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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 設計單位 建陞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監造廠商 尚未發包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尚未發包 

基地位置 
地點：旗山區第五號排水 

TWD97座標 X：196939 Y：2532664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45,090仟元（預估） 

工程目的 

渠道拓寬通水斷面寬度設計係為滿足10 年重現期通洪能力，25 年不溢堤之防洪

保護標準，並於既有都市計畫劃設之水溝用地辦理渠道拓寬，以期符合區域排

水標準。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 渠道拓寬通水斷面寬度設計係為滿足10 年重現期通洪能力，25 年不溢堤

之防洪保護標準，並於既有都市計畫劃設之水溝用地辦理渠道拓寬，以期

符合區域排水標準。 

⚫ 渠道整治約200公尺。 

 
圖1 工程位置圖 

預期效益 改善區域淹水情形，落實都市計畫劃設。 

旗
山
第
五
號
排
水 

工
程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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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1.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2.   ▓是，參考附表 D01生態團隊組成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3.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4.   ▓是 

5.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   ▓是 

□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

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詳見附表 D02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本案為執行資訊公開經費來自「高雄市生態檢核工作

計畫(108~109年度)」 

本案相關資料放置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108-109 

資訊公開連結網址如下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aohsiung108-109ecocheck  □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參考附表 D01生態團隊組成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

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

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本案為執行資訊公開經費來自「高雄市生態檢核工作

計畫(108~109年度)」 

本案相關資料放置於中央研究院資料寄存所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108-109 

資訊公開連結網址如下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aohsiung108-109ecocheck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108-109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aohsiung108-109ecocheck
https://data.depositar.io/organization/108-109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aohsiung108-109eco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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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

商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

施納入宣導。 

□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

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

中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

題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

並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

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4 

提報階段(核定、規劃階段)生態友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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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1 工程設計資料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周琮焜(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生態工程部研究

員)  

填表

日期 
民國 109 年 06 月 18 日 

設計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 

主辦機關 
林映伃 

高雄市水利局

/(職稱) 
  

設計單位 

/廠商 
    

生態團隊 

田志仁 

觀察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生態

工程部技術經理 

環境工程、

水域生態 

環境友善措施擬定、

水域生態評估 

周琮焜 

觀察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生態

工程部研究員 

陸域動物生

態、建築設

計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 

陳原諄 

觀察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生態

工程部計畫專員 

植物生態 

陸域植物生態調查 

侯福成 

國立成功大學水

科技研究中心/

專案經理 

魚類分類、

水域生態調

查 

水域生態調查 

提供工程設計圖(平面配置 CAD 檔)給生態團隊 

設計階段 查核 提供日期 

基本設計 是 □ / 否 □ - 

細部設計 是 □ / 否 □ - 

設計定稿 是 □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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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民國109年03月13日 填表日期 民國109年06月18日 

紀錄人員 周琮焜 勘查地點 

地點：高雄市楠梓區 

TWD97座標 

X：196939  Y：2532664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田志仁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

技術經理 環境友善措施擬定、水域生態評估 

周琮焜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 

陳原諄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陸域植物生態調查、生態敏感區位圖繪製 

侯福成 
國立成功大學水科技研究中心/專案經

理 魚類分類、水域生態調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田志仁、周琮焜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設計單位未作回覆，生態團隊依設計現況補充記錄於

下。 

設計階段 

1. 保留現有流路土地及周邊林地，變更土

地使用分區，作為滯洪及鄰里親水公園

空間(圖 1) 。 

本案採慣行封底渠道設計。 

2. 新設護岸採多孔隙緩坡設計，完工後覆

土植生(圖 1)。 
本案採慣行混凝土護岸設計。 

3. 新設渠道不封底，營造自然底質水域棲

地，避免延續現有三面工渠道型式(圖

2)。 

本案採慣行封底渠道設計。 

施工階段 

1. 渠道周邊樹林為旗山市區少數僅存之近

自然綠地，施工過程應以施工圍籬或警

示帶標示隔離，避免干擾施工範圍外之

樹林(例圖 1)。 

本案保留施工範圍外喬木與綠地。 

 

