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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生態監測與資料彙整 

一、調查地點與環境現況概述 

本計畫位處台中市梧棲區安良港，其主要聯外道路為西部濱海公路(台 17 線)，

計畫範圍為西部濱海公路及安良港排水交叉處，如圖 1-1 所示。 

計畫範圍位於河口的感潮帶當中，因此會受到潮汐的影響。在計畫範圍內的

護岸為垂直型水泥護岸，以及有一防潮閘門，使得河段受到潮汐的影響會有所不

同，如圖 1-1 所示。以防潮閘門為界，上游部份受到潮汐的影響較小，雖然河道

兩旁有泥沙淤積地但未觀察到有蟹類的出沒，且其河道兩旁濱溪植物稀疏及河面

有垃圾漂浮；下游的部份受到潮汐影響大，因此在低潮時可以在河道兩旁的泥沙

淤積地上觀察到蟹類的出現。 

   
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20.05.28  

圖 1-1  安良港後續擴充工程計畫範圍 

 

 

  

防潮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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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階段生態檢核報告摘要 

（一）文獻回顧 

根據台中市水利局「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安良港排水上游由

北勢溪與南勢溪所匯入，其範圍多平地及丘陵，周邊以工業區及住宅區鑲嵌農地

為主。依據台中市水利局「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台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南)

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的資料顯示，安良港排水集水區上游多為紅土臺地礫

石層及頭嵙山層，因此容易大量產生砂石，加上其上游坑溝位於大肚山區，其山

區坡度陡峭導致河流流速過快，因此使得河流容易夾帶大量泥沙。 

另外在「梧棲區安良港排水防洪整治計畫」的資料中顯示，安良港排水下游

河口位於感潮帶受潮汐迴水影響，河床為較細之泥、砂質，且經觀察後在此至少

發現四種，以防潮閘門為界，下游為弧邊招潮蟹(Tubuca arcuata)、雙齒近相手蟹

(Perisesarma bidens) ；上游為臺灣厚蟹 (Helice formosensis) 、隆背張口蟹

(Chasmagnathus convexus)等四種。 

（二）調查資料結果討論 

本計畫區上游水域樣站因防潮閘門導致河流分成兩部分，其中位於防潮閘門

以上的河段，雖然也位於感潮帶當中但因防潮閘門的緣故，使得此河段受潮汐影

響不大，因此棲息在潮間帶的螃蟹可能不適合在此河段生存；而防潮閘門以下包

含下游樣站在內的河段，因此河段位於感潮帶而受到潮汐影響，加上泥沙與礫石

在河道兩旁淤積形成泥灘地，使得此處能夠做為潮間帶生物的棲息地，像是所觀

察到的臺灣厚蟹、德氏仿厚蟹、乳白南方招潮、糾結南方招潮蟹、弧邊管招潮蟹、

雙齒近相手蟹及斑點擬相手蟹等，也由於未有橫向構造物阻攔使水流在低潮時不

會受到阻攔，因此水域生物能夠不受限制的活動，導致此河段的生物豐富。 

（三）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此評估是針對防潮閘門有下的河段，並因調查生物為蟹類所以是在低潮時進

行評估。在水的特性方面總分 30 分共計得到 16 分，本河段共出現 4 種水域型態，

水域兩岸主要為護岸工程；在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方面總分 30 分共計得到

12 分，本河段雖有部分人工構造物，但不至於嚴重影響溪濱廊道之連續性；在生

態特性方面，此次調查目標主要為螃蟹，因此在水生動物豐多度上不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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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關注區域 

依據本計畫調查成果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圖 5-1)。防潮閘門以下的河段位於

感潮帶當中，因此會受到潮汐的影響，加上泥沙礫石淤積形成泥灘地，導致此河

段形成適合潮間帶生物生存的棲息地。另外，此河段的水域型態也因潮汐的緣故

而有許多型態的產生，雖然棲息環境也因此有所改變，但這卻使得更多不同的物

種可以在此棲息。 

 

 

圖 5-1  安良港後續擴充工程生態檢核生物敏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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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域樣點及調查方法 

（一）水域樣點 

調查河段位於感潮河段，選擇於低潮時段進行調查，如圖 3-1 所示。臨港一

號橋以東施工河段，在低潮時其兩側的泥砂礫石淤積地會裸露出來，水域型態為

淺瀨、岸邊緩流及潭區，而在高潮時水面會淹過兩旁的淤積地且水域型態變成為

深潭、深流及岸邊緩流，防潮閘門以東側河段的河段因受潮汐影響較小，因此水

域型態不受到影響，主要為深潭、深流及岸邊緩流。下游樣點環境，在低潮時其

兩側的泥沙礫石淤積地會裸露出來，其水域型態為淺瀨及岸邊緩流，而在高潮時

兩旁的淤積地大多會被水面覆蓋，其水域型態會變成深潭、深流及岸邊緩流。  

（二）調查方法 

調查項目主要為蟹類。主要利用岸邊觀察，如遇釣客或居民，亦進行訪問調

查，各類物種學名及特有屬性主要依據為 TaiBNET 臺灣物種名錄及臺灣生命大

百科，保育等級依據農委會最新公告資訊。 

（三）生物分析與統計方法 

1.多樣性指數 

Shannon-Wiener's diversity index (H')= ∑   

其中 Pi 為物種出現的數量百分比，S 為總物種數。當 H'值愈高，表示物種

數愈多或種間數量分配愈均勻，其多樣性愈高。 

四、調查時間 

調查時間：110 年 5 月 14 日退潮時段，依據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2011）之季節劃分屬於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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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來源：Google Earth 日期：2020.06.16 

