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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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

理工程 
設計單位 建陞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預計施工期限為109年12月 監造廠商 建陞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營造廠商 尚未招標 

基地位置 
地點：美濃湖排水 

TWD97座標 X：203173 Y：2533654 

工程預算/

經費（千

元） 

54,000  千元 

工程目的 永安橋因既有斷面不足，逢雨排洪量不足，因此辦理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

護岸缺口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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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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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濃湖(中正湖)排水(亦稱橫溝) 位於高雄市美濃區，屬美濃溪水系，本工程

位於美濃溪匯流口上游約100公尺處(圖1)，護岸加高 H=約1.4M，改建橋梁

1座。(圖2)。 

圖1. 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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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橋梁縱斷面圖 

預期效益 預估改善淹水面積2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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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進行之現場勘查、生態調查，詳見附表 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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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進行之棲地生態資料蒐集，詳見附表 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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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無明顯生態議題，故未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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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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書面意見於水利局，內容詳見附表 D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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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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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參考附表 D01生態團隊組成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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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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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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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無明顯生態議題，故未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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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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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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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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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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原諄(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

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04 月 24 日 

設計團隊 

 姓名 單位/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工程 
主辦機關 

黃琮裕 助理工程員 工程 工程管理等業務 

設計單位 
/廠商 

奚永毅 建陞工程技術顧問有限

公司 

工程 工程設計及監造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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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福成 
國立成功科技大學水科

技研究中心/生態調查組

專案經理 
水域生態 水域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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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惇理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陸域動物調

查、景觀設

計、棲地營

造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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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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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勘查日期 民國108年11月28日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04 月 22 日 

紀錄人員 陳原諄 勘查地點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 
TWD97 X：203173 Y：253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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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工程、水域生態環境友善措施擬定、水域

生態評估 

侯福成 
國立成功科技大學水科技研究中心/生態

調查組專案經理 水域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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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惇理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田志仁、周琮焜、陳原諄、游惇理 

(詳見 D-03 6.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處理情形回覆 

(未填寫或說明原因則視為可執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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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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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20200205第一次修正審查會會議紀錄

(高市水區字第10930825500號) 

提醒高市水利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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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建議設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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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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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建議設計，採 b 與 c 方式，以導流方

式區分施工區域與水體。鋪設涵管避免

機具過溪石壓輾溪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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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20200205 第一次修正審查會會議紀

錄(高市水區字第 10930825500 號) 

提醒高市水利局依工程環保相關規定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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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和檢舉。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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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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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名稱 
（編號）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

口治理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109年04月24日 

評析報告是否完成下

列工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生態影響預

測、▓生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生態團隊組成：  

單位/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 
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 /生態工程部技術經

理、研究員 
田志仁 

環境友善措
施擬定、水
域生態評估 

私立東海大學生命科
學系/博士候選人 

13年 環境工程、水域

生態 

國立成功科技大學水科

技研究中心/生態調查組

專案經理 
侯福成 水域生態調

查 

學歷是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
學系/學士 

7年 魚類分類、水域

生態調查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研究員 周琮焜 陸域動物生
態調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
命科學系/學士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
究所學士後組/碩士 

2年 陸域動物調查、

建築設計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陳原諄 

陸域植物生
態調查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
理學系/碩士 

1年 植物保護、基本

植物辨識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游惇理 
陸域動物生
態調查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景
觀學系/碩士 

1年 
陸域動物調查、

景觀設計、棲地

營造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資料來源：「高雄美濃農業地景生物多樣性調查及手冊製作計畫成果報告書(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2016)」、

「高雄市美濃里山輔導農民施行生態友善農法計畫成果報告書(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2018)」、eBird 網站及路