2. 施工過程進行表土保存，完工後回鋪至

多孔隙護岸(表土保存方式參考附件 1)。 

本案未設計表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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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圖 1、保留仁武橋下游右岸既有護岸及沿岸景觀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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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避免延續現況三面工渠道型式 

 
例圖 1、以警示帶標示周邊樹林，避免施

工干擾 

 

附件一、種子庫表土保存方法 

土壤中含有許多原生潛勢植物種子，本方法整地挖填前收集保存表土，保

留種子庫與宿存根系，於完工後回鋪於裸露面，以加速植生回復。施工前，於

預定開挖區域的植生地區收集30cm 深的表土並妥善堆置保存，在工程完工後，

在開挖、裸露或回填區表面，平均回填保存的表土10-20公分，俾利植生回復。

細節詳述如下： 

1、表土收集： 

(1)整地施工前，挖鬆表層土壤30cm 深，清除雜物及直徑大於3cm 的礫石

後，收集裝運至堆置場所存放。 

(2)種子庫表土保存目的為保存土壤種子與宿存根系，不需移除土中殘根與

雜草。 

2、表土保存： 

(1)承包商自覓地點存放表土，如不影響工地施工，可於工地設置臨時堆置

場。堆置場應較四 周地面略高，且具排水坡度，並設簡易排水溝及沉

砂池，另預留施工便道以利作業。 

(2)表土存放堆置高度為1.5-3m，並略夯壓整形，頂部應保持平緩坡度以利

排水。為免破壞表土特性，機械操作時應避免過度輾壓。放置方式由內

而外堆放，以避免重複輾壓。 

(3)為防沖刷，土堆完成表面應覆蓋防護如黑色不透水性鋪面。並定期澆水

保持濕潤。保存期間以警示帶隔離並禁止車輛及機具進入。 

3、表土回填： 

(1)表土回鋪前，原地面殘留之3公分以上礫石、混凝土塊或其他垃圾雜物應

予清除後始得回填表土。 

(2)在開挖、裸露或回填區表面鋪上10-20公分上述收集保存之表土，表土回

鋪後不夯實或機具壓輾。 

(3)回鋪後應儘速植草並覆蓋稻草蓆，以防表土流失。 

(4)地面或表土過份潮濕時不宜施作，且裝運回填時應保持道路路面之清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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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設計圖說審查會議紀錄(高市水區字第10937450800號)生態檢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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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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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生物類群組成資料分述如表2： 

 

表1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參考資料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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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受託單位：艾奕康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 

2019 
108~110 年度高屏溪河川情勢調

查計畫期末報告書(1/3) 

環佑實業有限公司(綜合

評估)、海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生態) 

2019 
高雄市旗山糖廠農產加工區開發

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綜合評估)、觀察家生

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 

2020 
台 3 線新旗尾橋配合河川治理計

畫改建橋梁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

驗所 
2015 

河川原生魚種及棲地適合度曲線

與資料庫建置(1/5) 

經濟部水利署 2006 高屏溪河系情勢調查計畫(1/2) 

網路資料庫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2011-2020 工區周邊半徑約 1公里範圍 

路殺社 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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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20 植物調查及物候觀察 

 

表2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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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資料紀錄 - 無特稀有植物紀錄 

