)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設計中)

	本案是橋梁改善工程，生態議題低。因工程位於美濃地區，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仍保持與在地「美濃愛鄉協進會」之溝通，持續邀請該會成員參與相關説明，使其了解本工程爭取支持。
	(f)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設計中)
	(f)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排水(台17線上下游)護岸改善治理工程(設計中)
	(i) 本案位於已干擾區，生態議題低且少營造改善生態之空間。
	(i) 本案位於已干擾區，生態議題低且少營造改善生態之空間。
	(ii) 工區下游 (湖內排水出海口至公告排水里程1550處)，生態敏感度高且可能具爭議性。該段紅樹與濱溪植被狀況良好，為水鳥與翠鳥等多種鳥類之棲地。建議水利局若有後續治理規劃，應謹慎處理，邀集生態團隊共同參與設計，並辦理民眾參與，納入各方建議，尤其是鳥會等NGO團體，避免彰化東溝大排爭議事件在此處重演。
	(ii) 工區下游 (湖內排水出海口至公告排水里程1550處)，生態敏感度高且可能具爭議性。該段紅樹與濱溪植被狀況良好，為水鳥與翠鳥等多種鳥類之棲地。建議水利局若有後續治理規劃，應謹慎處理，邀集生態團隊共同參與設計，並辦理民眾參與，納入各方建議，尤其是鳥會等NGO團體，避免彰化東溝大排爭議事件在此處重演。

	(g) 永安區北溝排水第三期護岸整治工程(設計中)
	(i) 本案所在區段生態敏感度高，與地方防災需求衝突亦高，宜謹慎處理。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於明年度計畫辦理座談會或工作坊，邀集在地居民與NGO參與，整合說明此段治理，聆聽各方看法與建議，消弭後續衝突因子。
	(i) 本案所在區段生態敏感度高，與地方防災需求衝突亦高，宜謹慎處理。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於明年度計畫辦理座談會或工作坊，邀集在地居民與NGO參與，整合說明此段治理，聆聽各方看法與建議，消弭後續衝突因子。
	(ii) 本案在防災前提下可設計執行的生態友善措施不多，因此建議續辦生態團隊確保支流溪溝不受干擾、紅樹林保留區完整、基部培填土砂等少數生態友善措施確實執行。
	(ii) 本案在防災前提下可設計執行的生態友善措施不多，因此建議續辦生態團隊確保支流溪溝不受干擾、紅樹林保留區完整、基部培填土砂等少數生態友善措施確實執行。

	(h) 後勁溪排水中山高9K+375護岸治理工程(設計中)

	在防災前提下可設計執行的生態友善措施不多，因此建議續辦生態團隊確保降低行水區干擾、保留或營造護岸基腳灘地等少數生態友善措施確實執行。
	(i) 後勁溪排水仁武橋~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設計中)

	本案位於高鐵橋下已開發區域，生態議題低，建議續辦生態團隊，確保重點是既有堤岸上大樹與廢棄果園不移除不干擾。
	(j) 後勁溪排水台塑仁武廠工業區瓶頸段治理工程(設計中)
	(i) 本案位於嚴重汙染與干擾溪段，含重金屬與其他有害汙染物的淤泥檢測與清除，是本案最重大議題。建議水利局將本案擬定執行之法規依據、檢測方法、項目與數據、淤泥處置方案、施工管理與安全措施、跨機關(環保局、台塑)合作等對策等資訊，彙整成專章或說帖備用。一旦關心後勁溪之生態/環保團體提出質疑，可於第一時間澄清釋疑，避免風暴擴大。
	(i) 本案位於嚴重汙染與干擾溪段，含重金屬與其他有害汙染物的淤泥檢測與清除，是本案最重大議題。建議水利局將本案擬定執行之法規依據、檢測方法、項目與數據、淤泥處置方案、施工管理與安全措施、跨機關(環保局、台塑)合作等對策等資訊，彙整成專章或說帖備用。一旦關心後勁溪之生態/環保團體提出質疑，可於第一時間澄清釋疑，避免風暴擴大。
	(ii) 目前生態檢核之民眾參與已邀請生態相關NGO參與。其他環保團體與NGO如環保聯盟、主婦聯盟等，建議水利局協同環保局主動溝通說明市府之責任、努力、難處限制，和需要NGO協助之處，降低彼此疑慮。
	(ii) 目前生態檢核之民眾參與已邀請生態相關NGO參與。其他環保團體與NGO如環保聯盟、主婦聯盟等，建議水利局協同環保局主動溝通說明市府之責任、努力、難處限制，和需要NGO協助之處，降低彼此疑慮。
	(iii) 本案在防災前提下可設計執行的生態友善措施不多，因此建議續辦生態團隊確保護岸基腳下拋填塊石與回收混凝土塊、基腳處覆土砂營造灘地降低坡度落差等少數生態友善措施確實執行。
	(iii) 本案在防災前提下可設計執行的生態友善措施不多，因此建議續辦生態團隊確保護岸基腳下拋填塊石與回收混凝土塊、基腳處覆土砂營造灘地降低坡度落差等少數生態友善措施確實執行。