殺社網站等鄰近工程計畫位置(約2公里範圍內)之調查點位。 
 
於上述文獻中共紀錄有37科74種鳥類、2科9種哺乳類、5科7種兩棲類、5科5種爬行類、3科15種蜻蛉類及7科11種魚

類；其中包含有八哥、水雉、紅隼、彩鷸、臺灣畫眉、鳳頭蒼鷹、黑翅鳶及大冠鷲等8種第二級保育類動物，以及

紅尾伯勞1種第三級保育類動物；另有斑龜及鱉2種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列為全球瀕危之物種，水域環境則屬

河蚌與臺灣石鮒之潛在棲地。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坡地棲地評估：本案非崩塌地治理工程，不需評估 
河溪野溪治理工程生態回復追蹤評估指標_低坡降(評估日期2020/04/24) 

野

溪

治

理

工

程

生

態

回

評估因子 說明 程度 

1.溪床自然基質多樣

性 以土砂等沉積物與礫石為主，並可見水泥塊。 8 

2a.河床底質包埋度 卵石、礫石包埋度約50%-75%。 8 

2b.潭區基質特性 潭區基質為軟沙、細泥或礫石、並可見水生植
物及其根系，枯枝落葉或有機碎屑散佈。 1 

3a.流速水深組合 具有2種流速/水深組合。淺流、岸邊緩流，缺少
淺瀨、深潭。 8 

3b.潭區多樣性 無潭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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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追

蹤

評

估 

4a.湍瀨出現頻率 僅下游區可見小段之湍瀨，湍瀨間的距離除以
河道寬度約大於25。 3 

4b. 河道蜿蜒度 無明顯蜿蜒度。 1 

5a.河道水流狀態 
(溪床裸露比例) 水量豐沛，幾無溪床裸露。 17 

5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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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堤岸的植生保護 

左岸：75%以上堤岸具植被(含農墾地、果樹、
竹林、外來植物)，擾動嚴重。護岸阻隔水陸
域，然護岸上可見連續植被。 
右岸：75%以下堤岸具植被(含農墾地、果樹、
竹林、外來植物)，擾動嚴重。護岸阻隔水陸
域，然護岸上可見連續植被。 

左岸:7 
右岸:7 

7.河岸植生帶寬度 左岸：河岸植生帶的寬度小於6公尺。 
右岸：河岸植生帶的寬度小於6公尺。 

左岸:2 
右岸:2 

8.縱向連結性 具少數地樑形式固床工，然因水量充沛，並無
明顯高差。 17 

9.橫向連結性 左岸：1.5公尺以上垂直護岸。 
右岸：1.5公尺以上垂直護岸。 

左岸:0 
右岸:0 

10.溪床寬度變化 施工前自然溪段，比例等於1.0。 18 
 

4.棲地影像紀錄： 
工程預定位置環境照片： 

  
1. 永安橋上游河道現況。 2. 永安橋下游河道現況。 

 

 

3.永安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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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預定位置歷史衛星影像： 

本空拍照片取自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自2010年起本案工區周圍之地景及地貌並無明顯之變化，以住宅用地為

主，排水渠道寬度、河道位置亦無明顯差異。 

  
2010.04.09 2012.09.03 

  
2014.02.16 2017.09.13 

 

說明： 
1. 白色多邊形為本案土地使用範圍。 

2. 底圖為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 

 

2019.02.27  
 

5.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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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生態關注
區域 

生態 
保全對象 影響預測 

生態保育策略 
保育後果評估 是否

迴避 
(填否者，請說明保育策略) 

水域環境 維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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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迴避 維持工區及周遭環境整潔，