鳥類 37 科 77種 

1. II 級保育類 13 種：紅

隼、燕隼、朱鸝、領角

鴞、彩鷸、環頸雉、大

冠鷲、灰面鵟鷹、灰澤

鵟、赤腹鷹、東方蜂

鷹、黑鳶、鳳頭蒼鷹 

2. III 級保育類 2 種：紅尾

伯勞、燕鴴 

1. 特有種 4 種：大彎嘴、小彎

嘴、五色鳥、臺灣竹雞 

2. 特有亞種 18 種：南亞夜鷹、小

雨燕、黑枕藍鶲、大卷尾、小

卷尾、黃頭扇尾鶯、褐頭鷦

鶯、山紅頭、朱鸝、樹鵲、白

頭翁、白環鸚嘴鵯、紅嘴黑

鵯、領角鴞、棕三趾鶉、環頸

雉、大冠鷲、鳳頭蒼鷹 



12 

哺乳類 8 科 19種 無保育類哺乳類紀錄 

1. 特有種 2種：臺灣獼猴、鹿野氏

鼴鼠 

2. 特有亞種 8 種：臺灣野兔、鼬

獾、崛川氏棕蝠、大赤鼯、荷

氏小麝鼩、臺灣鼴鼠 

兩棲類 3 科 3種 無保育類兩棲類紀錄 特有亞種 1種：莫氏樹蛙 

爬行類 5 科 7種 
第 III 級其他應予保育 1 種

草花蛇 

斯文豪氏攀蜥 1種特有種 

斑龜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

列為全球瀕危(EN)物種 

蜻蛉類 3 科 12種 無保育類蜻蛉類紀錄 善變蜻蜓 1種特有種蜻蛉類 

魚類 4 科 12種 
保育類 1 種南臺中華爬岩

鰍 

臺灣間爬岩鰍、臺灣鬚鱲、高身小

鰾鮈、高身白甲魚、高屏馬口鱲、

何氏棘䰾、南台吻鰕虎、斑帶吻鰕

虎等 8種特有種魚類 

底棲生物 4 科 12種 
保育類 1 種南臺中華爬岩

鰍 

臺灣間爬岩鰍、臺灣鬚鱲、高身小

鰾鮈、高身白甲魚、高屏馬口鱲、

何氏棘䰾、南台吻鰕虎、斑帶吻鰕

虎等 8種特有種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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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生態調查方法及結果 

生物類群 調查方法 調查結果 備註 

植物 
▓植物穿越線調查 

▓大樹、老樹 
18 科 31 種 - 

鳥類 ▓穿越線目擊及聽音調查 13 科 22 種 - 

哺乳類 ▓穿越線目擊 1 科 1 種 - 

兩棲類 ▓穿越線目擊 4 科 6 種 - 

爬行類 ▓穿越線目擊 4 科 4 種 - 

蜻蜓類 ▓穿越線目擊 2 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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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科 3 種 - 

底棲生物 2 科 3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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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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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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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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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植物調查物種紀錄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屬性 
生長

習性 

調查記錄 

109/01 109/07 

大戟科 

海蚌含珠 Acalypha australis  草本  ○ 

飛揚草 Chamaesyce hirta  草本 ○ ○ 

白飯樹 Flueggea virosa  灌木  ○ 

蟲屎 Mallotus moluccanus  喬木  ○ 

油桐 Vernicia fordii 引進種 喬木 ○  

天南星科 
姑婆芋 Alocasia odora  草本 ○ ○ 

合果芋 Syngonium podophyllum 引進種 草本 ○  

禾本科 大黍 Megathyrsus maximus 引進種 草本 ○ ○ 

西番蓮科 三角葉西番蓮 Passiflora suberosa  藤本 ○  

豆科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引進種 喬木 ○  

賽芻豆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m 引進種 藤本  ○ 

美洲含羞草 Mimosa diplotricha 引進種 灌木  ○ 

芭蕉科 香芽蕉 
Musa acuminata Cavendish 

Subgroup 
經濟作物 草本  ○ 

柳葉菜科 水丁香 Ludwigia octovalvis  灌木  ○ 

桑科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喬木  ○ 

正榕 Ficus microcarpa  喬木  ○ 

稜果榕 Ficus septica  喬木  ○ 

茜草科 雞屎藤 Paederia foetida  藤本  ○ 

旋花科 

菟絲子 Cuscuta chinensis  草本  ○ 

槭葉牽牛 Ipomoea cairica 引進種 藤本 ○ ○ 

盒果藤 Operculina turpethum  藤本  ○ 

莧科 野莧 Amaranthus blitum  草本 ○  

棕櫚科 可可椰子 Cocos nucifera  經濟 

作物 
○ ○ 

無患子科 龍眼 Dimocarpus longan 經濟作物 喬木  ○ 

紫草科 破布子 Cordia dichotoma  喬木  ○ 

菊科 鬼針草 Bidens pilosa 引進種 草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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鱧腸 Eclipta prostrata  草本 ○  