	(k) 林園排水治理工程(10k+181~11K+300)(第三之二期)與林園排水左岸整治工程(設計中)
	(k) 林園排水治理工程(10k+181~11K+300)(第三之二期)與林園排水左岸整治工程(設計中)
	(i) 本案位於已開發農、工業與住宅混合區域，生態議題低。在防災前提與既有護岸限制下可設計執行的生態友善措施不多，因此建議續辦生態團隊確保局部多孔隙基礎設計，和施工中濁度控制等少數生態友善措施確實執行。
	(i) 本案位於已開發農、工業與住宅混合區域，生態議題低。在防災前提與既有護岸限制下可設計執行的生態友善措施不多，因此建議續辦生態團隊確保局部多孔隙基礎設計，和施工中濁度控制等少數生態友善措施確實執行。
	(ii) 右岸有以構樹、榕樹、血桐等先驅木本植物形成之綠帶，是本段自然度較高的棲地，因鄰近台電廠區與電塔用地，規劃設計難度高。建議續辦生態團隊於持續關注此綠帶，在可行範圍內予以保留。
	(ii) 右岸有以構樹、榕樹、血桐等先驅木本植物形成之綠帶，是本段自然度較高的棲地，因鄰近台電廠區與電塔用地，規劃設計難度高。建議續辦生態團隊於持續關注此綠帶，在可行範圍內予以保留。

	(l) 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0K+670~1K+620)(第一期)與拷潭排水中上游左岸治理工程(設計中)
	(l) 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0K+670~1K+620)(第一期)與拷潭排水中上游左岸治理工程(設計中)
	(i) 本案重點是右岸農田為保育類二級彩鷸之棲地，建議續辦生態團隊確保工程不進入干擾。
	(i) 本案重點是右岸農田為保育類二級彩鷸之棲地，建議續辦生態團隊確保工程不進入干擾。
	(ii) 生態護岸裸露面可能有外來種入侵，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宜噴植狗牙根等快速生長草種，輔以定期澆水維管，抑制銀合歡等外來種生長。施工與保固期間，隨時移除銀合歡等外來種小苗。
	(ii) 生態護岸裸露面可能有外來種入侵，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宜噴植狗牙根等快速生長草種，輔以定期澆水維管，抑制銀合歡等外來種生長。施工與保固期間，隨時移除銀合歡等外來種小苗。

	(m) 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1K+620~2K+581)(第二期) (設計中)
	(m) 拷潭排水中上游治理工程(1K+620~2K+581)(第二期) (設計中)

	本案位於已開發農、工業與住宅混合區域，生態議題少。左岸人工林、菱角田、農田；右岸水池、農田等，為兩棲爬行動物棲地，建議續辦團隊提醒施工時減少進入擾動，並確保動物逃生設施設置。
	(n)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 (設計中)

	本案在防災與制式設計前提下，可設計執行的生態友善措施不多。因位於旗山、美濃地區，在地團體與NGO較具自主意識，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未來應持續溝通討論。建議明年度增加民眾參與場次，邀請地方充分溝通。
	(o) 梓官區潭子底抽水站治理工程(設計中)