工程廢棄物如鋼筋、混凝土

塊等應妥善回收處理。 

妥善處理廢棄物，

維護環境品質並維

持市容。 

水域環境 
施工過程
對水體的
擾動 

施工過程擾動水體，造成下游
水流遭阻斷或濁度提高。 

□是 
■否 

■減輕  以導流或半半施工，避免機

具輾壓河道。 
■減輕  建議可導流或以半半施工形

式，維持河道常流水，避免

截流或阻斷水體，造成下游

斷流。 
■減輕  定期監測工區上下游溪水之

濁度，如因施工造成下游濁

度提高，則暫停水域範圍內

之施工。 

水域棲地受工程干

擾減少，維持水棲

生物之棲地品質。 

周邊植被 
工區上、

下游濱溪

植被 

如未妥善擬定及落實生態保育

措施，易因施工開挖及施工便

道設置，而遭受干擾或移除。 

■是 

□否 

■迴避 工區之上游及下游濱溪植被

狀況良好，建議保留不擾

動。 
■減輕 機具與土方堆放區，建議利

用裸露地或非高度生態敏感

區域，減少對既有綠帶之干

擾。 
■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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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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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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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詳 4.棲地影像紀錄。 

填表說明： 
一、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陳原諄                 日期：民國10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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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05 生態保育策略及討論紀錄 

填表人員 

(單位/職稱) 

陳原諄(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

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04 月 24 日 

解決對策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 實施位置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

缺口治理工程」工區 

解決對策之詳細內容或方法(需納入施工計畫書中) (詳見D-03 6.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本案為市區橋梁改建無生態議題，然因位處美濃，地方關注，因此提醒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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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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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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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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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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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 

 
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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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平面圖 

 
施工階段監測方式： 

1、生態人員施工中現勘 

2、工程現場人員以「自主檢查表」(如附錄)定期自主檢查管理 

現勘、討論及研擬生態保育措施的過程、紀錄 

日期 事項 摘要 

108/11/28 工程現勘 生態團隊前往預訂工區進行現勘 

109/01/06 取得本工程設計圖 依據現地狀況與設計圖擬定生態友善措施 

109/01/21 提供友善措施書面意見 生態團隊提供書面意見於治理單位 

109/03/18 工作會議 本工程納入生態檢核作業(高市水區字第10932154200號) 

109/03/24 枯水期生態調查 生態團隊進行生態調查 

109/07/29 豐水期生態調查 生態團隊進行生態調查 

說明： 
1.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2.解決對策係針對衝擊內容所擬定之對策，或為考量生態環境所擬定之增益措施。 
3.工程應包含計畫本身及施工便道等臨時性工程。 
 

填寫人員：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工程部計畫專員 陳原諄      日期：民國10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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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03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施工前■施工中□完工後 

勘查日期 民國110年01月05日 填表日期 民國110年03月20日 

紀錄人員 陳原諄 勘查地點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

治理工程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周琮焜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研究員 陸域棲地評估、環境友善措施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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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勘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專員/陳原諄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執行永安橋拆除工程，未干擾上下游兩側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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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植物、生態影響等。 
2.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1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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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04 生態監測紀錄表 

工程名稱 
（編號）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

口治理工程 填表日期 民國 110 年 3 月 22 日 

1.生態團隊組成： 

單位/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業

資歷 專長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技術經理、

研究員 
田志仁 水域生態

評估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

系/博士候選人 13 年 環境工程、水

域生態 

國立成功科技大學

水科技研究中心/生
態調查組專案經理 

侯福成 水域生態

調查 

學歷是國立中山大

學海洋生物科技暨

資源學系/學士 
7 年 魚類分類、水

域生態調查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研究員 周琮焜 陸域動物

生態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

研究所學士後組/碩
士 

2 年 陸 域 動 物 生

態、建築設計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計畫專員 陳原諄 植物生態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

病理學系/學士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

病理學系/碩士 

1 年 
陸 域 植 物 生

態、棲地空拍

紀錄 
 

2.棲地生態資料蒐集：詳附件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詳 D-03 

4.棲地影像紀錄： 

施工中工區影像(2021/01/05) 

  
永安橋拆除工程 永安橋拆除工程 

 

5.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濱水灘地照詳施工中工區影像 

填表說明： 
一、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周琮焜(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研究員)    日期：民國110年03月22日 

 

110/01/05 1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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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細部設計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高市水區字第