漆樹科 芒果 Mangifera indica 經濟作物 喬木 ○ ○ 

樟科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喬木  ○ 

酪梨 Persea americana 經濟作物 喬木  ○ 

薑科 月桃 Alpinia zerumbet  草本 ○  

合計18科31種 11科14種 15科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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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科22種鳥類(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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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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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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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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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紀錄(隻次) 

109/03/31 109/09/29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留 特亞   14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   9 7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   1  

王鶲科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留 特亞   2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冬/過  III  2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留   1 2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   3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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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學名 遷移習性 特有性 
保育 

等級 

調查紀錄(隻次) 

109/03/31 109/09/29 

燕科 
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 留   8 5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過    9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留   3 15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 特亞  9 19 

白環鸚嘴鵯 Spizixos semitorques 留 特亞   1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留 特亞  3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留/冬/迷   5 1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冬    1 

東方黃鶺鴒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冬/過   1  

鴟鴞科 領角鴞 Otus lettia 留 特亞 II 1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   2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   2 2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   21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夏/冬/過   2 1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冬/過    1 

合計13科22種 
10科15種

101隻次 

11科16種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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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種」表示人為引進之外來物種。 

註2：特化性：「特有」表示臺灣特有種，「特亞」表示臺灣特有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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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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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表6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哺乳類調查物種數量表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

性 

保育

等級 

調查紀錄(隻次) 

109/03/31 109/09/29 

食肉目 靈貓科 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特亞   1 

合計 1 目 1科 1 種 
0科 0種 

0 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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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共紀錄兩棲類科4科6種(表7)及爬行類4科4種

(表8)，調查記錄的物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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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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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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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種蛙類

棲息於市區中綠地十分難得，此綠地為市區中僅存少數綠地，建議保留周

邊綠地，提供史丹吉氏小雨蛙與其他蛙類棲息空間。都市中的綠地仍能提

供動物棲息，仍有恢復生態之潛力。建議工程保留此處綠地，盡量保持自

然樣貌，避免此綠地公園化，降低棲地品質。 

 

表7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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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 109年8月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2 2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1 2 

狹口蛙科 

黑蒙西氏小雨蛙 Microhyla heymonsi     2 

史丹吉氏小雨蛙 Micryletta steinegeri  特有   6 

亞洲錦蛙 Kaloula pulchra 引進  1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1  

合計4科6種 
4科4種 

5隻次 

3科4種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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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爬行類調查物種數量表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化性 
保育 

等級 

調查數量(隻次) 

109年3月 109年8月 

石龍子科 
多線真稜蜥 Eutropis multifasciata   3  

印度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2 7 

盲蛇科 鉤盲蛇 Ramphotyphlops braminus   1  

合計3科4種 
3科3種 

6隻次 

1科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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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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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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表9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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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 109/07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 

春蜓科 

褐斑蜻蜓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 ○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ramburii  特有種   ○ 

霜白蜻蜓(中印亞

種)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

tum 
   ○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 

紫紅蜻蜓 Trithemis aurora    ○ 

合計2科7種 1科1種 2科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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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3種(表10)，底棲生物2科3種(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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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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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 109年7月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引進種  7  

孔雀花鱂 Poecilia reticulata 引進種  46  

麗魚科 尼羅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niloticus 引進種  12 6 

合計2科3種 
2科3種 

65隻次 

1科1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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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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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次) 

109年3月 109年7月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引進種  20 10 

椎實螺科 小椎實螺 Austropeplea ollula   18  

囊螺科 囊螺 Physa acut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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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3科3種 
2科2種 

38隻次 

2科2種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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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鶺鴒 赤腰燕 

  
灰鶺鴒  

  
澤蛙 花狹口蛙 

109/03/31 109/03/31 

109/09/29 109/09/29 

109/03/24 10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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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眶蟾蜍 貢德氏赤蛙 

  
史丹吉氏小雨蛙 黑蒙西氏小雨蛙 

  
疣尾蝎虎 多線真稜蜥 

  
霜白蜻蜓(中印亞種) 善變蜻蜓 

109/03/24 109/03/24 

109/07/28 109/07/28 

109/03/24 10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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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螺 福壽螺 

圖1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二期)」生態調查物種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