	本案生態護岸裸露面可能有外來種入侵，建議建議續辦生態團隊宜提醒噴植狗牙根等快速生長草種，輔以定期澆水維管，抑制銀合歡等外來種生長。施工與保固期間，隨時移除銀合歡等外來種小苗。
	(2) 續辦6件生態檢核案件後續建議
	(a) 五甲尾滯(蓄)洪池工程(施工中)
	(i) 本案在維持基本滯洪功能的前提下，可設計執行的生態友善措施不多。唯一的重點在於生態護岸營造，避免銀合歡等外來種入侵。建議續辦生態團隊提醒噴植狗牙根等快速生長草種，輔以定期澆水維管，抑制銀合歡等外來種生長。施工與保固期間，隨時移除銀合歡等外來種小苗。
	(i) 本案在維持基本滯洪功能的前提下，可設計執行的生態友善措施不多。唯一的重點在於生態護岸營造，避免銀合歡等外來種入侵。建議續辦生態團隊提醒噴植狗牙根等快速生長草種，輔以定期澆水維管，抑制銀合歡等外來種生長。施工與保固期間，隨時移除銀合歡等外來種小苗。
	(ii) 同時兼具生態、景觀、遊憩功能的多功能滯洪池是現今水利署推動重點，建議水利局除了基本滯洪功能外，也考慮另籌經費與其他機關和團體合作，導入棲地營造等作為。
	(ii) 同時兼具生態、景觀、遊憩功能的多功能滯洪池是現今水利署推動重點，建議水利局除了基本滯洪功能外，也考慮另籌經費與其他機關和團體合作，導入棲地營造等作為。
	(iii) 本計畫專家顧問提醒，本案鄰近工業區與鋼鐵廠，建議水利局後續宜檢測周圍區排內的汙染狀況，避免營運時區排排水帶入汙染進滯洪池後造成大面積汙染。
	(iii) 本計畫專家顧問提醒，本案鄰近工業區與鋼鐵廠，建議水利局後續宜檢測周圍區排內的汙染狀況，避免營運時區排排水帶入汙染進滯洪池後造成大面積汙染。

	(b) 美濃竹子門排水改善工程(第二工區) (已完工)

	建議續辦生態團隊宜追蹤左岸因施工中護岸設置所造成之橫向阻隔程度，與施裸露面植恢復與外來種植物入侵之狀況。
	(c) 美濃湖排水渠道整建工程(設計中)
	(i) 美濃湖排水(橫溝)受美濃在地關注甚深，經多次會議仍在討論設計中。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未來應持續溝通討論，甚至趁勢建立美濃溝通平台，定期與地方討論設計方向與進度。避免因接觸斷線有認知落差而導致後續抗爭和阻力。
	(i) 美濃湖排水(橫溝)受美濃在地關注甚深，經多次會議仍在討論設計中。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未來應持續溝通討論，甚至趁勢建立美濃溝通平台，定期與地方討論設計方向與進度。避免因接觸斷線有認知落差而導致後續抗爭和阻力。
	(ii) 美濃湖排水(橫溝)的濱溪植被、地景地貌、宗教文化資產與環教遊憩功能之干擾影響降至最低程度，是本案生態與景觀維持是否成功之重點。建議續辦生態檢核團隊持續追蹤設計進度，協助水利局確保治理工程符合安全要求與在地期待。
	(ii) 美濃湖排水(橫溝)的濱溪植被、地景地貌、宗教文化資產與環教遊憩功能之干擾影響降至最低程度，是本案生態與景觀維持是否成功之重點。建議續辦生態檢核團隊持續追蹤設計進度，協助水利局確保治理工程符合安全要求與在地期待。
	(iii) 建議水利局未來考慮連結下游「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整合其他單位如觀光局或教育局資源，營造區域生態與觀光亮點，和示範案例。
	(iii) 建議水利局未來考慮連結下游「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整合其他單位如觀光局或教育局資源，營造區域生態與觀光亮點，和示範案例。
	(iv) 建議承攬本案設計之鴻威公司，保持與下游「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設計廠商佳綸公司連繫，確保兩工程在生態與景觀之整體性。
	(iv) 建議承攬本案設計之鴻威公司，保持與下游「美濃湖排水泰順橋及其上游治理工程」設計廠商佳綸公司連繫，確保兩工程在生態與景觀之整體性。

	(d) 美濃排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設計中)