圖 3-1  安良港後續擴充工程水域調查樣點 

五、蟹類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工程範圍仍在水閘門上游，水閘門～臨港一號橋之間的河段，因

左右兩岸有泥灘塊石淤積成為蟹累棲地，為主要之調查區域。 

調查範圍記錄物種共 4 科 12 種 554 隻次(如表 5-1)， 包括臺灣厚蟹、德氏仿

厚蟹、隆背張口蟹、乳白南方招潮、糾結南方招潮蟹、弧邊管招潮蟹、北方丑招

潮蟹、斑點擬相手蟹、雙齒近相手蟹、無齒螳臂蟹、短指和尚蟹、萬歲大眼蟹，

歧異度(H')為 1.52，較 4 月份 1.12 為高，目前棲地尚為穩定。 

調查期間未記錄特有種和保育類。乳白南方招潮棲息於泥沙海岸的潮間帶與

河口紅樹林的平坦泥質灘地，或偏沙質含小石子較多的泥灘地，常與臺灣招潮蟹

或弧邊招潮蟹混居。本次調查於左岸水泥護岸上，發現弓蟹科之隆背張口蟹 2 隻，

此種蟹穴居於高潮線附近泥土質的河口域、草澤周邊、紅樹林沼澤或土堤海岸附

近的水田田埂中，數量較少而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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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安良港後續擴充工程蟹類名錄及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

性 
保育 
等級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109.10.19-20 110.4.15 110.5.14

上游 下游 合計 施工範圍 施工範圍 

十足目 

弓蟹科 
臺灣厚蟹 Helice formosensis      1 1 2 6 
德氏仿厚蟹 Helicana doerjesi      1 1 1 3 
隆背張口蟹 Chasmagnathus convexus       2 

沙蟹科 

乳白南方招潮 Austruca lactea    22 30 52 235 215 
糾結南方招潮蟹 Austruca perplexa      1 1 23 15 
弧邊管招潮蟹 Tubuca arcuata     13 17 30 150 196 
北方丑招潮蟹 Gelasimus borealis       5 

相手蟹科

斑點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ictum      1 1 8 6 
雙齒近相手蟹 Parasesarma bidens    4 3 7 12 68 
無齒螳臂蟹 Chiromantes dehaani       23 

和尚蟹科 短指和尚蟹 Mictyris brevidactylus        
大眼蟹科 萬歲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banzai      5 11 

科數 3 3 3 4 4 
種數 3 7 7 8 12 

物種數量 (隻次) 39 54 93 436 554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92  1.15 1.08 1.12 1.52 

調查地點：臨港一號橋以東施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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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查結果分析及生態保護措施建議 

若機具需進入渠道，供區上下游勢必皆會受到擾動影響，因此本工程未來生

態保育措施針對水域生物所提出如下： 

（一）於工程期間採左右岸分別施工，保留渠道中部分灘地，供生物活動使用；

施工期間打設鋼板樁，河寬約為30公尺，保留灘地區域約15公尺，不宜

擾動。 

（二）完工後渠道內可留下粒徑較大之塊石，增加水域生物棲息場所。 

（三）本案生態敏感區位於閘門下游處，目前尚未施工；承攬廠商於上游處施

工時開挖無大面積擾動河道之情形，且皆有打設鋼板樁，並保留部分灘

地區域供蟹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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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安良港後續擴充工程生態檢核環境照及生物照 

  

上游環境照-防潮閘門之後的河段 (低潮) 上游環境照-橋至防潮閘門的河段 (低潮)

  

工區環境照 (低潮) 工區環境照 (低潮) 

棲地照片 棲地照片 

  

生物照-臺灣厚蟹 生物照-臺灣厚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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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照-弧邊管招潮蟹 生物照-弧邊管招潮蟹 

生物照-雙齒近相手蟹 生物照-乳白南方招潮蟹 

隆背張口蟹. Chasmagnathus convexus 生物照-德氏仿厚蟹 

 

生物照-萬歲大眼蟹 生物照- 無齒螳臂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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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資料彙整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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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監督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若機具需進入渠道，工區上下游勢必皆會受到擾動影響，因此本工程未來生

態保育措施針對水域生物所提出如下： 

於工程期間採左右岸分別施工，保留渠道中部分灘地，供生物活動使用；施

工期間打設鋼板樁，河寬約為 30m，保留灘地區域約 15m，不宜擾動。 

完工後渠道內可留下粒徑較大之塊石，增加水域生物棲息場所。 

目前承攬廠商於上游處施工時開挖無大面積擾動河道之情形，且皆有打設鋼

板樁，並保留部份灘地區域供生物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