10837778700號) 生態檢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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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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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生態文獻資料蒐集參考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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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書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2016 

高雄美濃農業地景生物多樣性調

查及手冊製作計畫成果報告書 

2018 
高雄市美濃里山輔導農民施行生

態友善農法計畫成果報告書 

網路資料庫 

eBird 2010-2020 高雄-美濃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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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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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科 48 種 - 無特稀有植物紀錄 

鳥類 38 科 80 種 

1. II 保育類 14 種：紅隼、遊

隼、臺灣畫眉、領角鴞、

水雉、彩鷸、唐白鷺、大

冠鷲、灰面鵟鷹、赤腹

鷹、東方蜂鷹、黑翅鳶、

黑鳶及鳳頭蒼鷹 
2. III級保育類 1種：紅尾伯勞 

1. 特有種6種：小彎嘴、臺灣

畫眉、繡眼畫眉、臺灣紫

嘯鶇、五色鳥、臺灣竹雞 
2. 特有亞種 14 種：南亞夜

鷹、小雨燕、黑枕藍鶲、

大卷尾、褐頭鷦鶯、山紅

頭、樹鵲、白頭翁、白環

鸚嘴鵯、紅嘴黑鵯、領角

鴞、金背鳩、鳳頭蒼鷹、

大冠鷲 

哺乳類 2 科 9 種 無保育類哺乳類 特有亞種 2 種：崛川氏棕蝠及

臺灣毛腿鼠耳蝠 

兩棲類 4 科 6 種 
紅皮書物種： 
國家易危(NVU)：史丹吉氏

小雨蛙 
特有種 1 種：史丹吉氏小雨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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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類 5 科 5 種 
紅皮書物種： 
全球瀕危(EN)：斑龜 
全球易危(VU)：中華鱉 

無特稀有爬行類紀錄 

蜻蛉類 3 科 8 種 無保育類蜻蛉類 無特稀有蜻蛉類 
魚類 3 科 3 種 無保育類魚類紀錄 臺灣鬚鱲 1 種特有種 

底棲生物 7 科 8 種 無保育類物種紀錄 假鋸齒米鰕 1 種特有種甲殼

類；石田螺為優勢種螺貝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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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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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科 29 種 - 

鳥類 ▓穿越線目擊及聽音調查 16 科 25 種 - 
哺乳類 ▓穿越線目擊 1 科 1 種 - 
兩棲類 ▓穿越線目擊 4 科 4 種 - 
爬行類 ▓穿越線目擊 1 科 2 種 - 
蜻蜓類 ▓穿越線目擊 2 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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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種 - 

底棲生物 2 科 3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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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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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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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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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揚草 Chamaesyce hirta  草本  ○ 
白飯樹 Flueggea virosa  灌木  ○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喬木 ○  

蓖麻 Ricinus communis 引進種 喬木  ○ 

禾本科 
蒺藜草  Cenchrus echinatus 引進種 草本  ○ 
雙花草 Dichanthium annulatum  草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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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竹桃科 
日日春 Catharanthus roseus  草本 ○ ○ 
緬梔花 Plumeria obtusa  喬木  ○ 

豆科 
鳳凰木  Delonix regia 景觀樹種 喬木  ○ 
羊蹄甲 Bauhinia variegata  喬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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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馬鞭草科 馬櫻丹 Lantana camara 引進種 草本 ○  

莎草科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草本  ○ 
莧科 青葙 Celosia argentea  草本 ○  

無患子科 倒地鈴 Cardiospermum halica-

cabum 
 藤本 ○ ○ 

紫葳科 炮仗花  Pyrostegia venusta 園藝植物 藤本 ○  

腎蕨屬 長葉腎蕨 Nephrolepis biserrata  蕨類 ○  

菊科 
鬼針草 Bidens pilosa 引進種 草本 ○ ○ 
長柄菊 Tridax procumbens  灌木 ○ ○ 

楝科 大葉桃花心

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  喬木 ○ ○ 

漆樹科 芒果 Mangifera indica 經濟作物 喬木  ○ 
樟科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喬木 ○ ○ 
錦葵科 山芙蓉 Hibiscus taiwanensis  喬木  ○ 
龍膽科 龍骨瓣莕菜 Nymphoides hydrophylla 水生植物 草本 ○  