	本案大部分位於已開發干擾和渠道化之區域。因工程位於美濃地區，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仍保持與在地「美濃愛鄉協進會」之溝通，持續邀請該會成員參與相關説明，使其了解本工程爭取支持。
	(e)美濃山下排水收集系統改善工程先期改善工程0K+100~1K+100 (設計中)
	(e)美濃山下排水收集系統改善工程先期改善工程0K+100~1K+100 (設計中)
	(i) 本案位於已開發農業住宅區域，是既有渠道改善工程，生態議題低。因工程位於美濃地區，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仍保持與在地「美濃愛鄉協進會」之溝通，持續邀請該會成員參與相關説明，使其了解本工程爭取支持。
	(i) 本案位於已開發農業住宅區域，是既有渠道改善工程，生態議題低。因工程位於美濃地區，建議水利局與續辦生態團隊仍保持與在地「美濃愛鄉協進會」之溝通，持續邀請該會成員參與相關説明，使其了解本工程爭取支持。
	(ii) 本案周邊主要為農田，是兩棲爬行動物潛勢棲地，建議續辦生態團隊提醒減少進入擾動，並確保動物逃生設施設置。
	(ii) 本案周邊主要為農田，是兩棲爬行動物潛勢棲地，建議續辦生態團隊提醒減少進入擾動，並確保動物逃生設施設置。

	(f) 西挖支線(0k+000~1k+450)排水路渠道改善工程(設計中)

	本案位於已開發養殖區域，生態議題低。建議續辦生態團隊提醒注意施工中濁度與汙染控制即可。

	10.3.3 建立在地溝通平台
	10.3.4 上位政策建議與基礎資訊研究
	(1) 建議水利局應用生態檢核計畫中既有工程，建立區域性基線研究，盤點中尺度生態資源。以逐步掌握高雄市轄區內各區區域排水/野溪之物理與生物性基線建立，可作為生態評估基礎資料與生態檢核成效評估之基礎(參考田(2019)土木水利 46(4)：44-56)。建議可從工程較密集、資料較豐富、生態敏感度高之區域，如美濃區美濃湖排水、竹子門排水、福安排水等開始。水土保持局各分局、林務局等單位目前之生態檢核案，已同時涵括各工程生態檢核與盤點研究之工作項目，以掌握在地資訊。
	(1) 建議水利局應用生態檢核計畫中既有工程，建立區域性基線研究，盤點中尺度生態資源。以逐步掌握高雄市轄區內各區區域排水/野溪之物理與生物性基線建立，可作為生態評估基礎資料與生態檢核成效評估之基礎(參考田(2019)土木水利 46(4)：44-56)。建議可從工程較密集、資料較豐富、生態敏感度高之區域，如美濃區美濃湖排水、竹子門排水、福安排水等開始。水土保持局各分局、林務局等單位目前之生態檢核案，已同時涵括各工程生態檢核與盤點研究之工作項目，以掌握在地資訊。
	(2) 各區域因應區排/野溪生態環境條件、災害成因、地方特性與經費限制等，治理所需工法與技術往往不同。因此建議水利局針對高雄市轄區各區之區排狀況與需求，研發較為生態友善之工法，並驗證其強度與適用條件，編入建議標準圖供後續相關工程參考。建議優先研發替代三面工或垂直護岸之相關工法。欲達以上目標需要同時結合機關、工程顧問公司、生態專業團隊等單位，甚至邀請地方NGO，共同合作方能有所成。建議未來以獨立計畫方式委託執行。
	(2) 各區域因應區排/野溪生態環境條件、災害成因、地方特性與經費限制等，治理所需工法與技術往往不同。因此建議水利局針對高雄市轄區各區之區排狀況與需求，研發較為生態友善之工法，並驗證其強度與適用條件，編入建議標準圖供後續相關工程參考。建議優先研發替代三面工或垂直護岸之相關工法。欲達以上目標需要同時結合機關、工程顧問公司、生態專業團隊等單位，甚至邀請地方NGO，共同合作方能有所成。建議未來以獨立計畫方式委託執行。
	(3) 研議致災地區土地購買機制，價購徵收區排/野溪周邊災害風險高之土地，作為滯洪與緩衝之保安帶。
	(3) 研議致災地區土地購買機制，價購徵收區排/野溪周邊災害風險高之土地，作為滯洪與緩衝之保安帶。
	(4) 應急工程常因期程或趕工壓力，犧牲工程與生態品質。工程會與水利署已公開宣示在有生態考量下可作展延，建議研擬因應對策或評估工程規範增加彈性。
	(4) 應急工程常因期程或趕工壓力，犧牲工程與生態品質。工程會與水利署已公開宣示在有生態考量下可作展延，建議研擬因應對策或評估工程規範增加彈性。
	(5) 美濃湖及其鄰近流域於調查中發現鯉魚幼魚，顯示鯉魚在美濃湖的常態環境條件下具有完成自然生殖週期的可能性，建議於後續計畫之調查中可對美濃湖及其鄰近流域進行調查，規劃相對應之調查進行驗證，確認鯉魚是否可於該環境中完成生殖週期，並建議留意鯉魚外溢以及防治的議題。
	(5) 美濃湖及其鄰近流域於調查中發現鯉魚幼魚，顯示鯉魚在美濃湖的常態環境條件下具有完成自然生殖週期的可能性，建議於後續計畫之調查中可對美濃湖及其鄰近流域進行調查，規劃相對應之調查進行驗證，確認鯉魚是否可於該環境中完成生殖週期，並建議留意鯉魚外溢以及防治的議題。
	(6) 過去生態檢核基於環境恆常的季節性變化，對於目標物種可以較明確的調查並記錄，而近年來隨著環境與氣候的變遷，過去所記錄之生物資訊恐有所改變抑或不敷現況使用，除了考量以工程前後之環境變化進行比較，盡量減少因季節等因素對於評估工程因子之影響之外，建議將極端氣候將對生態檢核造成的衝擊納入考量，參酌歷年環境變化趨勢如降雨、氣溫等資料，並研提相對應之生態友善工法，評估環境變遷對於現階段生態友善措施可能造成的影響。
	(6) 過去生態檢核基於環境恆常的季節性變化，對於目標物種可以較明確的調查並記錄，而近年來隨著環境與氣候的變遷，過去所記錄之生物資訊恐有所改變抑或不敷現況使用，除了考量以工程前後之環境變化進行比較，盡量減少因季節等因素對於評估工程因子之影響之外，建議將極端氣候將對生態檢核造成的衝擊納入考量，參酌歷年環境變化趨勢如降雨、氣溫等資料，並研提相對應之生態友善工法，評估環境變遷對於現階段生態友善措施可能造成的影響。