爵床科 翠蘆莉 Ruellia angustifolia 歸化種 草本 ○  

薑科 野薑花 Hedychium coronarium  草本 ○  

共計21科29種 18科19種 14科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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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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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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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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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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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 109/09 

翠鳥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留/過   1 1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留 特亞  2 15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引進種   13 3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引進種    1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冬/過  III  3 
扇尾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留   3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留   1 2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留   14 4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留 特亞   1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留/過   5 25 
棕沙燕 Riparia chinensis 留   3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留   4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留 特亞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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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留 特亞  2  

長腳鷸科 高蹺鴴 Himantopus himantopus 留/冬   4  
鷸科 白腰草鷸 Tringa ochropus 冬   1  

鳩鴿科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留   5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留    1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   7 2 

鷺科  

大白鷺 Ardea alba 夏/冬   2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留/夏/冬/過   4 3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留/冬/過   5 14 
栗小鷺 Ixobrychus cinnamomeus 留    1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留   1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留   4 10 

合計16科25種 14科20種82

隻次 

12科16種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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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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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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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 109/09 

鼠科 家鼷鼠 Mus musculus    1  

合計1科1種 
1科1種 

1隻次 
0科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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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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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種(表7)及爬行類2科3種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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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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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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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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 109/03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2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1 6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25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2  

合計4科4種 
2科2種 

3隻次 

3科3種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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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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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 109/03 

壁虎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1 27 
密疣蝎虎 Hemidactylus brookii 引進種   1 

地龜科 斑龜 Mauremys sinensis    1 

合計5科6種 
1科2種 

1隻次 

1科2種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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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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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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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 109/07 

細蟌科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 

蜻蜓科 

褐斑蜻蜓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 

侏儒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 
霜白蜻蜓 
(中印亞種) Orthetrum pruinosum neglectum   ○  

杜松蜻蜓 Orthetrum sabina sabina    ○ 

合計2科5種 1科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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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種(表10)，底棲生物3科3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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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0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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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 109/07 

鯉科 

高體高鬚魚 Hypsibarbus pierrei 引進種  2  
鯉 Cyprinus carpio   2  
高身鯽 Carassius cuvieri 引進種  4  

甲鯰科 豹紋翼甲鯰 Pterygoplichthys pardalis 引進種  3 14 
鬍鯰科 鬍鯰 Clarias fuscus    1 
麗魚科 雜交吳郭魚 Oreochromis spp. 引進種  10 8 

合計4科6種 
3科5種 

21隻次 

3科3種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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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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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 109/07 

長臂蝦科 
日本沼蝦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 ○ 

臺灣沼蝦 Macrobrachium formosense    ○ 

蘋果螺科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引進種  ○ ○ 

合計2科3種 2科2種 2科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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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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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鷺 大白鷺及高蹺鴴 

   
白尾八哥 紅冠水雞 

  
家鼷鼠 疣尾蝎虎 

  
黑眶蟾蜍 兩棲類棲息之濱溪植被帶 

109/03/31 109/03/31 

109/03/26 109/09/23 

109/03/31 109/03/24 

109/09/23 10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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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白蜻蜓 高身鯽與鯉魚 

  
雜交吳郭魚 豹紋翼甲鯰(引進種) 

  
鯉魚 高體高鬚魚 

  
鬍鯰 日本沼蝦 

圖1 「美濃湖排水瓶頸段橋梁及護岸缺口治理工程」生態調查物種照片 

 

109/03/30 109/03/30 

109/07/29 109/07/29 

109/03/30 109/03/30 

109/03/30 109/03/30 