	10.3.5 網路陳情與爭議事件處理建議
	(1) 評估現況，擬定優先順序
	(a) 高市水利局臉書「雄蓋水」，建議低調處裡不引戰。
	(b) 河溪網廖貴賢老師轉貼至「城鄉河溪論壇」，則全國關心河溪環境之NGO應皆知。中央機關如水利署、水保局、林務局等，皆有輿情關注人員，應該也都知道此事。這部分建議優先處理。
	(b) 河溪網廖貴賢老師轉貼至「城鄉河溪論壇」，則全國關心河溪環境之NGO應皆知。中央機關如水利署、水保局、林務局等，皆有輿情關注人員，應該也都知道此事。這部分建議優先處理。
	(c) 目前此文尚未被轉貼至生態界的臉書平台「生態大腸花論壇」延燒，可保持關注緩處理。
	(c) 目前此文尚未被轉貼至生態界的臉書平台「生態大腸花論壇」延燒，可保持關注緩處理。

	(2) 後續處理建議
	(a) 請臉書「雄蓋水」小編保持沉默，勿刪文刪留言，或做情緒性回應。
	(a) 請臉書「雄蓋水」小編保持沉默，勿刪文刪留言，或做情緒性回應。
	(b) 請水利局預備說明稿，說明兩件工程之必要性、災害成因、施作理由、方案選擇考量和生態上之努力與作為，兼顧專業與透明，即時上網澄清說明。
	(b) 請水利局預備說明稿，說明兩件工程之必要性、災害成因、施作理由、方案選擇考量和生態上之努力與作為，兼顧專業與透明，即時上網澄清說明。
	(c) 視爭議延燒程度，必要時辦理說明會或座談會，邀請河溪網與關心美濃的NGO說明澄清。
	(c) 視爭議延燒程度，必要時辦理說明會或座談會，邀請河溪網與關心美濃的NGO說明澄清。
	(d) 預擬後續改善/補償方案，或是建立溝通平台方式，避免未來相同事件重演。
	(d) 預擬後續改善/補償方案，或是建立溝通平台方式，避免未來相同事件重演。

	(3) 建議改善臉書「雄蓋水」編輯宣傳細節
	(a) 圖文重點一致，宣傳口號之後加註文字清楚說明治理重點。
	(b) 慎選照片角度，避免誤導民眾作錯誤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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